
  第5届中国大学生皮划艇锦标赛项目前八名汇总表

组别 项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甲组     

阳光组

男子 200M 单人皮艇
王英强 肖瑞 赵健翔 胡炳翔 施宇杰 任奕衡

迪力夏提·阿卜
杜热西提

卢宇杰

浙江大学 江苏海洋大学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福州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嘉兴学院

男子 200M 双人皮艇

王英强 张泽斌 陆泉池 刘鹏 李博宇 刘书涛 陈伊豪 张瀚

雷雨 刘楚禧 李杰 张良 张骏杰 蒋望 兰佳祥 颜豪帅

浙江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江苏海洋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厦门大学 浙江农林大学

女子 200M 单人皮艇
陆楠 李雨婷 刘馨蒂 吴媚 韦小丫 符泽羚 徐婧雯 宋思琦

中山大学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中山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女子 200M 双人皮艇

李岚 刘林佳 吴媚 再奴热木·卡斯木 贺瑞琦 刘欣

刘馨蒂 宋思琦 张慧敏 周珊珊 宋蓉圳 叶如霞

厦门大学 浙江大学 中山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男子 500M 单人皮艇
付琪龙 赵健翔 谢尧欣 张首一 施宇杰 朱未来 刘书涛 郑紫哲

江苏海洋大学 中山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厦门大学 福州大学 浙江大学 中山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男子 500M 双人皮艇

肖瑞 张泽斌 刘鹏 陆泉池 胡炳翔 刘大勇 张首一 兰俊杰

付琪龙 刘楚禧 张良 李杰 张骏杰 李茂 潘沿宏 黄礼孝

江苏海洋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江苏海洋大学 中山大学 浙江大学 厦门大学 中山大学

男子 500M 单人桨板
方哲 杨洋 陶公伍 胡西达尔·木沙 胡焰 施宇杰 杨磊 林泽鑫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东华大学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东华大学 福州大学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女子 500M 单人皮艇
陆楠 刘林佳 梁倩沂 李岚 唐松盈 刘兰兰 韦小丫 符泽羚

中山大学 浙江大学 中山大学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女子 500M 双人皮艇

李雨婷 梁倩沂 贺瑞琦 再奴热木·卡斯木 刘欣 陈宇慧

唐松盈 张慧敏 宋蓉圳 周珊珊 叶如霞 魏亚巧

厦门大学 中山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嘉兴学院

女子 500M 单人桨板
李欣馨 刘丽萍 韦钧 胡晓蝶 周颖颖 刘兰兰 王楠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东华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浙江科技学院



  第5届中国大学生皮划艇锦标赛项目前八名汇总表

组别 项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丙组    
高水平

组

男子 200M 单人皮艇
吕杭奕 李佳涛 张泽豪 沈轲宇 何瑞琦 谢少威

温州大学 浙江大学 温州大学 浙江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女子 200M 单人皮艇
郑茗秀 邹芳雯 汪安琪 杨鹏程 程陆桐

温州大学 浙江大学 浙江科技学院 北京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混合 200M 双人皮艇

盛晨凯 张昱洋 曹恩哲 杨杰 沈佳元 张瞳 徐志

朱晨茜 盛典 邹芳雯 江明 王雨馨 杨紫依 吴梦迪

温州大学 温州大学 浙江大学 西南医科大学 浙江大学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科技学院

男子 500M 单人皮艇
李佳涛 吕杭奕 张泽豪 何瑞琦 谢少威

浙江大学 温州大学 温州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男子 500M 单人桨板
徐萌轩 徐聪 何启田 胡锦浩 沈轲宇 谢少威 徐志 何瑞琦

西南医科大学 温州大学 浙江大学 温州大学 浙江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海洋大学

女子 500M 单人皮艇
郑茗秀 张可欣 汪安琪 杨鹏程 程陆桐

温州大学 浙江大学 浙江科技学院 北京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女子 500M 单人桨板
汪安琪 王雨馨 张可欣 杨鹏程 程陆桐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北京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混合 500M 双人皮艇

盛晨凯 张昱洋 杨杰 张瞳 徐志

朱晨茜 盛典 江明 杨紫依 吴梦迪

温州大学 温州大学 西南医科大学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科技学院



  第5届中国大学生皮划艇锦标赛项目前八名汇总表

组别 项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丁组   
超级组

男子 200M 单人皮艇
李家耀 陈贤龙 王昭晖 李正江 黄博龙 陈钟耿 吴杰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北华大学 北华大学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女子 200M 单人皮艇
张佳琳 易三凌 杨慧 陈钰蓉 吴文雅 潘雨思

北华大学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北华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男子 500M 单人皮艇
陈贤龙 李家耀 王昭晖 李正江 黄博龙 程洲东 赖柔成 吴杰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北华大学 北华大学 中山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中山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男子 500M 单人桨板
曹家祈 吴梓阳 冯子华 程洲东 孙铭涛 李耀阳 于海

北华大学 北华大学 西南医科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浙江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北京大学

女子 500M 单人皮艇
张佳琳 易三凌 陈钰蓉 杨慧 吴文雅

北华大学 聊城大学 北华大学 聊城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女子 500M 单人桨板
蔡美甜 任熠 吴文雅 潘雨思

北华大学 北华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