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8 届全国大学生滑雪挑战赛（华北赛区）

暨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高山滑雪、单板滑

雪项目选拔赛代表队名单

北方工业大学

领队：王子甲

教练：王钱芊 祖 岩

队医：刘通伯

甲 组（阳光组）: 男子高山：白益宁 张兆翌 王 辰

男子单板：白益宁 张兆翌 徐骏达 冉旭 赵博涵 周劭轩

女子高山：郭 蕊

北京大学

领队：何仲恺

教练：何仲恺

队医：杨 晴

甲 组（阳光组）: 

男子高山：张远鹏 王凯翔 彭冠瑜 戴北辰 王修远 科贤·哈斯巴根 

女子高山：张羽萱 杨晴 宫婧溪 孙青娜 余 姗 

男子单板：王召平 邱厚德 樊耀塬 孙雨东 陈相 林瑞忞 

女子单板：钟若凌 朱方泽 王舒扬 丁艺祺 朱亦婷 张诗雯

丙 组（高水平组）: 男子高山：杜雨时 雷健



男子单板：王舜 梁天昊 叶兴沛 陈钊铭 刘家昊 熊万启 

北京化工大学

领队：皮利忠

教练：王福秋 王佳烨

队医：刘晨阳

甲 组（阳光组）: 男子高山:吴辰 王政冰 唐宇 郭宇鑫 李奥 吴运松

                  女子高山：崔莲莲 薛冉骁 李晓菡 何宇航 杨洋 

男子单板:杨亚杰 武凯旋 杨中央 杨腾翔

女子单板：尤梦娇 丁雯鑫 高郁晶 苏睿

北京农学院

领队：闫晓军

教练：闫晓军 刘军占

队医：逯合江

甲 组（阳光组）: 男子高山:李牧 夏凡迪 杨艺涵 孙宇华 杨坤睿 张岳霖

                  女子高山：沈民蓝 魏婧洁 蔺轶坤

                  男子单板:郑宇航 隗硕 林茈芾

女子单板：阿依达娜 王紫琦 蔡子雯



北京物资学院

领队：王彦英

教练：衣锦光 王克平

队医：鹿宇璠

甲 组（阳光组）: 男子高山:徐子骁

女子高山：吴桐瑄 侯雨杉 

男子单板：甄毅 康栩宁 付利伟 梁昊天

女子单板：贾如 武文婧 谭雨然 吴泷 张若琳 陈雨萱 

河北金融学院

领队：毕献为

教练：黄荣宝 张博

甲 组（阳光组）: 石一茗

北京工业大学

领队：刘振卿

教练：姜蓉 吴昊

队医：李博洋

甲 组（阳光组）: 男子高山:张仕炜 陶禹然 佟健博 崔鼎原 刘意思 

                  女子高山：樊星彤 吕非浓 管思晴 胡枕冰

                  男子单板：张之壤 李慕凡 焦禹 罗策普 李泽廷 

                  女子单板：周铭 付思雨 朱祎祎 陆滢 马一然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领队：曾旗

教练：赵臻 杨璟

队医：贺小鹰

甲 组（阳光组）:  马思瑜 屈瑞鑫 张宇 白佳君 杨峯  

                   女子单板：常雨童 陈子坤 郑溢 娄芊雪 

北京邮电大学

领队：张汉唐

教练：吴迪

甲 组（阳光组）: 男子高山:廉涟 张一凡 鲍方龙 张汉唐 

                  男子单板：余振源 缑奕轩 李宇哲 

首都医科大学

领队：宋大维

教练：宋大维

甲 组（阳光组）: 女子高山:康玉婷

北京联合大学

领队：宋大维

教练：闵朝楠

甲 组（阳光组）: 男子高山:刘晨曦 王泽阳 宋一丁 成博熙 龚麒奂

女子高山：韩晴 唐林鸿 路莹 万贵霞 张馨仪 



男子单板：关雨轩 沈阳 张浩坤 杨家富 郑晟咏 张金瑞 

女子单板：段祺 张雅轩 黄芷文 

中国人民大学

领队：卓金源

教练：董可田 刘圣文 

队医：邢远

甲 组（阳光组）: 男子高山:吕芳锐 何少扬

                  女子高山：何菲 张迪 潘子琪 

                  宋昕泽 周轩霆 丁子斐 孙蕴哲 

                  女子单板：韦欣荃

中央民族大学

领队：赵志忠

教练：李新龙

甲 组（阳光组）: 男子高山:霍  达 王俊昕 郑  轩 

                  男子单板：王世尧 张恒瑞

丙 组（高水平组）:男子高山:王唯 常云龙

北京服装学院

领队：赵勇军

教练：马腾 赵勇军 

丙 组（高水平组）: 男子高山:吕澳 李源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领队：刘昊东

丙 组（高水平组）:男子高山:王泽鹏

中央财经大学

领队：王欢

教练：王欢 马越 

丙 组（高水平组）: 男子高山:许笑翌

女子单板：郭越

首都体育学院

领队：陈亮

教练：李海疆 陈亮

队医：李海疆

丙 组（高水平组）: 男子高山:王兴垚 张冕峰 宋子涵

                   男子单板：王兴垚 谭成国 赵思奇 史勃翰 王石磊 张嘉彤

                   女子单板：李悦 倪潇 何美霖

中国民航大学

领队：陈学东

教练：陈学东 张晓初

甲 组（阳光组）: 男子单板: 吉硕 李金泽

丙 组（高水平组）: 男子单板:陈俊宇



清华大学

领队：李成伟

教练：李成伟

甲 组（阳光组）: 男子高山:林中汉 邵本原 丛广赫 刘天禹 段博文 谢威宇

女子高山:王白雪 苏晗 孙佑时

                  男子单板:郭凯文 程嘉辉 刘耀东 赵家贝

                  女子单板:王雨蒙 裴欣 李瑞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领队：张洋

教练：孙晓川 吴铁铮

甲 组（阳光组）: 男子高山:徐睿琦

                  男子单板:可镒铭 杨予皓 李泽霖 李国安

                  女子单板:马小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领队：曲和全

教练：李明鹏

甲  组（阳光组）：男子高山：李语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