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8 届中国高等职业院校乒乓球锦标赛参赛运动员名单公示

1.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领队： 王金红 教练员： 杨建梅 周召勇

男子单打 余炯谅 戴国发

女子单打 蔡艾思 庄丹玲

男子双打 余炯谅/戴国发

2.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领队： 赵紫衡 教练员： 王玉富 赵紫衡(兼) 工作人员： 东野生华

男子单打 马伟浩 仇展翔 刘叔威

女子单打 孙雨 李锦苑 梁景伟 杜佳蓉

男子双打 马伟浩/仇展翔

女子双打 孙雨/李锦苑 梁景伟/杜佳蓉

男子团体 马伟浩 仇展翔 刘叔威

女子团体 孙雨 李锦苑 梁景伟 杜佳蓉

3.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领队： 王庆飞 教练员： 袁小超 张易龙 工作人员： 苏昱博

男子单打 阎柃晓 阎柯晓 武越晨 王涌

男子双打 阎柃晓/阎柯晓 武越晨/王涌

男子团体 阎柃晓 阎柯晓 武越晨 王涌

4.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领队： 周立新 教练员： 张斌

男子单打 夏正晗 裴少骏 马立轩 牛宗宇

男子双打 夏正晗/马立轩 裴少骏/牛宗宇

男子团体 夏正晗 裴少骏 马立轩 牛宗宇

5.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

领队： 王永胜 教练员： 龚昌东 王永胜(兼)



男子单打 王宇 何海洋 胡成伟 必力格

男子双打 王宇/何海洋 胡成伟/必力格

男子团体 王宇 何海洋 胡成伟 必力格

6.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领队： 侯德红 教练员： 石晓莉 朱淑云 工作人员： 李贞晶

男子单打 谭智泉 吴皓新 王南飞

女子单打 曹昊雯 严爱冰 梁锦霞

男子双打 谭智泉/吴皓新

女子双打 曹昊雯/严爱冰

男子团体 谭智泉 吴皓新 王南飞

女子团体 曹昊雯 严爱冰 梁锦霞

7.菏泽职业学院

领队： 边 峰 教练员： 孔令宏 顿鲁红

男子单打 刘体硕 刘志远 郑保亮

女子单打 赵鑫乐 郭云丽 朱烁

男子双打 刘体硕/郑保亮

女子双打 朱烁/郭云丽

男子团体 刘体硕 刘志远 郑保亮

女子团体 赵鑫乐 郭云丽 朱烁

8.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领队： 龙新辉 教练员： 陈 磊 周有斌 工作人员： 钱 红

男子单打 李泽鑫 张谦益 向真 幸涌沃 滕野

女子单打 谭建桃 张铧予 黄婷 谢媛羽

男子双打 李泽鑫/张谦益 向真/幸涌沃

女子双打 谭建桃/黄婷 张铧予/谢媛羽

男子团体 李泽鑫 张谦益 向真 幸涌沃 滕野

女子团体 谭建桃 张铧予 黄婷 谢媛羽

9.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领队： 张 宾 教练员： 邱文豪

女子单打 陆佳怡 莫心雨 金晓伊 赵珣孜

女子双打 陆佳怡/莫心雨 金晓伊/赵珣孜

女子团体 陆佳怡 莫心雨 金晓伊 赵珣孜



10.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领队： 秦 虎 教练员： 朱晓莉 于丽志 工作人员： 袁 琴

男子单打 叶安泽 杨晓炼 李弈震 徐浩 张雨乐

女子单打 杨叶澜 邬红春 徐月

男子双打 叶安泽/杨晓炼 李弈震/徐浩

女子双打 杨叶澜/邬红春

男子团体 叶安泽 杨晓炼 李弈震 徐浩 张雨乐

女子团体 杨叶澜 邬红春 徐月

11.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领队： 李文生 教练员： 陈 刘

男子单打 吴成杰 赵依然 顾陈

女子单打 翟歆瑶 蔡莎丽

男子双打 吴成杰/顾陈

女子双打 翟歆瑶/蔡莎丽

男子团体 吴成杰 赵依然 顾陈

12.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领队： 陆彬彬 教练员： 李 浩 工作人员： 何树森

女子单打 敖昌娇 詹映玲

女子双打 敖昌娇/詹映玲

13.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领队： 何光丰 教练员： 李选上 符洪崧 何光丰(兼)

男子单打 李帅 李城 翁敦安 谢镇佩

女子单打 谭铧 杨翊萱 唐佳淇 谭嘉欣

男子双打 李帅/李城 翁敦安/谢镇佩

女子双打 谭铧/唐佳淇 杨翊萱/谭嘉欣

男子团体 李帅 李城 翁敦安 谢镇佩

女子团体 谭铧 杨翊萱 唐佳淇 谭嘉欣

14.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领队： 梁丞瑞 教练员： 劳中兴



男子单打 刘修远 陈植 覃祖富 李莫臻懿

男子双打 刘修远/覃祖富 陈植/李莫臻懿

男子团体 刘修远 陈植 覃祖富 李莫臻懿

15.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领队： 唐春生 教练员： 黄统信 工作人员： 贺 毅

男子单打 王俊权 姚皓龄 庞振强 梁承意 何宇

男子双打 王俊权/何宇 姚皓龄/庞振强

男子团体 王俊权 姚皓龄 庞振强 梁承意 何宇

16.长江职业学院

领队： 曾翔 教练员： 汪钧 沈科宇 工作人员：孙士博 雷元杰

男子单打 邱钲凯 梁彦昊 万俊

女子单打 闫佳禾 赵诗文 范明瑞

男子双打 梁彦昊/万俊

女子双打 闫佳禾/赵诗文

男子团体 邱钲凯 梁彦昊 万俊

女子团体 闫佳禾 赵诗文 范明瑞

17.东营职业学院

领队： 赵治甲 教练员： 荆 强 赵治甲(兼)

女子单打 李凯悦 崔鑫雨 张文洋

女子双打 李凯悦/崔鑫雨

女子团体 李凯悦 崔鑫雨 张文洋

18.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领队： 张 勇 教练员： 李红英 周 驰 工作人员： 艾琮翔

男子单打 钟何彬 杨正滔 罗世亮 杨根弘 罗登源

女子单打 郑林 陈乐 邵羽 黄雨蓝 龙彩芝

男子双打 钟何彬/罗世亮 杨正滔/杨根弘

女子双打 郑林/陈乐 邵羽/黄雨蓝

男子团体 钟何彬 杨正滔 罗世亮 杨根弘 罗登源

女子团体 郑林 陈乐 邵羽 黄雨蓝 龙彩芝



19.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领队： 姜喜平 教练员： 陈鹏 孟祥坤

男子单打 郑耿彬

女子单打 林泳颖

20.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领队： 教练员： 钟智明

男子单打 刘国庆 潘相成 谢万帅

女子单打 韦又丹 张文婷 廖秋锤

男子双打 潘相成/谢万帅

女子双打 韦又丹/张文婷

男子团体 刘国庆 潘相成 谢万帅

女子团体 韦又丹 张文婷 廖秋锤

21.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领队： 韦中原 教练员： 李 勇

女子单打 韦苏晋 罗利滔 黄晓敏 陆云秀

女子双打 韦苏晋/罗利滔 黄晓敏/陆云秀

女子团体 韦苏晋 罗利滔 黄晓敏 陆云秀

22.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领队： 邱智海 教练员： 杨 乐 张 军

男子单打 谭俭 张宇 周毅凡 黎滔 邓时骥

女子单打 杨雪 宁慧敏 肖游 谭丽文

男子双打 谭俭/张宇 周毅凡/邓时骥

女子双打 杨雪/宁慧敏 肖游/谭丽文

男子团体 谭俭 张宇 周毅凡 黎滔 邓时骥

女子团体 杨雪 宁慧敏 肖游 谭丽文

23.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领队： 郑先斌 教练员： 王 帆

男子单打 孙轶阳 罗泽宏 钱明靖 饶剑峰

男子双打 罗泽宏/钱明靖



男子团体 孙轶阳 罗泽宏 钱明靖 饶剑峰

24.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领队： 任晓龙 教练员： 袁晓阳 戴佳妮

男子单打 李一帆 陈映睿 许奔 张敬武

男子双打 李一帆/陈映睿 许奔/张敬武

男子团体 李一帆 陈映睿 许奔 张敬武

25.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领队： 周荣彬 教练员： 施晓鸿

女子单打 曾丹萍

26.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领队： 刘文凯 教练员： 赵 正 工作人员： 孙伟杰

男子单打 张明超 包祥春 卢园武 黄鹏飞

女子单打 齐一然 吴迪 苏冉

男子双打 包祥春/卢园武 黄鹏飞/张明超

女子双打 齐一然/吴迪

男子团体 张明超 包祥春 卢园武 黄鹏飞

女子团体 齐一然 吴迪 苏冉

27.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领队： 张 骏 教练员： 成凌霄 段宝华

男子单打 刘振豪 司家昊 朱锦 魏佳旭

男子双打 刘振豪/司家昊 朱锦/魏佳旭

男子团体 刘振豪 司家昊 朱锦 魏佳旭

28.深圳技师学院

领队： 冉建中 教练员： 罗 叶 工作人员： 陈士亮

男子单打 邱浩帆 吴圳新 吴卓霖 戴喜年 张俊烽

男子双打 吴圳新/吴卓霖 戴喜年/邱浩帆

男子团体 邱浩帆 吴圳新 吴卓霖 戴喜年 张俊烽



29.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领队： 杨渝疆 教练员： 向 波

女子单打 吴林敏 雷湘 王安妮

女子双打 吴林敏/雷湘

女子团体 吴林敏 雷湘 王安妮

30.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领队： 阮红芳 教练员： 王文涛 工作人员： 沈俞辰

男子单打 虞洋 刘剑平 孟焕 江智程 许利聪

女子单打 胡润霞 张祖薇 徐洁妮 张祖蔷 汪露宁

男子双打 虞洋/许利聪 刘剑平/江智程

女子双打 胡润霞/徐洁妮 张祖薇/张祖蔷

男子团体 虞洋 刘剑平 孟焕 江智程 许利聪

女子团体 胡润霞 张祖薇 徐洁妮 张祖蔷 汪露宁

31.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领队： 徐 然 教练员： 杨晓梅 薛景聪

男子单打 朱堂顺 黄骏兰 周凯伦 邓鹏程 王鑫屿

女子单打 杨景雯 周炼

男子双打 朱堂顺/黄骏兰 周凯伦/邓鹏程

女子双打 杨景雯/周炼

男子团体 朱堂顺 黄骏兰 周凯伦 邓鹏程 王鑫屿

女子团体 杨景雯 周炼 吴沁窈 刘思怡 宋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