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参赛级别

1 北京第八十中学体育运动学校 陈睿 男 2009.5.18 男子-55kg

2 北京第八十中学体育运动学校 刘翼耀 男 2009.8.23 男子-55kg

3 北京第八十中学体育运动学校 安迪 男 2008.11.20 男子-60kg

4 北京第八十中学体育运动学校 李柏豪 男 2008.3.4 男子-60kg

5 北京第八十中学体育运动学校 郭子轩 男 2009.5.8 男子-66kg

6 北京第八十中学体育运动学校 周书丞 男 2008.6.20 男子-66kg

7 北京第八十中学体育运动学校 乔璟睿 男 2008.10.26 男子+66kg

8 北京和平北路学校 李金卓 男 2010.4.30 男子-42kg

9 北京和平北路学校 刘宪章 男 2008.9.17 男子-55kg

10 北京和平北路学校 周孟坤 男 2009.8.25 男子+66kg

11 北京和平北路学校 解观昕 男 2008.1.6 男子+66kg

12 北京和平北路学校 何嘉融 男 2009.6.18 男子+66kg

13 北京和平北路学校 赵心源 男 2008.6.23 男子-55kg

14 北京和平北路学校 张智宸 男 2009.9.30 男子-50kg

15 北京和平北路学校 郑可芯 女 2009.6.12 女子-48kg

16 北京和平北路学校 吴京 男 2010.5.20 男子-66kg

17 北京和平北路学校 李妍洁 女 2010.4.4 女子-57kg

18 北京和平北路学校 王佳羽 女 2008.7.6 女子-52kg

19 北京和平北路学校 关一琳 女 2008.7.15 女子+63kg

20 北京和平北路学校 王炳赫 男 2009.3.8 男子-50kg

21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 冯彦恺 男 2010.11.12 男子-42kg

22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 裴玉永真 男 2009.5.20 男子-60kg

23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 韩子奕 女 2008.11.12 女子+63kg

24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 黄梓航 男 2010.8.1 男子-38kg

25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 尉迟琳悦 女 2010.11.30 女子-48kg

26 甘肃省体育中学 孙傲天 男 2008.4.30 男子-46kg

27 甘肃省体育中学 张杰 男 2009.6.6 男子-55kg

28 甘肃省体育中学 马强 男 2009.3.12 男子-60kg

29 甘肃省体育中学 陈子一 男 2008.6.16 男子-60kg

30 甘肃省体育中学 杨博 男 2008.6.10 男子+66kg

31 甘肃省体育中学 王栖珂 女 2008.5.10 女子-52kg

32 甘肃省体育中学 王钰灵 女 2008.2.8 女子-52kg

33 甘肃省体育中学 马雨彤 女 2009.5.13 女子-57kg

34 甘肃省体育中学 程娇子 女 2008.6.13 女子-57kg

35 甘肃省体育中学 宋婧淑 女 2008.1.1 女子-63kg

36 邯山区少林智勇武校初中部 罗文涛 男 2008.11.1 男子-42kg

37 邯山区少林智勇武校初中部 贾浩然 男 2010.8.16 男子-42kg

38 邯山区少林智勇武校初中部 黄淄博 男 2008.7.15 男子-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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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邯山区少林智勇武校初中部 张帆 男 2008.12.6 男子-55kg

40 邯山区少林智勇武校初中部 冯耀东 男 2008.2.26 男子-60kg

41 邯山区少林智勇武校初中部 史翱宁 男 2009.7.22 男子-66kg

42 邯山区少林智勇武校初中部 高启哲 男 2008.4.29 男子+66kg

43 邯山区少林智勇武校初中部 杨煜铖 男 2009.3.18 男子+66kg

44 邯山区少林智勇武校初中部 李沐栖 女 2009.2.22 女子-44kg

45 邯山区少林智勇武校初中部 刘穆真 女 2009.10.1 女子-63kg

46 邯山区少林智勇武校初中部 李雨芊 女 2009.7.19 女子+63kg

47 邯山区少林智勇武校初中部 李冰冰 女 2008.12.2 女子+63kg

48 衡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曹雅玲 女 2009.1.11 女子-36kg

49 衡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龙佳 女 2009.2.6 女子-44kg

50 衡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刘炎 女 2008.2.17 女子-48kg

51 衡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艾香香 女 2009.9.21 女子-52kg

52 衡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蒋洪彬 男 2008.8.7 男子-42kg

53 衡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张子涵 男 2009.9.30 男子+66kg

54 衡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谭文婧 女 2009.11.11 女子-52kg

55 呼和浩特市敬业学校（新城校区） 柴一韩 男 2009.12.3 男子+66kg

56 湖南省郴州市体育学校 文梦洁 女 2008.5.13 女子-44kg

57 湖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雷良程 男 2008.1.20 男子-38kg

58 湖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张俊豪 男 2010.6.19 男子-42kg

59 湖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何盛锋 男 2008.4.13 男子-46kg

60 湖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雷梓涵 男 2010.1.27 男子-50kg

61 湖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刘炜材 男 2008.8.17 男子-55kg

62 湖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黄佳成 男 2008.9.8 男子-55kg

63 湖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冯浩宇 男 2008.1.24 男子-60kg

64 湖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游乘风 男 2008.6.14 男子-66kg

65 湖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邵金鹏 男 2008.2.25 男子+66kg

66 湖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杜翠霞 女 2008.2.26 女子-44kg

67 湖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朱雨牒 女 2008.2.14 女子-48kg

68 湖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宋湘 女 2008.3.6 女子-52kg

69 湖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刘晨钰 女 2009.12.7 女子-52kg

70 湖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王琰 女 2008.9.21 女子-57kg

71 湖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肖秀珍 女 2008.3.3 女子-63kg

72 湖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曹丽红 女 2008.7.22 女子-57kg

73 景德镇市昌江一中分校 徐承赫 男 2008.8.8 男子-60kg

74 辽源市体育运动学校 葛纹溪 女 2008.7.11 女子-52kg

75 洛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郭奥童 男 2008.2.20 男子+66kg

76 洛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张宁 女 2008.3.15 女子-5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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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洛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郭悦 女 2008.10.3 女子-57kg

78 洛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麻美琪 女 2008.5.14 女子+63kg

79 洛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李文畅 女 2009.4.5 女子+63kg

80 洛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马家驹 男 2008.6.16 男子-55kg

81 洛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袁嘉诚 男 2008.11.2 男子-55kg

82 洛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陈浩楠 男 2009.12.29 男子-46kg

83 洛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程奥运 男 2008.8.5 男子-42kg

84 洛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周锡金 男 2009.4.8 男子-66kg

85 洛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范宝飞 男 2009.1.16 男子-46kg

86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体校 王鹏 男 2008.5.19 男子+66kg

87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体校 包敖民 男 2008.7.16 男子-66kg

88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体校 巴音额日登 男 2008.7.4 男子+66kg

89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 王滔 男 2009.8.18 男子+66kg

90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金川第

一学校
卜浩然 男 2009.11.28 男子-38kg

91 内蒙古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 萨其拉 女 2008.3.12 女子+63kg

92 内蒙古体育职业学院 安其尔 男 2008.11.24 男子-66kg

93 内蒙古体育职业学院 安其尔 男 2009.4.2 男子-55kg

94 内蒙古通辽市体校 敖嘉 女 2008.2.12 女子-63kg

95 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方学校 马钰涵 女 2009.7.4 女子-40kg

96 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方学校 吴佳豪 男 2009.9.22 男子-42kg

97 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方学校 张翰宇 男 2008.12.3 男子-55kg

98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第一小学 伊布乐 女 2010.10.27 女子+63kg

99 濮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司永登 男 2008.5.28 男子-66kg

100 濮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刘若天 男 2009.2.1 男子-66kg

101 濮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侯宇昂 男 2009.7.16 男子+66kg

102 濮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晁欣怡 女 2010.7.22 女子-57kg

103 青岛市体育运动学校 周好 女 2009.2.20 女子-57kg

104 青岛市体育运动学校 李鲁阳 女 2009.6.30 女子-63kg

105 青岛市体育运动学校 李佳璐 女 2009.2.22 女子+63kg

107
上海市奉贤区青少年业余体育运动学

校
黄小曼 女 2010.7.13 女子-48kg

112
上海市奉贤区青少年业余体育运动学

校
丁智翔 男 2008.8.18 男子+66kg

113 上海市金鼎学校 鲍禹帆 男 2009.10.23 男子+66kg

114 上海市松江区第七中学 高梓涵 女 2008.7.29 女子+63kg

115 上海市松江区第七中学 张静雯 女 2010.8.10 女子+63kg

116 上海市松江区第七中学 孙国豪 男 2010.2.14 男子+66kg

117 上海市松江区第七中学 崔宇晴 女 2009.10.14 女子-57kg

118 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 王沛铧 女 2008.12.24 女子-44kg

119 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 林鸿臻 女 2008.9.27 女子-44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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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 周礼凤 女 2008.9.10 女子-52kg

121 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 张智惠 女 2009.12.7 女子-52kg

122 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 张静依 女 2009.8.24 女子-57kg

123 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 张蕊 女 2008.7.12 女子-63kg

124 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 金艳娇 女 2008.1.11 女子+63kg

125 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 王一彤 女 2010.9.14 女子+63kg

126 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 陈礼桔 男 2008.12.24 男子-46kg

127 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 张铭耀 男 2009.11.3 男子-55kg

128 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 陈明鑫 男 2009.1.8 男子-55kg

129 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 滕佳 女 2008.12.16 女子-63kg

130 天津市柔道协会 王家广 男 2009.1.19 男子-50kg

131 天津市柔道协会 王子硕 男 2008.10.20 男子-66kg

132 天津市柔道协会 吕宇博 男 2008.6.29 男子-66kg

133 天津市柔道协会 沈塑文 男 2010.6.21 男子-38kg

134 天津市柔道协会 杨彦荣 男 2008.2.10 男子+66kg

135 天津市柔道协会 李添福 男 2008.6.25 男子+66kg

136 天津市柔道协会 谢明芳 女 2009.8.10 女子-40kg

137 天津市柔道协会 秦宁 女 2008.2.27 女子-48kg

138 天津市柔道协会 唐锦茵 女 2009.12.13 女子-48kg

139 天津市柔道协会 陈嘉颖 女 2008.9.29 女子+63kg

140 天津市柔道协会 房政浩 男 2010.7.13 男子-38kg

141 天津市柔道协会 刘佳启 男 2009.3.8 男子-42kg

142 天津市柔道协会 周子旭 女 2009.12.20 女子-57kg

143 天津市柔道协会 张一凌 女 2010.9.18 女子-63kg

144 天津市柔道协会 李梓萌 女 2010.2.23 女子+63kg

145 天津市柔道协会 丁家辉 男 2009.5.11 男子-50kg

146 天津市静海区体育运动学校 蔡欣佟 男 2009.7.13 男子+66kg

147 天津市静海区体育运动学校 付家祯 男 2008.9.28 男子+66kg

148 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 单鑫磊 男 2008.7.2 男子-55kg

149 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 高艳胜 男 2009.4.5 男子-66kg

150 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 王旭 男 2009.3.28 男子-66kg

151 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 范子轩 男 2008.7.18 男子+66kg

152 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 范子行 男 2008.7.18 男子+66kg

153 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 范又陶 男 2008.6.6 男子+66kg

154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平阳县少年文化

体育学校）
胡宗艳 女 2008.3.16 女子-48kg

155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温州九山学校） 郑欣怡 女 2009.4.16 女子-44kg

156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温州九山学校） 王舒心 女 2010.1.6 女子-44kg

157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温州九山学校） 叶筱露 女 2009.2.14 女子-48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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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温州九山学校） 黄惟朵 女 2009.8.20 女子-48kg

159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温州九山学校） 陈锶絮 女 2009.1.18 女子-52kg

160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温州九山学校） 杨雯婷 女 2009.10.23 女子-52kg

161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温州九山学校） 余心怡 女 2009.2.2 女子-57kg

162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温州九山学校） 徐一冉 女 2010.4.5 女子-57kg

163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温州九山学校） 胡德浩 男 2009.5.5 男子-42kg

164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温州九山学校） 金文杰 男 2009.1.28 男子-50kg

165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温州九山学校） 张灏瑜 男 2010.9.15 男子-50kg

166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温州九山学校） 张逸轩 男 2009.4.29 男子-55kg

167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温州九山学校） 王栎鑫 男 2009。10.2 男子-55kg

168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温州九山学校） 胡允乐 男 2008.3.16 男子-60kg

169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温州九山学校） 周崇熠 男 2009.2.3 男子-60kg

170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温州九山学校） 林月超 男 2008.3.4 男子-66kg

171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温州九山学校） 李庆勰 男 2009.8.10 男子-66kg

172 锡林郭勒盟职业学院 楠顶 男 2008.6.12 男子-60kg

173 锡林郭勒盟职业学院 诺敏额尔德尼 男 2008.3.9 男子+66kg

174 锡林郭勒盟职业学院 呼日乐苏德（东乌珠穆沁）男 2009.3.25 男子+66kg

175 兴安盟体育中学 吴嘎日很胡雅嘎 男 2008.8.20 男子-46kg

176 长春市体育中学 乔彦宇 男 2008.6.29 男子-46kg

177 长春市体育中学 赵彦博 男 2009.5.4 男子-60kg

178 长春市体育中学 张哲铭 男 2008.3.11 男子+66kg

179 长春市体育中学 韩雨杭 女 2009.8.24 女子-57kg

180 长春市体育中学 赵建婷 女 2008.11.3 女子-48kg

181 长春市体育中学 朱鑫垚 女 2008.2.28 女子-63kg

182 长郡外国语实验中学 张逸宬 男 2010.2.4 男子-50kg

183 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 蔡由俊 男 2009.10.3 男子-42kg

184 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 张子涵 男 2008.2.5 男子-46kg

185 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 谭俊宇 男 2008.11.14 男子-50kg

186 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 周穗丰 男 2008.8.1 男子-50kg

187 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 周金鸿 男 2008.8.3 男子-55kg

188 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 陈湘鸿 男 2008.10.5 男子-60kg

189 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 阳勇 男 2008.3.9 男子-60kg

190 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 伍健豪 男 2008.4.5 男子-66kg

191 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 曾宇轩 男 2009.6.25 男子-66kg

192 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 谭瑞琪 女 2009.11.7 女子-44kg

193 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 潘梓妍 女 2009.10.15 女子-44kg

194 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 蒋廖奕琳 女 2009.8.15 女子+63kg

195 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 何楚歌 女 2010.8.25 女子+6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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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 曹子韩 男 2009.10.11 男子-50kg

197 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 刘凯 男 2009.12.24 男子-60kg

198 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 莫旭熙 男 2008.1.29 男子-66kg

199 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 邓鑫发 男 2008.3.10 男子-66kg

200  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 孙艺菲 女 2009.2.25 女子-48kg

201  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 卓铭倩 女 2008.3.15 女子-63kg

202  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 倪一程 男 2009.5.19 男子-55kg

203  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 陶一鹏 男 2008.8.21 男子-60kg

204  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 苗睿清 男 2009.5.22 男子-66kg

205  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 姜博晨 男 2010.8.28 男子+66kg

206 巴彦淖尔市体育学校 赵怡然 女 2008.1.25 女子-44kg

207 巴彦淖尔市体育学校 郭佳玥 女 2009.5.16 女子-52kg

208 巴彦淖尔市体育学校 巴雅力格 女 2009.7.24 女子-57kg

209 巴彦淖尔市体育学校 冯智慧 女 2009.7.25 女子+63kg

210 巴彦淖尔市体育学校 张智勇 男 2008.8.25 男子-50kg

211 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农津 男 2010.5.20 男子-34kg

212 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莫忠泽 男 2009.10.14 男子-34kg

213 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黄刘涛 男 2010.7.14 男子-34kg

214 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黄其辉 男 2009.5.12 男子-42kg

215 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黄喜凯 男 2008.3.9 男子-55kg

216 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毛忠宇 男 2009.2.27 男子-60kg

217 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黄永晶 男 2008.4.21 男子-60kg

218 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陈瑞佳 女 2010.6.24 女子-36kg

219 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高诗琪 女 2010.7.11 女子-36kg

220 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廖彬 女 2009.5.13 女子-44kg

221 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蒙菲 女 2008.4.20 女子-44kg

222 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关莹莹 女 2009.3.1 女子-48kg

223 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谢沫 女 2010.7.19 女子-48kg

224 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卢雅茜 女 2008.11.1 女子-52kg

225 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马琳菲 女 2009.5.2 女子-52kg

226 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邓舒予 女 2010.9.4 女子-5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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