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 洲 田 径 纪 录 

【女 子】(截至 2019-05-07) 

100 米 10.79     李雪梅 中国 1997.10.18 上海 

200 米 22.01      李雪梅 中国 1997.10.22 上海 

400 米 49.08 
萨尔瓦·埃

德·纳赛尔 
巴林 2018.07.20 摩纳哥 

800 米 1:55.54 刘东 中国 1993.09.09 北京 

1500 米 3:50.46 曲云霞 中国 1993.09.11 北京 

3000 米 8:06.11 王军霞 中国 1993.09.13 北京 

5000 米 14:28.09 姜波 中国 1997.10.23 上海 

10000 米 29:31.78 王军霞 中国 1993.09.08 北京 

100 米栏 12.44     西希基娜 哈萨克斯坦 1995.06.27 卢泽恩 

400 米栏 53.96 韩青 中国 1993.09.09 北京 

3000 米障碍 8:52.78 露丝 巴林 2016.08.27 圣丹尼斯 

4x100 米接力 42.23 四川队 中国 1997.10.23 上海 

 肖琳, 李亚丽, 刘晓梅, 李雪梅 

4x400 米接力 3:24.28 河北队 中国 1993.09.13 北京 

 安晓红、白晓云、曹春英、马玉芹 

跳高 1.99 艾托娃 哈萨克斯坦 2009.07.13 雅典 

撑竿跳高 4.70 李玲 中国 2016.02.21 卡塔尔 

跳远 7.01      姚伟丽 中国 1993.06.05 济南 

三级跳远 15.25 雷帕科娃 哈萨克斯坦 2010.09.04 斯普利特 

铅球 21.76 李梅素 中国 1988.04.23 石家庄 

铁饼 71.68 肖艳玲 中国 1992.03.14 北京 

链球 77.68 王峥 中国 2014.03.29 成都 

标枪 67.72 米 吕会会 中国 2019.04.03 湖北黄石 

七项全能 6942 戈哈德苏阿 叙利亚 1996.05.26 哥得兹斯 

 13.78/0.3, 1.87, 15.64, 23.78/0.6, 6.77/0.6, 54.74, 2:13.61 

10000 米竞走 41:37.9 高红苗 中国 1994.04.07 北京 

20 公里竞走 1:24:38 刘虹 国际竞走挑战

赛 

2015.06.06 西班牙 

50 公里竞走 4:04:36 梁瑞 世界竞走团体

锦标赛 

2018.05.05 太仓 

半程马拉松 1:05:22  杰普楚姆巴 巴林 2017.04.01 布拉格 

马拉松 2:19:12 野口水木 日本 2005.09.25 柏林 



 

亚 洲 田 径 纪 录 

【男  子】(截至 2019-05-07) 

 

 

100 米 

9.91 奥古诺德 卡塔尔 2015.06.04 武汉 

9.91 奥古诺德 卡塔尔 2016.04.22 盖恩斯维尔 

9.91 苏炳添 中国 2018.06.22 马德里 

9.91 苏炳添 中国 2018.06.30 巴黎 

200 米 19.97    . 奥古诺德 卡塔尔 2015.09.11 布鲁塞尔 

400 米 43.93 优素福 沙特 2015.08.23 北京 

800 米 1:42.79 萨迪 巴林 2008.07.29 摩纳哥 

1500 米 3:29.14 阿萨德 巴林 2006.07.14 罗马 

5000 米 12:51.96 阿伯特.罗普 文莱 2013.07.19 摩纳哥 

10000 米 26:38.76 阿曼德 卡塔尔 2003.09.05 博罗阿多 

110 米栏 12.88 刘翔 中国 2006.07.11 洛桑 

400 米栏 46.98 萨姆巴 卡塔尔 2018.06.30 巴黎 

3000 米障碍 7:53.63 沙辛 卡塔尔 2004.09.03 布鲁塞尔 

4x100 米接力 37.60 日本 2016.08.19 里约 

4x400 米接力 3:00.56 卡塔尔 2018.08.30  

雅加达 桑巴, 阿巴斯, 约瑟夫, 哈龙 

跳高 2.43 穆塔兹 卡塔尔 2014.09. 05 布鲁塞尔 

撑竿跳高 5.92（i） 伊戈尔 哈萨克斯坦 1998.02.19 斯德哥尔摩 

跳远 8.48    穆罕默德 沙特 2006.07.02 索特威尔  

三级跳远 17.59    李延熙 中国 2009.10.26 济南 

铅球 21.13 苏尔坦 哈萨克斯坦 2009.05.08 多哈 

铁饼 69.32  哈达迪 伊朗 2008.06.03 爱尔兰 

链球 84.86 室伏广治 日本 2003.06.29 捷克布拉格 

标枪 91.36  郑兆村 台北 2017.08.26 台北 

十项全能 8725 迪柯坡 哈萨克斯坦 2004.08.24 雅典 

 10.50/2.2, 7.81/-0.9, 15.93, 2.09, 46.81, 13.97/1.5, 51.65,4.60, 

55.54, 4:38.11 

20000 米竞走 1:18.03.3 卜令堂 中国 1994.04.07 北京 

半程马拉松 58.40 亚伯拉罕 巴林 2017.09.17 哥本哈根 

马拉松 2:04:43 哈桑·阿布巴西 巴林 2018.12.02 瓦伦西亚 

20 公里竞走 
1:16:36 铃木雄介 日本 2015.03.15 诺米 

50 公里竞走 3:36:06 虞朝鸿 中国 2005.10.22 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