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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徽击剑队 刘子豪 男 2005-03-02 花剑
2 安徽击剑队 张智阳 男 2005-01-13 花剑
3 安徽省张亮亮国际击剑俱乐部 郭一凡 男 2006-03-01 花剑
4 安徽省张亮亮国际击剑俱乐部 马志恒 男 2005-11-04 花剑
5 安徽省张亮亮国际击剑俱乐部 汪昊瑞 男 2006-07-09 花剑
6 安徽省张亮亮国际击剑俱乐部 肖博森 男 2006-11-08 花剑
7 北京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付书豪 男 2006-11-25 花剑
8 北京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耿熙凯 男 2006-08-15 花剑
9 北京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韩曈 男 2005-03-20 花剑
10 北京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金一男 男 2006-01-31 花剑
11 北京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李昱含 男 2005-08-09 花剑
12 北京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肖家灏 男 2006-06-17 花剑
13 北京剑高励业鑫奇击剑培训中心 张博 男 2006-06-22 花剑
14 北京金升龙潭击剑俱乐部 张梓彬 男 2005-04-21 花剑
15 福建击剑队 徐强 男 2005-05-22 花剑
16 福建击剑队 郑阳清 男 2005-12-12 花剑
17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甘泉 男 2006-04-22 花剑
18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孙宏杰 男 2006-07-18 花剑
19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杨可豪 男 2005-04-05 花剑
20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杨振凯 男 2006-02-27 花剑
21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张弛 男 2005-03-16 花剑
22 广东击剑队 吴丹予 男 2005-02-28 花剑
23 江苏击剑队 季义洋 男 2005-01-11 花剑
24 江苏击剑队 栾宇浩 男 2005-02-22 花剑
25 江苏击剑队 马爽 男 2006-01-17 花剑
26 江苏击剑队 秦翔昊 男 2005-12-21 花剑
27 江苏击剑队 万蚊源 男 2005-08-02 花剑
28 江苏击剑队 荀易航 男 2005-04-14 花剑
29 江苏击剑队 郑家琪 男 2005-08-24 花剑
30 南京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张清哲 男 2006-06-18 花剑
31 山东东昱击剑俱乐部 张文龙 男 2005-07-17 花剑
32 山东击剑队 潘琪文 男 2005-04-12 花剑
33 上海砺锋国际击剑俱乐部 吕惟乔 男 2007-01-04 花剑
34 上海尼米兹击剑俱乐部 董煦廷 男 2005-06-10 花剑
35 上海尼米兹击剑俱乐部 何昕庭 男 2005-08-03 花剑
36 上海尼米兹击剑俱乐部 沈佳轩 男 2006-09-21 花剑
37 上海尼米兹击剑俱乐部 朱李浩 男 2006-06-01 花剑
38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顾宇昂 男 2006-09-16 花剑
39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陆晨阳 男 2005-07-25 花剑
40 上海市宝山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陆灏文 男 2006-01-20 花剑
41 上海市宝山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任俊晖 男 2005-03-04 花剑
42 上海市宝山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施天逸 男 2005-09-21 花剑
43 上海市宝山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徐泽文 男 2005-05-09 花剑
44 天津世冠击剑俱乐部 刘嘉然 男 2006-08-28 花剑
45 新疆思路国际击剑俱乐部 武煦晨 男 2006-07-11 花剑
46 浙江击剑队 王彦毅 男 2006-11-27 花剑
47 浙江击剑队 吴凯 男 2005-03-07 花剑
48 浙江击剑队 杨志谦 男 2006-03-24 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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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浙江击剑队 周宇飞 男 2006-12-11 花剑
50 北京傲鹏青少年击剑培训中心 马骁 男 2006-05-29 佩剑
51 北京市海淀国际学校 陈增祺 男 2006-03-10 佩剑
52 天津和平世博击剑运动俱乐部 孙赫飞 男 2006/9/22 佩剑
53 杭州威联特艾鲁特国际击剑培训中心 段辉湘 男 2005-07-24 佩剑
54 杭州威联特艾鲁特国际击剑培训中心 周子言 男 2006-10-25 佩剑
55 江苏击剑队 刘景豪 男 2005-05-28 佩剑
56 江苏击剑队 王天昊 男 2005-04-01 佩剑
57 江苏击剑队 王宇琨 男 2005-04-09 佩剑
58 兰州布凡击剑俱乐部 常逸轩 男 2005-11-04 佩剑
59 南昌威锐击剑俱乐部 李国航 男 2006-04-08 佩剑
60 南通星耀击剑俱乐部 谭世豪 男 2006-09-15 佩剑
61 山东击剑队 李同宇 男 2005-07-29 佩剑
62 山东击剑队 王文凯 男 2005-01-27 佩剑
63 上海击剑队 蔡乐 男 2005-10-12 佩剑
64 上海击剑队 吴孟柯 男 2005/2/22 佩剑
65 上海击剑队 傅誉 男 2005-10-13 佩剑
66 上海击剑队 高智成 男 2005-01-20 佩剑
67 上海击剑队 胡省奇 男 2005-06-17 佩剑
68 上海击剑队 张炫辉 男 2005-10-11 佩剑
69 上海击剑队 赵子钧 男 2006-07-02 佩剑
70 上海击剑队 朱子皓 男 2006-06-16 佩剑
71 上海静安二少体击剑队 岳宗建 男 2006-04-19 佩剑
72 上海浦东新区第二少儿体校击剑队 顾杰武 男 2006-09-13 佩剑
73 上海浦东新区第二少儿体校击剑队 李斐然 男 2006-10-24 佩剑
74 上海浦东新区第二少儿体校击剑队 徐济元 男 2005-02-16 佩剑
75 上海王磊国际击剑俱乐部 顾逸飞 男 2006-11-10 佩剑
76 苏州张莹国际击剑俱乐部 陈沁泽 男 2005-06-01 佩剑
77 苏州张莹国际击剑俱乐部 姚锦城 男 2006-05-30 佩剑
78 苏州张莹国际击剑俱乐部 姚锦涛 男 2006-05-30 佩剑
79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李兆 男 2005-06-09 佩剑
80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刘一玮 男 2005-03-22 佩剑
81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王骏奇 男 2006-07-29 佩剑
82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杨佩霖 男 2005-06-09 佩剑
83 武汉万国武昌击剑中心 陈骞 男 2006-12-25 佩剑
84 西安倚天国际击剑俱乐部 贺玺彤 男 2006-05-17 佩剑
85 西安倚天国际击剑俱乐部 胡峻翔 男 2005-07-07 佩剑
86 西安倚天国际击剑俱乐部 铁一戈 男 2006-06-15 佩剑
87 辽宁击剑队 徐琰峰 男 2005/1/10 佩剑
88 北京天恒击剑俱乐部 于千涵 男 2005/6/1 佩剑
89 安徽骑兵击剑俱乐部 季子涵 男 2005-04-19 重剑
90 北京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王艺霖 男 2006-09-30 重剑
91 福建击剑队 谢至炜 男 2005-06-18 重剑
92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常浩然 男 2006-03-10 重剑
93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柳伊凯 男 2006-02-01 重剑
94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张玮培 男 2006-11-14 重剑
95 济南致胜击剑俱乐部 贾正麟 男 2005-12-20 重剑
96 济南致胜击剑俱乐部 贾正麒 男 2005-12-20 重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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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江苏击剑队 陈坚 男 2005-03-18 重剑
98 江苏击剑队 石谨泽 男 2005-06-28 重剑
99 江苏击剑队 张一哲 男 2005-08-01 重剑
100 江苏击剑队 郑洋 男 2006-01-01 重剑
101 昆山仲满击剑俱乐部 金世星 男 2006-04-17 重剑
102 临沂第三十九中学击剑队 曾国根 男 2005-08-06 重剑
103 锐诺国际击剑（青岛）中心 刘志祺 男 2006-04-07 重剑
104 山西击剑队 郭展铭 男 2005-07-15 重剑
105 上海皇嘉击剑俱乐部 李易诚 男 2006-02-06 重剑
106 上海皇嘉击剑俱乐部 马梦翔 男 2006-01-13 重剑
107 上海皇嘉击剑俱乐部 王敏翰 男 2005-09-04 重剑
108 上海皇嘉击剑俱乐部 吴嘉杰 男 2005-11-01 重剑
109 上海黄浦区嗨尔斯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潘宇珩 男 2006-12-30 重剑
110 上海击剑队 倪轩喆 男 2006-05-18 重剑
111 上海击剑队 沈鑫毅 男 2006-10-22 重剑
112 上海击剑队 徐其奥 男 2005-05-19 重剑
113 上海击剑队 张秦瑞 男 2006-06-17 重剑
114 上海击剑队 张少庭 男 2005-06-28 重剑
115 上海静安二少体击剑队 陈幸恺 男 2006-01-05 重剑
116 上海尼米兹击剑俱乐部 吴宇同 男 2005-08-11 重剑
117 上海浦东万国击剑俱乐部 李若渝 男 2005-05-16 重剑
118 上海浦东万国击剑俱乐部 王瀚弘 男 2006-03-06 重剑
119 上海浦东万国击剑俱乐部 张心源 男 2005-02-04 重剑
120 上海青浦区击剑队 花王泽宇 男 2005-09-27 重剑
121 上海青浦区击剑队 杨宇 男 2005-08-08 重剑
122 上海市宝山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程喆 男 2006-12-06 重剑
123 上海市宝山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冯杰尧 男 2005-04-07 重剑
124 上海市宝山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张航 男 2005-10-12 重剑
125 上海市奉贤区击剑队 李峥霆 男 2006-01-30 重剑
126 上海市奉贤区击剑队 钱周昊 男 2005-06-06 重剑
127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赵明浩 男 2006-04-10 重剑
128 沈阳和平区剑毅击剑俱乐部 卢滨 男 2005-11-24 重剑
129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袁麟 男 2005-05-30 重剑
130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周霆轩 男 2006-07-14 重剑
131 天津世纪星辰青少年击剑训练基地 李东泽 男 2005-07-27 重剑
132 天津世纪星辰青少年击剑训练基地 聂骅政 男 2005-01-31 重剑
133 天津世纪星辰青少年击剑训练基地 杨子锐 男 2006-05-14 重剑
134 天津世纪星辰青少年击剑训练基地 于方林 男 2005-02-07 重剑
135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陈佳卫 男 2005-02-13 重剑
136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姜棋耀 男 2005-12-22 重剑
137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宋思睿 男 2005-10-20 重剑
138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边毅杰 男 2006-01-01 重剑
139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程曌博 男 2006-02-20 重剑
140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李东旭 男 2006-05-28 重剑
141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李嘉辉 男 2005-09-28 重剑
142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马家鹏 男 2005-07-08 重剑
143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夏博洋 男 2006-08-23 重剑
144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周楚銮 男 2006-11-23 重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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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西安击剑队 胡家鸣 男 2005-06-16 重剑
146 西安击剑队 吕明泽 男 2005-09-16 重剑
147 西安万国体育击剑运动中心 杨钟淇 男 2005-04-08 重剑
148 浙江击剑队 陈睿哲 男 2005-03-24 重剑
149 浙江击剑队 周任 男 2005-07-21 重剑
150 福建击剑队 陈欣 女 2005-05-31 花剑
151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郭恩虹 女 2005-04-22 花剑
152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李敏 女 2006-03-13 花剑
153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王冰妍 女 2005-02-15 花剑
154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许诗莹 女 2005-09-16 花剑
155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曾星依 女 2006-08-26 花剑
156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庄冰盈 女 2006-04-06 花剑
157 广东击剑队 谭煜斐 女 2005-09-09 花剑
158 江苏击剑队 陈妍 女 2005-09-29 花剑
159 江苏击剑队 黄婧蓉 女 2005-03-12 花剑
160 江苏击剑队 李姿莹 女 2005-09-17 花剑
161 江苏击剑队 唐赫菲 女 2005-01-17 花剑
162 南京剑如飞击剑俱乐部 穆寒羽 女 2006-01-11 花剑
163 上海击剑队 赖扬帆 女 2006-04-07 花剑
164 上海击剑队 朱琳琳 女 2006/11/3 花剑
165 上海击剑队 马培娜 女 2005-02-03 花剑
166 上海尼米兹击剑俱乐部 杨靖怡 女 2005-03-08 花剑
167 上海尼米兹击剑俱乐部 赵国燕 女 2006-04-11 花剑
168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王欣然 女 2005-11-10 花剑
169 上海市宝山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吴怡静 女 2006-06-30 花剑
170 上海市宝山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徐茹云 女 2005-03-18 花剑
171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徐晨馨 女 2007-08-22 花剑
172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李思儀 女 2006-08-15 花剑
173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李想 女 2005-08-31 花剑
174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张辰煖 女 2006-09-19 花剑
175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张梦桐 女 2006-08-19 花剑
176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周依潼 女 2005-11-07 花剑
177 浙江击剑队 杜宇慧 女 2006-04-25 花剑
178 北京天奥国际击剑俱乐部 杨若雯 女 2006-11-29 佩剑
179 个人会员 张骞予 女 2006-07-21 佩剑
180 辽宁大连金普新区源泽击剑俱乐部 张梓睿 女 2008-09-25 佩剑
181 辽宁击剑队 高瑜晗 女 2005-01-17 佩剑
182 辽宁击剑队 郐悦 女 2005-02-26 佩剑
183 辽宁击剑队 孙秀钰 女 2005-07-19 佩剑
184 山东击剑队 况萌 女 2005-01-28 佩剑
185 上海击剑队 单艺梵 女 2006-04-10 佩剑
186 上海击剑队 毛玥玥 女 2005-04-14 佩剑
187 上海击剑队 吴涵玥 女 2005-02-23 佩剑
188 上海击剑队 张佳滢 女 2006-01-10 佩剑
189 上海浦东新区第二少儿体校击剑队 陈诗雨 女 2006-01-14 佩剑
190 上海浦东新区第二少儿体校击剑队 郁镁俪 女 2005-07-27 佩剑
191 上海荣贵先万国击剑运动中心 张天艺 女 2006-01-14 佩剑
192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队 郝舒馨 女 2005-06-27 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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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队 蒋倩雯 女 2005-09-26 佩剑
194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队 仲夏瑶 女 2006-01-18 佩剑
195 天津和平世博击剑运动俱乐部 黄子涵 女 2006-03-13 佩剑
196 天津和平世博击剑运动俱乐部 聂楚涵 女 2006-05-21 佩剑
197 西安击剑队 周潜玉 女 2006-09-15 佩剑
198 徐州市奥体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高子越 女 2006-03-15 佩剑
199 徐州市奥体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厉紫英 女 2005-10-30 佩剑
200 徐州市奥体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许伊诺 女 2006-12-04 佩剑
201 徐州市奥体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张馨瑜 女 2006-09-10 佩剑
202 北京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董长昕 女 2006-09-21 重剑
203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罗焱 女 2005-04-08 重剑
204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许静怡 女 2006-01-13 重剑
205 个人会员 陈海琳 女 2006-08-10 重剑
206 杭州威联特艾鲁特国际击剑培训中心 金彦君 女 2006-06-02 重剑
207 济南市贝亚尔剑击运动中心 李笑涵 女 2006-11-28 重剑
208 江苏击剑队 李昀凌 女 2005-11-28 重剑
209 江苏击剑队 芦雪纯 女 2005-02-27 重剑
210 江苏击剑队 谢雨晨 女 2005-03-29 重剑
211 兰州布凡击剑俱乐部 富煜婷 女 2006-11-27 重剑
212 青岛润东击剑俱乐部 马晨媛 女 2005-02-11 重剑
213 锐诺国际击剑（青岛）中心 雷田雨 女 2006-02-27 重剑
214 山东击剑队 黑晓楠 女 2005-12-19 重剑
215 山东击剑队 胡天禹 女 2005-10-28 重剑
216 山东击剑队 李馨 女 2006-01-12 重剑
217 山东击剑队 马梦然 女 2005-10-07 重剑
218 上海皇嘉击剑俱乐部 韩昀孜 女 2006-04-10 重剑
219 上海击剑队 单卫珍 女 2006-02-03 重剑
220 上海击剑队 王如昱 女 2006-02-10 重剑
221 上海击剑队 朱乐怡 女 2006-03-04 重剑
222 上海击剑队 朱廖琦 女 2006-02-18 重剑
223 上海立足良行击剑俱乐部 温爱源 女 2005-09-15 重剑
224 上海立足良行击剑俱乐部 邹子熙 女 2006-05-17 重剑
225 上海青浦区击剑队 王馨童 女 2005-03-09 重剑
226 上海市宝山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王婧怡 女 2005-06-29 重剑
227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队 曹羽 女 2006-03-20 重剑
228 上海市杨浦区体育活动中心击剑队 顾蓓雨 女 2006-04-10 重剑
229 天津世冠击剑俱乐部 田诗韵 女 2007-06-07 重剑
230 天津世冠击剑俱乐部 于丹妮 女 2005-02-01 重剑
231 天津世纪星辰青少年击剑训练基地 董舒心 女 2006-08-19 重剑
232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周子雯 女 2006-05-09 重剑
233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王依娜 女 2006-03-30 重剑
234 西安金色光击剑俱乐部 魏宇嫣 女 2006-10-02 重剑
235 银川市击剑协会 张嘉惠 女 2005-02-04 重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