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子花剑组预报名核准人员名单：共64人
协会名额可报48人，实报42人

序号 报名单位 姓名 资格来源
1 浙江击剑队 张智腾 积分排名
2 北京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李赫崧 积分排名
3 北京金石国际击剑运动中心 谢其志 积分排名
4 北京金石国际击剑运动中心 何乐 积分排名
5 北京金石国际击剑运动中心 郎东霖 积分排名
6 上海浦东万国击剑俱乐部 肖睿博 积分排名
7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凌世宇 积分排名
8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陈固天 积分排名
9 苏州陆琪击剑俱乐部 马天阙 积分排名
10 万国（广州）国际击剑运动中心小西关训练基地 林潇扬 积分排名
11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曾昭然 积分排名
12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李旺杰 积分排名
13 济南鼎石击剑俱乐部 史博闻 积分排名
14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陈薪童 积分排名
15 北京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赵绵越 积分排名
16 北京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孙怀宇 积分排名
17 上海黄浦区嗨尔斯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徐铮 积分排名
18 上海剑缘击剑俱乐部 潘宫羽 积分排名
19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陆晨阳 积分排名
20  广东锦洋国际击剑俱乐部 胡皓然 积分排名
21 北京金石国际击剑运动中心 陈梓元 积分排名
22 北京金石国际击剑运动中心 施锦波 积分排名
23 北京金石国际击剑运动中心 沈利行 积分排名
24 常州树人众衡击剑俱乐部 马爽 积分排名
25 广东击剑队 吴丹予 积分排名
26 广东击剑队 马宜霖 积分排名
27 广东击剑队 李昊宸 积分排名
28 广东击剑队 林曦龙 积分排名
29 山东淄博市澔宇击剑运动中心 李仕宇 积分排名
30 上海尼米兹击剑俱乐部 张壹铭 积分排名
31 上海尼米兹击剑俱乐部 沈佳轩 积分排名
32 上海尼米兹击剑俱乐部 奚佳一 积分排名
33 上海尼米兹击剑俱乐部 张培钦 积分排名
34 上海尼米兹击剑俱乐部 董煦廷 积分排名
35 上海尼米兹击剑俱乐部 何昕庭 积分排名
36 上海尼米兹击剑俱乐部 朱李浩 积分排名
37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顾宇昂 积分排名
38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杨光 积分排名
39 沈阳静峰击剑俱乐部 高幸 积分排名
40 万国（广州）国际击剑运动中心小西关训练基地 杨心明 积分排名
41 浙江击剑队 沈云浩 积分排名
42 浙江击剑队 陆春贝 积分排名

举办地及海外名额可报16人，实报16人
序号 报名单位 姓名 资格来源

1 艾鲁特 耿熙凯 举办地/海外
2 艾鲁特 吴泽宇 举办地/海外
3 艾鲁特 张果然 举办地/海外
4 艾鲁特 张清哲 举办地/海外
5 艾鲁特 曾奕豪 举办地/海外
6 艾鲁特 宋境航 举办地/海外
7 艾鲁特 顾宸羽 举办地/海外
8 艾鲁特 戴晓宇 举办地/海外
9 艾鲁特 赵天荷 举办地/海外
10 艾鲁特 翟骏 举办地/海外



11 艾鲁特 俞卓恒 举办地/海外
12 艾鲁特 马立 举办地/海外
13 艾鲁特 徐楠 举办地/海外
14 艾鲁特 方轶鸣 举办地/海外
15 艾鲁特 张峻豪 举办地/海外
16 艾鲁特 吴骏扬 举办地/海外



男子重剑组预报名核准人员名单：共64人
协会名额可报48人，实报48人

序号 报名单位 姓名 资格来源
1 天津击剑队 赵桂乾 积分排名
2 北京市击剑运动协会 张增尧 积分排名
3 北京市击剑运动协会 马子轩 积分排名
4 个人会员 余宗霖 积分排名
5 马鞍山英伦国际击剑俱乐部 许润泽 积分排名
6 青岛润东击剑俱乐部 刘译聪 积分排名
7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严政烨 积分排名
8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陈哲萌 积分排名
9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张之恒 积分排名
10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毛袁峥 积分排名
11 天津和平世博击剑运动俱乐部 侯添祥 积分排名
12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苏星源 积分排名
13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周润达 积分排名
14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倪梦成 积分排名
15 天津世冠击剑俱乐部 夏茗威 积分排名
16 天津世冠击剑俱乐部 张业盛 积分排名
17 北京击剑队 裴皓然 积分排名
18 上海浦东万国击剑俱乐部 张心源 积分排名
19 上海浦东万国击剑俱乐部 李若渝 积分排名
20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袁麟 积分排名
21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周灏 积分排名
22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宋思睿 积分排名
23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陈佳卫 积分排名
24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刘承昊 积分排名
25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李东旭 积分排名
26 上海击剑队 张秦瑞 积分排名
27 浙江击剑队 钦晨 积分排名
28 浙江击剑队 王晨 积分排名
29 马鞍山英伦国际击剑俱乐部 曹帅 积分排名
30 天津和平世博击剑运动俱乐部 孙正阳 积分排名
31 天津世冠击剑俱乐部 黄金桐 积分排名
32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陈德朗 积分排名
33 湖南聚力国际击剑运动中心 林琦程 积分排名
34 上海静安二少体击剑队 倪文杰 积分排名
35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徐厚坤 积分排名
36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马家鹏 积分排名
37 广东击剑队 翁源哲 积分排名
38 辽宁击剑队 于梦想 积分排名
39 济南圣锐击剑俱乐部 鲁耀元 积分排名
40 上海尼米兹击剑俱乐部 吴宇同 积分排名
41 上海尼米兹击剑俱乐部 沈天骏 积分排名
42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姚顺予 积分排名
43 苏州陆琪击剑俱乐部 王烨华 积分排名
44 天津和平世博击剑运动俱乐部 尚凡博 积分排名
45 上海静安二少体击剑队 王泓毅 积分排名
46 上海立足良行击剑俱乐部 黄杨琳 积分排名
47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殷瑞 积分排名
48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夏博洋 积分排名

举办地及海外名额可报16人，实报9人
序号 报名单位 姓名 资格来源

1 艾鲁特 郭珺翔 举办地/海外
2 艾鲁特 吕明泽 举办地/海外
3 艾鲁特 陈睿哲 举办地/海外
4 艾鲁特 杨子锐 举办地/海外



5 艾鲁特 李东泽 举办地/海外
6 艾鲁特 蔡荣平 举办地/海外
7 艾鲁特 高畅 举办地/海外
8 艾鲁特 韩金成 举办地/海外
9 艾鲁特 杜杰 举办地/海外



男子佩剑组预报名核准人员名单：共64人
协会名额可报48人，实报40人

序号 报名单位 姓名 资格来源
1 上海浦东新区第二少儿体校击剑队 陈佳玺 积分排名
2 上海浦东新区第二少儿体校击剑队 吴孟柯 积分排名
3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卞金 积分排名
4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刘圣威 积分排名
5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宋智谦 积分排名
6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何天乐 积分排名
7 武汉万国武昌击剑中心 杨景森 积分排名
8 武汉万国武昌击剑中心 魏蓝天 积分排名
9 上海黄浦区嗨尔斯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马璟璘 积分排名
10 上海击剑队 傅誉 积分排名
11 上海浦东新区第二少儿体校击剑队 徐济元 积分排名
12 上海浦东新区第二少儿体校击剑队 蔡乐 积分排名
13 北京傲鹏青少年击剑培训中心 马骁 积分排名
14 北京傲鹏青少年击剑培训中心 段道涵 积分排名
15 北京市大兴区搏弈击剑培训中心 申景文 积分排名
16 北京市大兴区搏弈击剑培训中心 李源钰 积分排名
17 北京市大兴区搏弈击剑培训中心 魏凡琪 积分排名
18 北京市海淀国际学校 陈增祺 积分排名
19 广州市击剑协会 沈国扬 积分排名
20 杭州威联特艾鲁特国际击剑培训中心 魏方喆 积分排名
21 杭州威联特艾鲁特国际击剑培训中心 楼晟 积分排名
22 杭州威联特艾鲁特国际击剑培训中心 陆逸 积分排名
23 上海击剑队 朱子皓 积分排名
24 上海浦东新区第二少儿体校击剑队 赵子钧 积分排名
25 上海浦东新区第二少儿体校击剑队 李斐然 积分排名
26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赵悠游 积分排名
27 沈阳和平区剑毅击剑俱乐部 刘津溥 积分排名
28 沈阳和平区剑毅击剑俱乐部 陈雨龙 积分排名
29 天津和平世博击剑运动俱乐部 孙赫飞 积分排名
30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韩晗 积分排名
31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周子桐 积分排名
32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王骏奇 积分排名
33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梁胤峰 积分排名
34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原启皓 积分排名
35 武汉原力击剑俱乐部 黄雷默 积分排名
36 武汉原力击剑俱乐部 李彦希 积分排名
37 武汉原力击剑俱乐部 杨楚峰 积分排名
38 徐州市奥体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朱洪熹 积分排名
39 徐州市奥体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李奕君 积分排名
40 徐州市奥体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李勇澎 积分排名

举办地及海外名额可报16人，实报6人
序号 报名单位 姓名 资格来源

1 艾鲁特 张洵瑞 举办地/海外
2 艾鲁特 段辉湘 举办地/海外
3 艾鲁特 周子言 举办地/海外
4 艾鲁特  魏方喆 举办地/海外
5 艾鲁特  楼晟 举办地/海外
6 艾鲁特  陆逸 举办地/海外



女子花剑组预报名核准人员名单：共64人
协会名额可报48人，实报44人

序号 报名单位 姓名 资格来源
1 浙江击剑队 李炜婧 积分排名
2 浙江击剑队 李舒瑶 积分排名
3 北京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王未央 积分排名
4 个人会员 罗紫文 积分排名
5 上海剑缘击剑俱乐部 舒钟玉 积分排名
6 上海剑缘击剑俱乐部 顾雨佳 积分排名
7 沈阳静峰击剑俱乐部 刘嫒谦 积分排名
8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沈钰玲珑 积分排名
9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赵瑞丹 积分排名
10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陈诗杭 积分排名
11 苏州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陈郑曦 积分排名
12 苏州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王欣钰 积分排名
13 南京市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队 孙一格 积分排名
14 南京市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队  高雅 积分排名
15 南京市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队 季梦凡 积分排名
16 南京市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队 吕庭好 积分排名
17 南京市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队 王露 积分排名
18 上海剑缘击剑俱乐部 汤瑷嘉 积分排名
19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王欣然 积分排名
20 苏州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华笑凡 积分排名
21 北京金石国际击剑运动中心 程芳 积分排名
22 北京金石国际击剑运动中心 汪训涵 积分排名
23 个人会员 袁语婷 积分排名
24 广东击剑队 吴思琪 积分排名
25 南京市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队 宋欣桐 积分排名
26 南京市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队 张桐瑄 积分排名
27 山东击剑队 赵梵妤 积分排名
28 山东击剑队 王奕芃 积分排名
29 上海剑缘击剑俱乐部 陈雨怡 积分排名
30 上海剑缘击剑俱乐部 夏雨歆 积分排名
31 上海尼米兹击剑俱乐部 杨靖怡 积分排名
32 上海尼米兹击剑俱乐部 赵国燕 积分排名
33 上海尼米兹击剑俱乐部 唐棠 积分排名
34 上海尼米兹击剑俱乐部 顾紫琼 积分排名
35 上海浦东万国击剑俱乐部 周知蕙 积分排名
36 上海浦东万国击剑俱乐部 李菲阳 积分排名
37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赖扬帆 积分排名
38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吴佳玥 积分排名
39 深圳万国福田击剑俱乐部 陶柳霖 积分排名
40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李想 积分排名
41 万国击剑广州海珠训练中心 傅彩沣 积分排名
42 万国击剑广州海珠训练中心 严晓童 积分排名
43 武汉原力击剑俱乐部 李小玥 积分排名
44 浙江击剑队 蒋迪舒 积分排名

举办地及海外名额可报16人，实报6人
序号 报名单位 姓名 资格来源

1 艾鲁特 王睿 举办地/海外
2 艾鲁特 石欣禾 举办地/海外
3 艾鲁特 熊瑶 举办地/海外
4 艾鲁特 赵誉钤 举办地/海外
5 个人会员 闫玫如 举办地/海外
6 艾鲁特 钱佳雨 举办地/海外



女子重剑组预报名核准人员名单：共64人
协会名额可报48人，实报45人

序号 报名单位 姓名 资格来源
1 浙江击剑队 陈安琦 积分排名
2 青岛润东击剑俱乐部 徐蕾 积分排名
3 上海浦东万国击剑俱乐部 唐榭雨 积分排名
4 天津和平世博击剑运动俱乐部 万心雨 积分排名
5 天津世冠击剑俱乐部 任星云 积分排名
6 天津世冠击剑俱乐部 段昕彤 积分排名
7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杨靖真 积分排名
8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黄诗淇 积分排名
9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李默澜 积分排名
10 北京市击剑运动协会 芦诗淇 积分排名
11 青岛润东击剑俱乐部 马晨媛 积分排名
12 山东青锋击剑俱乐部 张知晓 积分排名
13 上海青浦区击剑队 王馨童 积分排名
14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黄江宁 积分排名
15 天津世冠击剑俱乐部 于丹妮 积分排名
16 个人会员 杨茗淇 积分排名
17 个人会员 杨茗媛 积分排名
18 个人会员 宋苗苗 积分排名
19 辽宁励智击剑俱乐部 崔天格 积分排名
20 南京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贺宁媛 积分排名
21 南京剑行宽润击剑俱乐部 施易彤 积分排名
22 南京剑行宽润击剑俱乐部 单思文 积分排名
23 南京市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队 刘雨清 积分排名
24 南京市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队 周思颖 积分排名
25 南京市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队 王芊芊 积分排名
26 上海皇嘉击剑俱乐部 韩昀孜 积分排名
27 上海黄浦区嗨尔斯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张佳雯 积分排名
28 上海击剑队 张翊婕 积分排名
29 上海击剑队 单卫珍 积分排名
30 上海击剑队 杨佳颖 积分排名
31 上海击剑队 朱乐怡 积分排名
32 上海击剑队 朱廖琦 积分排名
33 上海浦东万国击剑俱乐部 贾馨玥 积分排名
34 上海青浦区击剑队 陈馨 积分排名
35 上海荣贵先万国击剑运动中心 张佳欣 积分排名
36 上海荣贵先万国击剑运动中心 刘了了 积分排名
37 天津世冠击剑俱乐部 李林霏 积分排名
38 天津世纪星辰青少年击剑训练基地 张钰涵 积分排名
39 天津世纪星辰青少年击剑训练基地 阎继初 积分排名
40 天津世纪星辰青少年击剑训练基地 周姝羽 积分排名
41 天津世纪星辰青少年击剑训练基地 董舒心 积分排名
42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周玟君 积分排名
43 浙江击剑队 高佳蓓 积分排名
44 浙江击剑队 徐娅露 积分排名
45 上海荣贵先万国击剑运动中心 陈姝欣 积分排名

举办地及海外名额可报16人，实报12人
序号 报名单位 姓名 资格来源
1 艾鲁特 王语嘉 举办地/海外
2 艾鲁特 辛羽祺 举办地/海外
3 艾鲁特 吴凡 举办地/海外
4 艾鲁特 刘畅 举办地/海外
5 个人会员 杨若谷 举办地/海外
6 艾鲁特 董舒心 举办地/海外
7 艾鲁特 周姝羽 举办地/海外



8 艾鲁特 阎继初 举办地/海外
9 艾鲁特 刘雨清 举办地/海外
10 艾鲁特 王芊芊 举办地/海外
11 艾鲁特 周思颖 举办地/海外
12 艾鲁特 徐娅露 举办地/海外



女子佩剑组预报名核准人员名单：共64人
协会名额可报48人，实报24人

序号 报名单位 姓名 资格来源
1 上海击剑队 张颖 积分排名
2 上海击剑队 张佳滢 积分排名
3 北京天奥国际击剑俱乐部 王丽阳 积分排名
4 北京天奥国际击剑俱乐部 董红悦 积分排名
5 吉林省茁亦击剑俱乐部 王洛雯 积分排名
6 青岛火车头击剑运动培训学校 邹志宇 积分排名
7 上海浦东新区第二少儿体校击剑队 陈诗雨 积分排名
8 苏州张莹国际击剑俱乐部 郑珊珊 积分排名
9 天津和平世博击剑运动俱乐部 聂楚涵 积分排名
10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张益 积分排名
11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武嘉宝 积分排名
12 个人会员 张骞予 积分排名
13 杭州威联特艾鲁特国际击剑培训中心 朱茜 积分排名
14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队 郝舒馨 积分排名
15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队 钱雯怡 积分排名
16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队 仲夏瑶 积分排名
17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队 蒋倩雯 积分排名
18 上海友剑击剑俱乐部 沈喆彦 积分排名
19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陈孝涵 积分排名
20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郑珍 积分排名
21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连栖 积分排名
22 武汉原力击剑俱乐部 殷诗惠 积分排名
23 徐州市奥体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刘晓旭 积分排名
24 徐州市奥体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许伊诺 积分排名

举办地及海外名额可报16人，实报3人
序号 报名单位 姓名 资格来源
1 艾鲁特 张书玉 举办地/海外
2 艾鲁特 傅尧 举办地/海外
3 艾鲁特 朱茜 举办地/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