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田径联赛总决赛录取名单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甲组 100米 何宇鸿 成都市华阳中学 10.58 中西部赛区

2 男子甲组 100米 宋兆洋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10.64 东部赛区

3 男子甲组 100米 李力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10.66 南部赛区

4 男子甲组 100米 李思睿 长沙市雅礼中学 10.85 南部赛区

5 男子甲组 100米 唐程 成都市华阳中学 10.86 中西部赛区

6 男子甲组 100米 罗兴旺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10.86 南部赛区

7 男子甲组 100米 陈涯 浙江省缙云中学 10.88 东部赛区

8 男子甲组 100米 策琴巴特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 10.92 中西部赛区

9 男子甲组 100米 辛绪彬 单县龙翔中学 10.94 东部赛区

10 男子甲组 100米 吴研 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中学 10.97 北部赛区

11 男子甲组 100米 王晨宇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11.01 中西部赛区

12 男子甲组 100米 董世珂 山东省曹县第一中学 11.04 东部赛区

13 男子甲组 100米 梁伦 湖南省耒阳市第二中学 11.06 南部赛区

14 男子甲组 100米 李建成 青岛市即墨区萃英中学 11.07 东部赛区

15 男子甲组 100米 夏睿垚 肥城市第六高级中学 11.10 东部赛区

16 男子甲组 100米 王国润 山东省济南第七中学 11.14 东部赛区

17 男子甲组 100米 符科贤 益阳市第一中学 11.16 南部赛区

18 男子甲组 100米 虞卓导 宁波中学 11.16 东部赛区

19 男子甲组 100米 傅志豪 福建省闽清县第一中学 11.17 南部赛区

20 男子甲组 100米 王杰 湖南省衡阳市第二中学 11.18 南部赛区

21 男子甲组 100米 罗壮壮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 11.22 中西部赛区

22 男子甲组 100米 克兰·巴合提亚尔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11.25 中西部赛区

23 男子甲组 100米 樊世杰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11.25 北部赛区

24 男子甲组 100米 张泰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11.27 中西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甲组 200米 李力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21.48 南部赛区

2 男子甲组 200米 钟志豪 成都市华阳中学 21.82 中西部赛区

3 男子甲组 200米 张大鹏 成都市华阳中学 21.93 中西部赛区

4 男子甲组 200米 陈涯 浙江省缙云中学 22.35 东部赛区

5 男子甲组 200米 朱子豪 肥城市第六高级中学 22.40 东部赛区

6 男子甲组 200米 刘垚 长沙市雅礼中学 22.44 南部赛区

7 男子甲组 200米 杨涵 乌鲁木齐市第 101中学 22.44 中西部赛区

8 男子甲组 200米 吴研 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中学 22.48 北部赛区

9 男子甲组 200米 樊世杰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22.51 北部赛区

10 男子甲组 200米 蔡文斌 浙江省缙云中学 22.58 东部赛区

11 男子甲组 200米 唐星宇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22.65 中西部赛区



12 男子甲组 200米 曾泯栋 清远市清新区第一中学 22.68 南部赛区

13 男子甲组 200米 钟晓鸣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76 南部赛区

14 男子甲组 200米 孙若萌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22.79 中西部赛区

14 男子甲组 200米 陈腾洲 益阳市第一中学 22.79 南部赛区

16 男子甲组 200米 克兰·巴合提亚尔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22.81 中西部赛区

17 男子甲组 200米 韩东方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22.84 北部赛区

18 男子甲组 200米 杨棠宇 湘西自治州第二民族中学 22.95 南部赛区

19 男子甲组 200米 王梓涵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22.97 北部赛区

20 男子甲组 200米 傅志豪 福建省闽清县第一中学 23.05 南部赛区

21 男子甲组 200米 李杨 山东省郯城第二中学 23.05 东部赛区

22 男子甲组 200米 李毅君 长沙市实验中学 23.11 南部赛区

23 男子甲组 200米 董世珂 山东省曹县第一中学 23.16 东部赛区

24 男子甲组 200米 薛晨曦 北京八中 23.39 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甲组 400米 温俊基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47.77 南部赛区

2 男子甲组 400米 张大鹏 成都市华阳中学 48.40 中西部赛区

3 男子甲组 400米 杨天成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48.82 中西部赛区

4 男子甲组 400米 曾攀 成都市华阳中学 49.01 中西部赛区

5 男子甲组 400米 蔡文斌 浙江省缙云中学 49.16 东部赛区

6 男子甲组 400米 钱嘉豪 宁波中学 49.18 东部赛区

7 男子甲组 400米 周宇正 浙江省舟山中学 49.36 东部赛区

8 男子甲组 400米 梁鸿志 湛江第一中学 49.46 南部赛区

9 男子甲组 400米 廖家龙 嘉禾县第五中学 49.60 南部赛区

10 男子甲组 400米 王梓涵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49.80 北部赛区

11 男子甲组 400米 杨涵 乌鲁木齐市第 101中学 50.01 中西部赛区

12 男子甲组 400米 曹浩宇 益阳市第一中学 50.02 南部赛区

13 男子甲组 400米 赵洋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 50.04 中西部赛区

14 男子甲组 400米 陈端平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50.47 东部赛区

15 男子甲组 400米 孙欣雨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50.49 东部赛区

16 男子甲组 400米 王艺霖 重庆市字水中学 50.59 中西部赛区

17 男子甲组 400米 韩东方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50.63 北部赛区

18 男子甲组 400米 朱子豪 肥城市第六高级中学 50.83 东部赛区

19 男子甲组 400米 朱君豪 山东省济南莱芜第一中学 50.88 东部赛区

20 男子甲组 400米 江湖海 衡水一中 51.08 北部赛区

21 男子甲组 400米 李博 临沭第二中学 51.20 东部赛区

22 男子甲组 400米 孙若萌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51.24 中西部赛区

23 男子甲组 400米 卢荣嘉 广东实验中学 51.42 南部赛区

24 男子甲组 400米 朱帅鑫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51.53 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甲组 800米 周宇正 浙江省舟山中学 1:56.95 东部赛区

2 男子甲组 800米 马伍散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1:57.04 中西部赛区

3 男子甲组 800米 朱维忠 肥城市丘明中学 1:57.81 东部赛区

4 男子甲组 800米 杨茂林 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 1:59.54 中西部赛区

5 男子甲组 800米 陈端平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1:59.78 东部赛区

6 男子甲组 800米 欧阳安澜 澧县第一中学 1:59.81 南部赛区

7 男子甲组 800米 温俊基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1:59.99 南部赛区

8 男子甲组 800米 董凯文 郑州市第七中学 2:00.22 中西部赛区

9 男子甲组 800米 余志恒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2:00.53 中西部赛区

10 男子甲组 800米 李祥慰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2:00.56 东部赛区

11 男子甲组 800米 商康杰 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 2:00.76 中西部赛区

12 男子甲组 800米 王智勇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2:01.56 中西部赛区

13 男子甲组 800米 华俊浩 合肥市第三十八中学 2:02.02 东部赛区

14 男子甲组 800米 李博 临沭第二中学 2:02.17 东部赛区

15 男子甲组 800米 赵兴龙 吉林省实验中学 2:02.65 北部赛区

16 男子甲组 800米 尹佳成 湖南省衡南县第一中学 2:03.01 南部赛区

17 男子甲组 800米 马少杰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2:03.58 北部赛区

18 男子甲组 800米 王默晗 北京八中 2:04.46 北部赛区

19 男子甲组 800米 钟启德 三亚市第一中学 2:05.01 南部赛区

20 男子甲组 800米 姚徐豪 浙江省缙云中学 2:05.65 东部赛区

21 男子甲组 800米 刘亮 衡阳县第一中学 2:06.07 南部赛区

22 男子甲组 800米 孙浩 沈阳市广全学校 2:06.34 北部赛区

23 男子甲组 800米 王梅冬 湖南省汨罗市第二中学 2:06.69 南部赛区

24 男子甲组 800米 张均 湖南省桑植县第一中学 2:08.03 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甲组 1500米 贺辰轩 山东省桓台第二中学 4:03.10 东部赛区

2 男子甲组 1500米 牛烁然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4:07.16 东部赛区

3 男子甲组 1500米 张帆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4:10.30 南部赛区

4 男子甲组 1500米 张信豪 临沂第三中学 4:10.58 东部赛区

5 男子甲组 1500米 马伍散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4:11.10 中西部赛区

6 男子甲组 1500米 曾佑威 湖南省嘉禾县第一中学 4:11.68 南部赛区

7 男子甲组 1500米 白乐坤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4:12.06 中西部赛区

8 男子甲组 1500米 徐浩翔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4:12.84 东部赛区

9 男子甲组 1500米 陈洋辉 湖南省桃源县第一中学 4:13.22 南部赛区

10 男子甲组 1500米 姚徐豪 浙江省缙云中学 4:13.37 东部赛区

11 男子甲组 1500米 王默晗 北京八中 4:13.40 北部赛区



12 男子甲组 1500米 华俊浩 合肥市第三十八中学 4:13.66 东部赛区

13 男子甲组 1500米 陈国梁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4:13.80 北部赛区

14 男子甲组 1500米 高文鑫 兵团二中 4:13.90 中西部赛区

15 男子甲组 1500米 刘超 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中学 4:13.95 北部赛区

16 男子甲组 1500米 阿布都许库·阿不都热合曼 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 4:14.10 中西部赛区

17 男子甲组 1500米 李星霖 江苏省江都中学 4:14.34 东部赛区

18 男子甲组 1500米 董凯文 郑州市第七中学 4:14.51 中西部赛区

19 男子甲组 1500米 李祥慰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4:15.35 东部赛区

20 男子甲组 1500米 王毅 郑州市第一 0一中学 4:16.24 中西部赛区

21 男子甲组 1500米 杨茂林 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 4:16.29 中西部赛区

22 男子甲组 1500米 莫永琪 山东省郯城第一中学 4:16.38 东部赛区

23 男子甲组 1500米 商康杰 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 4:16.67 中西部赛区

24 男子甲组 1500米 龚林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4:17.51 中西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甲组 5000米 贺辰轩 山东省桓台第二中学 16:13.88 东部赛区

2 男子甲组 5000米 鲁士林 费县第一中学 16:47.42 东部赛区

3 男子甲组 5000米 于佳凯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16:48.69 东部赛区

4 男子甲组 5000米 陈国梁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16:50.00 北部赛区

5 男子甲组 5000米 高殿元 肥城市丘明中学 16:55.49 东部赛区

6 男子甲组 5000米 刘超 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中学 17:08.02 北部赛区

7 男子甲组 5000米 陈洋辉 湖南省桃源县第一中学 17:17.30 南部赛区

8 男子甲组 5000米 张帆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17:17.78 南部赛区

9 男子甲组 5000米 王博 北京顺义杨镇一中 17:21.50 北部赛区

10 男子甲组 5000米 谭兴邦 湖南省益阳市箴言中学 17:30.92 南部赛区

11 男子甲组 5000米 牛烁然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17:31.19 东部赛区

12 男子甲组 5000米 白乐坤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17:36.87中西部赛区

13 男子甲组 5000米 沈华青 山东省莒南第一中学 17:52.97 东部赛区

14 男子甲组 5000米 王毅 郑州市第一 0一中学 18:05.06中西部赛区

15 男子甲组 5000米 聂宗鹏 费县第一中学 18:36.18 东部赛区

16 男子甲组 5000米 饶智豪 湖南省沅江市第一中学 19:13.96 南部赛区

17 男子甲组 5000米 赵子强 山东省莒南第一中学 19:20.78 东部赛区

18 男子甲组 5000米 黎泽旺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20:36.05中西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甲组 110米栏 黎立 重庆南开中学 14.30 中西部赛区

2 男子甲组 110米栏 黄宇轩 长沙市长郡中学 14.44 南部赛区

3 男子甲组 110米栏 杨浩然 四川省双流棠湖中学 14.53 中西部赛区

4 男子甲组 110米栏 曹俊杰 重庆南开中学 14.58 中西部赛区



5 男子甲组 110米栏 梁岳轩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14.61 南部赛区

6 男子甲组 110米栏 罗楚鹏 长沙市长郡中学 14.63 南部赛区

7 男子甲组 110米栏 翁泽宇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4.68 中西部赛区

8 男子甲组 110米栏 符科贤 益阳市第一中学 14.82 南部赛区

9 男子甲组 110米栏 韦庭辉 湛江市第二中学 14.83 南部赛区

10 男子甲组 110米栏 谭泽龙 衡水一中 14.84 北部赛区

11 男子甲组 110米栏 李尚操 长沙市明德中学 14.92 南部赛区

12 男子甲组 110米栏 廖锐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15.22 中西部赛区

13 男子甲组 110米栏 王书涛 山东省淄博第五中学 15.23 东部赛区

14 男子甲组 110米栏 孙海天 天津北辰区华辰学校 15.25 北部赛区

15 男子甲组 110米栏 谭传康 临沂第三中学 15.31 东部赛区

16 男子甲组 110米栏 王若豪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15.32 中西部赛区

17 男子甲组 110米栏 谢俊杰 浙江省永嘉第二高级中学 15.36 东部赛区

18 男子甲组 110米栏 徐易东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15.41 中西部赛区

19 男子甲组 110米栏 史雨哲 浙江省舟山中学 15.54 东部赛区

20 男子甲组 110米栏 刘同威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15.71 东部赛区

21 男子甲组 110米栏 吴学璋 山东省莒南第一中学 16.25 东部赛区

22 男子甲组 110米栏 李威呈 吉林市第一中学 17.58 北部赛区

23 男子甲组 110米栏 刘相龙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18.12 东部赛区

24 男子甲组 110米栏 瞿志豪 湘西自治州第二民族中学 18.39 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甲组 400米栏 刘璐豪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54.37 东部赛区

2 男子甲组 400米栏 王若豪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54.63 中西部赛区

3 男子甲组 400米栏 黎立 重庆南开中学 54.87 中西部赛区

4 男子甲组 400米栏 聂海鹏 新乡市第二中学 55.11 中西部赛区

5 男子甲组 400米栏 梁鸿志 湛江第一中学 55.26 南部赛区

6 男子甲组 400米栏 范伊豪 长沙市明德中学 55.56 南部赛区

7 男子甲组 400米栏 曹俊杰 重庆南开中学 56.15 中西部赛区

8 男子甲组 400米栏 李尚操 长沙市明德中学 56.43 南部赛区

9 男子甲组 400米栏 谢永祺 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中学 56.72 南部赛区

10 男子甲组 400米栏 吴瑞琳 湖南省益阳市箴言中学 56.78 南部赛区

11 男子甲组 400米栏 黎松伟 长沙市雅礼中学 57.33 南部赛区

12 男子甲组 400米栏 谭传康 临沂第三中学 57.35 东部赛区

13 男子甲组 400米栏 雷泽立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57.68 中西部赛区

14 男子甲组 400米栏 艾孜买提·尔西丁 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 57.87 中西部赛区

15 男子甲组 400米栏 刘同威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58.17 东部赛区

16 男子甲组 400米栏 刘城霖 吉林省实验中学 58.47 北部赛区

17 男子甲组 400米栏 余涛 长沙市长郡中学 58.56 南部赛区

18 男子甲组 400米栏 王振猛 肥城市第六高级中学 58.69 东部赛区



19 男子甲组 400米栏 王锐 重庆市辅仁中学校 58.97 中西部赛区

20 男子甲组 400米栏 吉辰龙 江苏省江都中学 59.07 东部赛区

21 男子甲组 400米栏 万航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59.63 东部赛区

22 男子甲组 400米栏 胡书涵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59.98 中西部赛区

23 男子甲组 400米栏 惠正淳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1:00.12 东部赛区

24 男子甲组 400米栏 姜凌志 长春市实验中学 1:00.54 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甲组跳高 张震 山东省临沂第二十四中学 2.04 年东部赛区

1 男子甲组跳高 万祥玖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 2.04 中西部

3 男子甲组跳高 钟嘉勇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0 年南部赛区

4 男子甲组跳高 黄杰 长沙市长郡中学 1.98 年南部赛区

5 男子甲组跳高 陈坤 宁波中学 1.96 年东部赛区

6 男子甲组跳高 史雨哲 浙江省舟山中学 1.94 年东部赛区

6 男子甲组跳高 曲世航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1.94 年东部赛区

6 男子甲组跳高 刘加龙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1.94 年东部赛区

9 男子甲组跳高 黄宇钦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第一中学 1.92 年南部赛区

9 男子甲组跳高 张赞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92 年东部赛区

11 男子甲组跳高 王海冰 兵团二中 1.89 中西部

11 男子甲组跳高 付子轩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89 中西部

11 男子甲组跳高 陆冠亮 肇庆市端州中学 1.89 年南部赛区

11 男子甲组跳高 宋振广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1.89 年东部赛区

15 男子甲组跳高 王然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1.86 年北部赛区

15 男子甲组跳高 罗文杰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1.86 中西部

15 男子甲组跳高 刘子航 浙江省杭州第四中学 1.86 年东部赛区

18 男子甲组跳高 邢家瑞 长春东师附中青华学校 1.83 年北部赛区

18 男子甲组跳高 杨帅琦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中学 1.83 年北部赛区

18 男子甲组跳高 夏添 清远市清新区第一中学 1.83 年南部赛区

18 男子甲组跳高 韩明哲 德州市第二中学 1.83 年东部赛区

18 男子甲组跳高 翟煜欣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3 年东部赛区

18 男子甲组跳高 侯星宇 邹城市第一中学 1.83 年东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甲组跳远 黄华锋 湛江市第二中学 7.09 南部赛区

2 男子甲组跳远 尹翔 湖南省桃江县第一中学 7.04 南部赛区

3 男子甲组跳远 胡添翼 武汉市第三中学 7.00 中西部赛区

3 男子甲组跳远 陈浩男 安徽省南陵中学 7.00 东部赛区

5 男子甲组跳远 王晨宇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6.96 中西部赛区

5 男子甲组跳远 陈统一 浙江省温州中学 6.96 东部赛区



5 男子甲组跳远 谢子轩 宁波中学 6.96 东部赛区

8 男子甲组跳远 贺川东 四川双流中学 6.81 中西部赛区

9 男子甲组跳远 范钰昊 武汉市第六中学 6.73 中西部赛区

10 男子甲组跳远 张冬郅 大连市红旗高级中学 6.71 北部赛区

11 男子甲组跳远 张子龙 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 6.70 中西部赛区

12 男子甲组跳远 杨星焱 重庆市实验中学校 6.66 中西部赛区

13 男子甲组跳远 杨波 湖南省桑植县第一中学 6.65 南部赛区

14 男子甲组跳远 杨晓宇 湖南省娄底市第三中学 6.64 南部赛区

14 男子甲组跳远 尹贵琦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6.64 中西部赛区

16 男子甲组跳远 王浩 费县第一中学 6.63 东部赛区

17 男子甲组跳远 李敬源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6.62 中西部赛区

18 男子甲组跳远 丁宇宸 北京八中 6.60 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甲组三级跳远 李敬源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15.42 中西部赛区

2 男子甲组三级跳远 黄华锋 湛江市第二中学 15.39 南部赛区

3 男子甲组三级跳远 陈浩烙 四川成都华西中学 14.96 中西部赛区

4 男子甲组三级跳远 刘加龙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14.67 东部赛区

5 男子甲组三级跳远 范钰昊 武汉市第六中学 14.58 中西部赛区

6 男子甲组三级跳远 王宝虔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4.56 东部赛区

7 男子甲组三级跳远 梁岳轩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14.45 南部赛区

8 男子甲组三级跳远 田鹏飞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14.43 中西部赛区

9 男子甲组三级跳远 李宝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14.42 东部赛区

10 男子甲组三级跳远 李源 郑州市第七中学 14.36 中西部赛区

11 男子甲组三级跳远 易建军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14.22 中西部赛区

12 男子甲组三级跳远 陈浩男 安徽省南陵中学 14.12 东部赛区

13 男子甲组三级跳远 彭智超 浏阳市第一中学 14.10 南部赛区

14 男子甲组三级跳远 贺川东 四川双流中学 13.97 中西部赛区

15 男子甲组三级跳远 颜子翔 吉林市第一中学 13.94 北部赛区

16 男子甲组三级跳远 李元滔 浏阳市第一中学 13.90 南部赛区

17 男子甲组三级跳远 张冬郅 大连市红旗高级中学 13.88 北部赛区

18 男子甲组三级跳远 李腾达 运城市康杰中学 13.86 中西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甲组铅球(6公斤) 李子韦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17.71 北部赛区

2 男子甲组铅球(6公斤) 陈俊嘉 浙江省温州中学 16.80 东部赛区

3 男子甲组铅球(6公斤) 李耕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16.78 东部赛区

4 男子甲组铅球(6公斤) 谢伟翔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 16.61 中西部赛区

5 男子甲组铅球(6公斤) 王浩 成都市华阳中学 16.07 中西部赛区



6 男子甲组铅球(6公斤) 越思博 长春市十一高中 15.86 北部赛区

7 男子甲组铅球(6公斤) 郭鹏宇 北京顺义杨镇一中 15.71 北部赛区

8 男子甲组铅球(6公斤) 王新奥 山东省金乡县第一中学 15.46 东部赛区

9 男子甲组铅球(6公斤) 刘杨 衡水一中 15.25 北部赛区

10 男子甲组铅球(6公斤) 张键 瓜州县第一中学 14.98 中西部赛区

11 男子甲组铅球(6公斤) 许宸 长春市第六中学 14.92 北部赛区

12 男子甲组铅球(6公斤) 赵一博 山东省莒南县第四中学 14.91 东部赛区

13 男子甲组铅球(6公斤) 陈泓舟 淄博实验中学 14.89 东部赛区

14 男子甲组铅球(6公斤) 李祥声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14.88 南部赛区

14 男子甲组铅球(6公斤) 付旗旗 新乡市第二中学 14.88 中西部赛区

16 男子甲组铅球(6公斤) 李雨舟 临沭第二中学 14.86 东部赛区

17 男子甲组铅球(6公斤) 杨鸣宇 北京顺义杨镇一中 14.76 北部赛区

18 男子甲组铅球(6公斤) 聂才杰 湖南省张家界市第一中学 14.74 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甲组铁饼(1.75公斤) 张中瀚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49.29 东部赛区

2 男子甲组铁饼(1.75公斤) 王浩 成都市华阳中学 49.26 中西部赛区

3 男子甲组铁饼(1.75公斤) 缪晨旭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43.88 东部赛区

4 男子甲组铁饼(1.75公斤) 柴至琪 天津北辰区华辰学校 42.97 北部赛区

5 男子甲组铁饼(1.75公斤) 龙西华 长沙市周南中学 42.89 南部赛区

6 男子甲组铁饼(1.75公斤) 李耕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41.74 东部赛区

7 男子甲组铁饼(1.75公斤) 卢裕杭 山东省莒南县第四中学 41.46 东部赛区

8 男子甲组铁饼(1.75公斤) 张曙辉 衡水一中 41.08 北部赛区

9 男子甲组铁饼(1.75公斤) 孙文康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40.65 东部赛区

10 男子甲组铁饼(1.75公斤) 杨鸣宇 北京顺义杨镇一中 40.60 北部赛区

11 男子甲组铁饼(1.75公斤) 霍辉 新乡市第二中学 40.26 中西部赛区

12 男子甲组铁饼(1.75公斤) 覃鸿伟 湖南省张家界市第一中学 40.07 南部赛区

13 男子甲组铁饼(1.75公斤) 孙晓翔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39.72 东部赛区

14 男子甲组铁饼(1.75公斤) 石云鹏 北京顺义杨镇一中 39.34 北部赛区

15 男子甲组铁饼(1.75公斤) 李子韦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38.91 北部赛区

16 男子甲组铁饼(1.75公斤) 何嘉昊 山东省莒县第一中学 38.44 东部赛区

17 男子甲组铁饼(1.75公斤) 郭鹏宇 北京顺义杨镇一中 38.05 北部赛区

18 男子甲组铁饼(1.75公斤) 刘津池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37.78 中西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甲组标枪(800克) 陈林 成都市华阳中学 57.43 中西部赛区

2 男子甲组标枪(800克) 刘津池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55.36 中西部赛区

3 男子甲组标枪(800克) 靳子阳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55.33 北部赛区

4 男子甲组标枪(800克) 杨学成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54.08 东部赛区



5 男子甲组标枪(800克) 钟帅康 长沙市明德中学 53.97 南部赛区

6 男子甲组标枪(800克) 涂文凯 长沙市周南中学 53.62 南部赛区

7 男子甲组标枪(800克) 明浩 淄博市淄川中学 52.03 东部赛区

8 男子甲组标枪(800克) 李铭钰 郑州市第七中学 50.99 中西部赛区

9 男子甲组标枪(800克) 周梦强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49.76 东部赛区

10 男子甲组标枪(800克) 焦宝锐 临沭第一中学 49.55 东部赛区

11 男子甲组标枪(800克) 张米涛 肥城市第六高级中学 49.29 东部赛区

12 男子甲组标枪(800克) 吴坤译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49.22 北部赛区

13 男子甲组标枪(800克) 宋大成 长春市第六中学 48.29 北部赛区

14 男子甲组标枪(800克) 涂迪 武汉市第六中学 48.14 中西部赛区

15 男子甲组标枪(800克) 赵骏昊 天津北辰区华辰学校 47.17 北部赛区

16 男子甲组标枪(800克) 刘礼超 广州市玉岩中学 46.94 南部赛区

17 男子甲组标枪(800克) 殷琦皓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45.32 东部赛区

18 男子甲组标枪(800克) 王虎 甘肃省定西市第一中学 45.11 中西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41.44 南部赛区

2 男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长沙市雅礼中学 长沙市雅礼中学 42.00 南部赛区

3 男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益阳市第一中学 益阳市第一中学 42.95 南部赛区

4 男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 43.17 中西部赛区

5 男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长沙市明德中学 长沙市明德中学 43.54 南部赛区

6 男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 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 43.54 中西部赛区

7 男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四川省双流棠湖中学 四川省双流棠湖中学 43.83 中西部赛区

8 男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43.87 中西部赛区

9 男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湖南省耒阳市第二中学 湖南省耒阳市第二中学 43.93 南部赛区

10 男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清远市清新区第一中学 清远市清新区第一中学 43.96 南部赛区

11 男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山东省曹县第一中学 山东省曹县第一中学 44.02 东部赛区

12 男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44.15 中西部赛区

13 男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平阴县第一中学 平阴县第一中学 44.32 东部赛区

14 男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沈阳市广全学校 沈阳市广全学校 44.32 北部赛区

15 男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福建省闽清县第一中学 福建省闽清县第一中学 44.38 南部赛区

16 男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吉林省实验中学 吉林省实验中学 44.43 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成都市华阳中学 成都市华阳中学 3:19.65 中西部赛区

2 男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3:23.48 中西部赛区

3 男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 3:23.52 中西部赛区

4 男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3:23.77 南部赛区

5 男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重庆市字水中学 重庆市字水中学 3:24.41 中西部赛区



6 男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浏阳市第一中学 浏阳市第一中学 3:26.22 南部赛区

7 男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四川省双流棠湖中学 四川省双流棠湖中学 3:28.56 中西部赛区

8 男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第一中学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第一中学 3:28.85 南部赛区

9 男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湘乡市第一中学 湘乡市第一中学 3:29.68 南部赛区

10 男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3:30.18 中西部赛区

11 男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浙江省缙云中学 浙江省缙云中学 3:30.22 东部赛区

12 男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长沙市周南中学 长沙市周南中学 3:31.68 南部赛区

13 男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3:32.75 中西部赛区

14 男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3:36.86 北部赛区

15 男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3:37.06 南部赛区

16 男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3:37.54 东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甲组 100米 刘乐 莒南县第三中学 12.16 东部赛区

2 女子甲组 100米 阮小如 湛江第一中学 12.23 南部赛区

2 女子甲组 100米 许雯棋 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 12.23 东部赛区

4 女子甲组 100米 王双 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中学 12.26 南部赛区

5 女子甲组 100米 张静怡 石家庄市第二十七中学 12.34 北部赛区

6 女子甲组 100米 王颖祺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12.49 东部赛区

7 女子甲组 100米 黄玲云 四川双流中学 12.57 中西部赛区

8 女子甲组 100米 杨慧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12.62 北部赛区

9 女子甲组 100米 张佳晨 太原市第四十八中学校 12.67 中西部赛区

10 女子甲组 100米 何月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12.69 中西部赛区

11 女子甲组 100米 魏小妹 湖南省平江县第一中学 12.77 南部赛区

12 女子甲组 100米 孙燃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12.78 北部赛区

13 女子甲组 100米 商若林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12.81 东部赛区

14 女子甲组 100米 丁莹莹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12.83 东部赛区

15 女子甲组 100米 赵军凤 单县龙翔中学 12.88 东部赛区

16 女子甲组 100米 谢攸方 湛江市第二中学 12.89 南部赛区

17 女子甲组 100米 程玥 甘肃省兰州市第六中学 12.93 中西部赛区

18 女子甲组 100米 李洁羽 禹城市第一中学 13.04 东部赛区

19 女子甲组 100米 于云飞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13.11 中西部赛区

20 女子甲组 100米 胡珮琪 四川双流中学 13.15 中西部赛区

21 女子甲组 100米 陈艳红 郴州市第三中学 13.15 南部赛区

22 女子甲组 100米 余嘉宁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13.25 南部赛区

23 女子甲组 100米 于悦 四川成都华西中学 13.28 中西部赛区

24 女子甲组 100米 廖家慧 湖南省嘉禾县第一中学 13.30 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甲组 200米 阮小如 湛江第一中学 24.90 南部赛区

2 女子甲组 200米 许雯棋 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 25.43 东部赛区

3 女子甲组 200米 张静怡 石家庄市第二十七中学 25.53 北部赛区

4 女子甲组 200米 何月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25.92 中西部赛区

5 女子甲组 200米 黄玲云 四川双流中学 26.00 中西部赛区

6 女子甲组 200米 魏小妹 湖南省平江县第一中学 26.07 南部赛区

7 女子甲组 200米 陆诗婷 广州市玉岩中学 26.08 南部赛区

8 女子甲组 200米 杨慧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26.11 北部赛区

9 女子甲组 200米 商若林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6.11 东部赛区

10 女子甲组 200米 孙燃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26.36 北部赛区

11 女子甲组 200米 王景秀 湛江市第二中学 26.66 南部赛区

12 女子甲组 200米 李月 山东省临沂第二十四中学 26.72 东部赛区

13 女子甲组 200米 余嘉宁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26.77 南部赛区

14 女子甲组 200米 谢攸方 湛江市第二中学 26.82 南部赛区

15 女子甲组 200米 李士超 青岛为明学校 26.91 东部赛区

16 女子甲组 200米 程玥 甘肃省兰州市第六中学 26.91 中西部赛区

17 女子甲组 200米 汪梦丽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26.98 东部赛区

18 女子甲组 200米 何思缘 衡水一中 26.99 北部赛区

18 女子甲组 200米 陈艳红 郴州市第三中学 26.99 南部赛区

20 女子甲组 200米 丁莹莹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27.03 东部赛区

21 女子甲组 200米 张佳晨 太原市第四十八中学校 27.17 中西部赛区

22 女子甲组 200米 黄玲利 郴州市第三中学 27.43 南部赛区

23 女子甲组 200米 于悦 四川成都华西中学 27.76 中西部赛区

24 女子甲组 200米 李婷婷 邢台市第一中学 27.89 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甲组 400米 傅艺佳 重庆市字水中学 56.25 中西部赛区

2 女子甲组 400米 郭璐璐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56.29 中西部赛区

3 女子甲组 400米 吴春玲 郴州市第三中学 57.04 南部赛区

4 女子甲组 400米 孔宇琪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57.40 中西部赛区

5 女子甲组 400米 月雪玲 成都市华阳中学 58.08 中西部赛区

6 女子甲组 400米 陆诗婷 广州市玉岩中学 58.30 南部赛区

7 女子甲组 400米 何欣蕾 重庆市字水中学 58.53 中西部赛区

8 女子甲组 400米 刘伟倩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58.56 中西部赛区

9 女子甲组 400米 臧宇宁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58.61 东部赛区

10 女子甲组 400米 孙佳园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58.83 北部赛区

11 女子甲组 400米 邓洁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59.25 中西部赛区

12 女子甲组 400米 曹奕旻 长沙市长郡中学 59.77 南部赛区

13 女子甲组 400米 王佳奕 浙江省缙云中学 59.83 东部赛区

14 女子甲组 400米 范喆 吉林省实验中学 59.89 北部赛区



15 女子甲组 400米 张晨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59.93 东部赛区

16 女子甲组 400米 何童逸 海南华侨中学 1:00.16 南部赛区

17 女子甲组 400米 何思缘 衡水一中 1:00.61 北部赛区

18 女子甲组 400米 惠心语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1:00.63 东部赛区

19 女子甲组 400米 凌婉莹 四川省双流棠湖中学 1:00.74 中西部赛区

20 女子甲组 400米 董意雄 三亚市第一中学 1:01.73 南部赛区

21 女子甲组 400米 邓鑫冉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1:01.77 北部赛区

22 女子甲组 400米 李婷婷 邢台市第一中学 1:02.42 北部赛区

23 女子甲组 400米 窦欣孜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1:02.68 东部赛区

24 女子甲组 400米 王彤 天津北辰区华辰学校 1:02.69 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甲组 800米 袁钰婧 临沭县实验中学 2:15.38 东部赛区

2 女子甲组 800米 刘伟倩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2:17.35 中西部赛区

3 女子甲组 800米 吴春玲 郴州市第三中学 2:17.61 南部赛区

4 女子甲组 800米 王佳奕 浙江省缙云中学 2:18.26 东部赛区

5 女子甲组 800米 邓鑫冉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2:18.44 北部赛区

6 女子甲组 800米 高乐 山东省临沂第二十四中学 2:19.57 东部赛区

7 女子甲组 800米 彭缘 长沙市长郡中学 2:20.18 南部赛区

8 女子甲组 800米 张海丽 山东省临沂第二十四中学 2:21.46 东部赛区

9 女子甲组 800米 王俊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21.81 东部赛区

10 女子甲组 800米 王司琪 北京顺义杨镇一中 2:22.46 北部赛区

11 女子甲组 800米 邓洁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2:23.19 中西部赛区

12 女子甲组 800米 何童逸 海南华侨中学 2:24.83 南部赛区

13 女子甲组 800米 王文菲 费县第一中学 2:25.29 东部赛区

14 女子甲组 800米 杨梦娇 山东省郯城第一中学 2:26.41 东部赛区

15 女子甲组 800米 孙佳园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2:27.02 北部赛区

16 女子甲组 800米 刘艳 临沭第二中学 2:27.32 东部赛区

17 女子甲组 800米 陈红霞 福建省闽清县第二中学 2:27.98 南部赛区

18 女子甲组 800米 范喆 吉林省实验中学 2:28.32 北部赛区

19 女子甲组 800米 李宇彤 太原市外国语学校 2:30.32 中西部赛区

20 女子甲组 800米 刘雅佳 长沙市雅礼中学 2:30.39 南部赛区

21 女子甲组 800米 杨晓华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2:32.02 北部赛区

22 女子甲组 800米 刘孝 湖南省桃源县第一中学 2:33.41 南部赛区

23 女子甲组 800米 王雅雯 天津北辰区华辰学校 2:33.46 北部赛区

24 女子甲组 800米 谢雨露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2:34.70 中西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甲组 1500米 袁钰婧 临沭县实验中学 4:41.71 东部赛区



2 女子甲组 1500米 彭缘 长沙市长郡中学 4:48.13 南部赛区

3 女子甲组 1500米 卢春燕 山东省莒南县第四中学 4:50.63 东部赛区

4 女子甲组 1500米 吴书晴 临沭县实验中学 4:51.57 东部赛区

5 女子甲组 1500米 高乐 山东省临沂第二十四中学 4:51.75 东部赛区

6 女子甲组 1500米 王俊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4:54.60 东部赛区

7 女子甲组 1500米 刘艳 临沭第二中学 4:58.38 东部赛区

8 女子甲组 1500米 杨梦娇 山东省郯城第一中学 5:01.04 东部赛区

9 女子甲组 1500米 王丽娜 长沙市长郡中学 5:02.41 南部赛区

10 女子甲组 1500米 王司琪 北京顺义杨镇一中 5:12.23 北部赛区

11 女子甲组 1500米 冯丹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5:15.15 中西部赛区

12 女子甲组 1500米 仇琴琴 仁怀市第一中学 5:20.67 南部赛区

13 女子甲组 1500米 马玥 郑州市第一 0一中学 5:22.92 中西部赛区

14 女子甲组 1500米 谢雨露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5:23.93 中西部赛区

15 女子甲组 1500米 荆天瑜 山东省桓台第二中学 5:25.15 东部赛区

16 女子甲组 1500米 王雅雯 天津北辰区华辰学校 5:32.37 北部赛区

17 女子甲组 1500米 夏浩添 湖南省沅江市第一中学 5:34.41 南部赛区

18 女子甲组 1500米 申鑫余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中学 5:35.70 北部赛区

19 女子甲组 1500米 崔雪利 邹城市第一中学 5:47.82 东部赛区

20 女子甲组 1500米 英雯慧 临沭第一中学 5:48.33 东部赛区

21 女子甲组 1500米 张杭莉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6:02.96 东部赛区

22 女子甲组 1500米 封丽珍 陇川县第一中学 6:11.03 南部赛区

23 女子甲组 1500米 吴兰 临沭第一中学 6:35.05 东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甲组 3000米 吴书晴 临沭县实验中学 10:50.68 东部赛区

2 女子甲组 3000米 卢春燕 山东省莒南县第四中学 11:01.28 东部赛区

3 女子甲组 3000米 王丽娜 长沙市长郡中学 11:12.52 南部赛区

4 女子甲组 3000米 仇琴琴 仁怀市第一中学 11:51.97 南部赛区

5 女子甲组 3000米 王彦然 临沭县实验中学 12:09.71 东部赛区

6 女子甲组 3000米 夏浩添 湖南省沅江市第一中学 12:58.56 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甲组 100米栏 黄小雪 海南华侨中学 14.56 南部赛区

2 女子甲组 100米栏 陈俞均 湛江市第二中学 14.70 南部赛区

3 女子甲组 100米栏 王双 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中学 14.76 南部赛区

4 女子甲组 100米栏 梁婷 重庆南开中学 15.19 中西部赛区

5 女子甲组 100米栏 沈若琦 浙江省舟山中学 16.05 东部赛区

6 女子甲组 100米栏 符榕桑 湛江第一中学 16.07 南部赛区

7 女子甲组 100米栏 盘诗琪 清远市清新区第一中学 16.26 南部赛区



8 女子甲组 100米栏 何燕 重庆市字水中学 16.28 中西部赛区

9 女子甲组 100米栏 李若彤 长春市十一高中 16.41 北部赛区

10 女子甲组 100米栏 董兴贤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16.46 东部赛区

11 女子甲组 100米栏 王欣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16.54 东部赛区

12 女子甲组 100米栏 张颖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16.58 中西部赛区

13 女子甲组 100米栏 李星月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17.19 北部赛区

14 女子甲组 100米栏 何存珊 甘肃省兰州市第六中学 17.44 中西部赛区

15 女子甲组 100米栏 刘晓雨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17.47 东部赛区

16 女子甲组 100米栏 王晓璇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中学 17.54 北部赛区

17 女子甲组 100米栏 卢阁 临沂第三中学 19.28 东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甲组 400米栏 傅艺佳 重庆市字水中学 1:02.01 中西部赛区

2 女子甲组 400米栏 曹奕旻 长沙市长郡中学 1:03.11 南部赛区

3 女子甲组 400米栏 王媛媛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1:03.83 中西部赛区

4 女子甲组 400米栏 董意雄 三亚市第一中学 1:04.81 南部赛区

5 女子甲组 400米栏 惠心语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1:06.68 东部赛区

6 女子甲组 400米栏 盘诗琪 清远市清新区第一中学 1:07.03 南部赛区

7 女子甲组 400米栏 陈俞均 湛江市第二中学 1:07.37 南部赛区

8 女子甲组 400米栏 何欣蕾 重庆市字水中学 1:08.01 中西部赛区

9 女子甲组 400米栏 刘精英 重庆南开中学 1:08.53 中西部赛区

10 女子甲组 400米栏 张颖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1:09.67 中西部赛区

11 女子甲组 400米栏 王欣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1:09.69 东部赛区

12 女子甲组 400米栏 何路平 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中学 1:10.44 南部赛区

13 女子甲组 400米栏 曹家雨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1:11.12 中西部赛区

14 女子甲组 400米栏 于云飞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1:11.19 中西部赛区

15 女子甲组 400米栏 麦鸿鸿 广西梧州市第一中学 1:12.34 南部赛区

16 女子甲组 400米栏 何存珊 甘肃省兰州市第六中学 1:13.68 中西部赛区

17 女子甲组 400米栏 董兴贤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1:15.32 东部赛区

18 女子甲组 400米栏 沈若琦 浙江省舟山中学 1:18.60 东部赛区

19 女子甲组 400米栏 刘雪 山东省邹城市实验中学 1:24.53 东部赛区

20 女子甲组 400米栏 梁舒铃 贵港市覃塘区覃塘高级中学 1:28.72 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乙组跳高 孙凡媛 浙江省舟山中学 1.75 东部赛区

2 女子乙组跳高 张雨潇 湖南省株洲市第五中学 1.70 南部赛区

3 女子乙组跳高 马樱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66 中西部赛区

4 女子乙组跳高 董雨昕 吉林市第一中学 1.65 北部赛区

5 女子乙组跳高 郑海燕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1.64 中西部赛区



6 女子乙组跳高 唐欣 中山市第一中学 1.62 南部赛区

6 女子乙组跳高 陈芷晴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62 中西部赛区

8 女子乙组跳高 蔡唯 宁波中学 1.60 东部赛区

8 女子乙组跳高 周佳妍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1.60 东部赛区

8 女子乙组跳高 廖若玙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1.60 中西部赛区

8 女子乙组跳高 冉蕊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1.60 中西部赛区

12 女子乙组跳高 张至美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1.58 北部赛区

12 女子乙组跳高 李紫涵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1.58 中西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跳高 盛思奇 衡水一中 1.56 北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跳高 蒋孙慧 澧县第一中学 1.56 南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跳高 周赛英 郴州市第三中学 1.56 南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跳高 吴炜琪 湛江市第二中学 1.56 南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跳高 李紫怡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第一中学 1.56 南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跳高 方可意 浙江省温州中学 1.56 东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跳高 黄蓉 广东实验中学 1.56 南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跳高 祖木然·斯坎旦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 1.56 中西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跳高 杨梦茹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1.56 中西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跳高 罗晶晶 三亚市第一中学 1.56 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甲组跳远 孙雯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5.79 北部赛区

2 女子甲组跳远 魏妹 湖南省平江县第一中学 5.64 南部赛区

3 女子甲组跳远 李柯柯 郴州市第二中学 5.55 南部赛区

4 女子甲组跳远 黄小雪 海南华侨中学 5.48 南部赛区

5 女子甲组跳远 王慧荣 枣庄市第三中学 5.46 东部赛区

6 女子甲组跳远 滕卓越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5.37 东部赛区

7 女子甲组跳远 魏秋月 山东省济南第七中学 5.18 东部赛区

8 女子甲组跳远 肖菀钰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5.15 中西部赛区

9 女子甲组跳远 皮凯莉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5.11 北部赛区

9 女子甲组跳远 曹颖 湖南省桃源县第一中学 5.11 南部赛区

11 女子甲组跳远 刘竞欣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5.09 东部赛区

11 女子甲组跳远 徐乐彤 浙江省舟山中学 5.09 东部赛区

13 女子甲组跳远 赵若婷 章丘中学 5.08 东部赛区

14 女子甲组跳远 冯采鑫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5.06 中西部赛区

15 女子甲组跳远 颜鹏慧 湖南省永兴县第一中学 5.05 南部赛区

16 女子甲组跳远 王伟佳 衡水一中 4.99 北部赛区

17 女子甲组跳远 邓粤婷 湖南省永兴县第一中学 4.98 南部赛区

18 女子甲组跳远 吴炜 中山市第一中学 4.97 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甲组三级跳远 孙雯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12.23 北部赛区

2 女子甲组三级跳远 李柯柯 郴州市第二中学 12.08 南部赛区

3 女子甲组三级跳远 姬颖慧 肥城市第六高级中学 12.04 东部赛区

4 女子甲组三级跳远 魏秋月 山东省济南第七中学 11.60 东部赛区

5 女子甲组三级跳远 滕卓越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11.57 东部赛区

6 女子甲组三级跳远 邓粤婷 湖南省永兴县第一中学 11.56 南部赛区

7 女子甲组三级跳远 魏妹 湖南省平江县第一中学 11.46 南部赛区

8 女子甲组三级跳远 董紫玲 三亚市第一中学 11.33 南部赛区

9 女子甲组三级跳远 冯采鑫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11.24 中西部赛区

9 女子甲组三级跳远 胡悦婷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11.24 东部赛区

11 女子甲组三级跳远 肖菀钰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11.18 中西部赛区

12 女子甲组三级跳远 颜鹏慧 湖南省永兴县第一中学 11.16 南部赛区

13 女子甲组三级跳远 曹颖 湖南省桃源县第一中学 11.13 南部赛区

14 女子甲组三级跳远 皮凯莉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10.92 北部赛区

15 女子甲组三级跳远 党佳乐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10.88 北部赛区

16 女子甲组三级跳远 杜璟璟 大连市红旗高级中学 10.79 北部赛区

17 女子甲组三级跳远 赵若婷 章丘中学 10.75 东部赛区

18 女子甲组三级跳远 隋丹妮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10.65 东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甲组铅球(4公斤) 荆宝怡 长春市十一高中 13.94 北部赛区

2 女子甲组铅球(4公斤) 张馨月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3.67 北部赛区

3 女子甲组铅球(4公斤) 郭雅妮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13.28 北部赛区

4 女子甲组铅球(4公斤) 姜姝彤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13.16 东部赛区

4 女子甲组铅球(4公斤) 陈晓燕 临沭第二中学 13.16 东部赛区

6 女子甲组铅球(4公斤) 郝雨欣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 13.13 中西部赛区

7 女子甲组铅球(4公斤) 贾颜旭 长春市十一高中 12.75 北部赛区

8 女子甲组铅球(4公斤) 方慧 瓜州县第一中学 12.54 中西部赛区

9 女子甲组铅球(4公斤) 李文硕 山东省金乡县第一中学 12.44 东部赛区

10 女子甲组铅球(4公斤) 张赫文 长春东师附中青华学校 12.34 北部赛区

11 女子甲组铅球(4公斤) 孙云燕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11.87 东部赛区

12 女子甲组铅球(4公斤) 彭瑞琛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11.69 东部赛区

13 女子甲组铅球(4公斤) 李天乐 山东省济南第七中学 11.57 东部赛区

14 女子甲组铅球(4公斤) 包鑫越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11.46 中西部赛区

15 女子甲组铅球(4公斤) 杨懿雯 湖南省怀化市第五中学 11.24 南部赛区

16 女子甲组铅球(4公斤) 唐雨楠 宁波中学 11.09 东部赛区

17 女子甲组铅球(4公斤) 朱均怡 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 11.06 东部赛区

18 女子甲组铅球(4公斤) 阎鑫蕊 衡水一中 10.95 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甲组铁饼(1公斤) 娄雪珂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48.01 中西部赛区

2 女子甲组铁饼(1公斤) 魏媛 天津北辰区华辰学校 42.01 北部赛区

3 女子甲组铁饼(1公斤) 姬安然 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中学 40.20 北部赛区

4 女子甲组铁饼(1公斤) 郭雅妮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40.11 北部赛区

5 女子甲组铁饼(1公斤) 杨懿雯 湖南省怀化市第五中学 37.24 南部赛区

6 女子甲组铁饼(1公斤) 王悦馨 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中学 34.21 北部赛区

7 女子甲组铁饼(1公斤) 吉劼 湖南省桃江县第一中学 34.13 南部赛区

8 女子甲组铁饼(1公斤) 陈晓燕 临沭第二中学 33.47 东部赛区

9 女子甲组铁饼(1公斤) 朱均怡 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 32.75 东部赛区

10 女子甲组铁饼(1公斤) 刘春霞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32.24 东部赛区

11 女子甲组铁饼(1公斤) 孙云燕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31.81 东部赛区

12 女子甲组铁饼(1公斤) 朱航航 青岛市即墨区实验高级中学 31.16 东部赛区

13 女子甲组铁饼(1公斤) 阎鑫蕊 衡水一中 30.88 北部赛区

14 女子甲组铁饼(1公斤) 方慧 瓜州县第一中学 30.29 中西部赛区

15 女子甲组铁饼(1公斤) 张赫文 长春东师附中青华学校 29.98 北部赛区

16 女子甲组铁饼(1公斤) 常友飞 山东省莒县第一中学 29.81 东部赛区

17 女子甲组铁饼(1公斤) 张金萍 山东省桓台第二中学 28.94 东部赛区

18 女子甲组铁饼(1公斤) 徐欣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8.88 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甲组标枪(600克) 刘诗琦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42.14 北部赛区

2 女子甲组标枪(600克) 张欣琪 长春市十一高中 41.75 北部赛区

3 女子甲组标枪(600克) 徐欣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38.89 南部赛区

4 女子甲组标枪(600克) 陈孟媛 浙江省杭州第四中学 38.37 东部赛区

5 女子甲组标枪(600克) 蔡伯浪 湛江第一中学 37.69 南部赛区

6 女子甲组标枪(600克) 孙睿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37.66 东部赛区

7 女子甲组标枪(600克) 李冉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35.85 北部赛区

8 女子甲组标枪(600克) 杨燕 长沙市明德中学 34.72 南部赛区

9 女子甲组标枪(600克) 刘晨雨 昌吉回族自治州第一中学 34.38 中西部赛区

10 女子甲组标枪(600克) 程亚玲 北京顺义杨镇一中 34.26 北部赛区

11 女子甲组标枪(600克) 田媛 湖南省龙山高级中学 33.74 南部赛区

12 女子甲组标枪(600克) 池相洁 山东省平邑第一中学 33.71 东部赛区

13 女子甲组标枪(600克) 金雨萱 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 32.27 东部赛区

14 女子甲组标枪(600克) 李颖 龙口第一中学 30.32 东部赛区

15 女子甲组标枪(600克) 王悦馨 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中学 29.42 北部赛区

16 女子甲组标枪(600克) 刘春霞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29.33 东部赛区

17 女子甲组标枪(600克) 王恺歆 枣庄市第三中学 29.19 东部赛区

18 女子甲组标枪(600克) 支宁宁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27.44 东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48.65 中西部赛区

2 女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湛江市第二中学 湛江市第二中学 48.72 南部赛区

3 女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重庆市字水中学 重庆市字水中学 48.78 中西部赛区

4 女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三亚市第一中学 三亚市第一中学 49.57 南部赛区

5 女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郴州市第三中学 郴州市第三中学 49.63 南部赛区

6 女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清远市清新区第一中学 清远市清新区第一中学 50.21 南部赛区

7 女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湛江第一中学 湛江第一中学 51.20 南部赛区

8 女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甘肃省兰州市第六中学 甘肃省兰州市第六中学 51.38 中西部赛区

9 女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52.89 北部赛区

10 女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贵港市覃塘区覃塘高级中学 贵港市覃塘区覃塘高级中学 53.81 南部赛区

11 女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运城市康杰中学 运城市康杰中学 53.85 中西部赛区

12 女子甲组 4x100米接力 沈阳市广全学校 沈阳市广全学校 54.99 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3:58.54 中西部赛区

2 女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广州市玉岩中学 广州市玉岩中学 3:59.77 南部赛区

3 女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重庆市字水中学 重庆市字水中学 4:02.03 中西部赛区

4 女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三亚市第一中学 三亚市第一中学 4:05.64 南部赛区

5 女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清远市清新区第一中学 清远市清新区第一中学 4:11.97 南部赛区

6 女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湛江市第二中学 湛江市第二中学 4:20.20 南部赛区

7 女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运城市康杰中学 运城市康杰中学 4:22.83 中西部赛区

8 女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陇川县第一中学 陇川县第一中学 4:29.36 南部赛区

9 女子甲组 4x400米接力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5:19.99 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乙组 100米 邓智舰 成都市华阳中学 10.70 中西部赛区

2 男子乙组 100米 张皓铖 浙江省温州中学 10.71 东部赛区

3 男子乙组 100米 相夫瑞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10.80 东部赛区

4 男子乙组 100米 朱勇霖 浙江省永嘉第二高级中学 10.81 东部赛区

5 男子乙组 100米 何玮祺 泉州聚龙外国语学校 10.89 南部赛区

6 男子乙组 100米 张京昊 山东省莒县第一中学 10.90 东部赛区

7 男子乙组 100米 陈国行 郴州市第二中学 10.91 南部赛区

8 男子乙组 100米 高天宇 山东省沂南县第二中学 10.94 东部赛区

9 男子乙组 100米 鲁永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0.96 东部赛区

10 男子乙组 100米 胡书畅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10.96 东部赛区

11 男子乙组 100米 曾洪维 重庆市第七中学校 10.97 中西部赛区



12 男子乙组 100米 刘纪芃 单县龙翔中学 11.00 东部赛区

13 男子乙组 100米 封昊辰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11.03 中西部赛区

14 男子乙组 100米 田征清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11.04 南部赛区

15 男子乙组 100米 张羿钊 湖南省怀化市第三中学 11.04 南部赛区

16 男子乙组 100米 曾庆涛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11.06 中西部赛区

17 男子乙组 100米 周志龙 长沙市长郡中学 11.06 南部赛区

18 男子乙组 100米 刘硕元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11.11 北部赛区

19 男子乙组 100米 田致语 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 11.13 中西部赛区

20 男子乙组 100米 刘明哲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11.16 中西部赛区

21 男子乙组 100米 阳旭 重庆南开中学 11.17 中西部赛区

22 男子乙组 100米 张佳鑫 浏阳市第一中学 11.18 南部赛区

23 男子乙组 100米 郭郑 郑州市第七中学 11.20 中西部赛区

24 男子乙组 100米 冯浩然 吉林市第五中学 11.28 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乙组 200米 董昊鑫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1.87 东部赛区

2 男子乙组 200米 田致语 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 22.01 中西部赛区

3 男子乙组 200米 朱勇霖 浙江省永嘉第二高级中学 22.02 东部赛区

4 男子乙组 200米 钟才 成都市华阳中学 22.04 中西部赛区

5 男子乙组 200米 赵世豪 肥城市第三中学 22.08 东部赛区

6 男子乙组 200米 李家旺 成都市华阳中学 22.09 中西部赛区

7 男子乙组 200米 相夫瑞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2.16 东部赛区

8 男子乙组 200米 阳旭 重庆南开中学 22.32 中西部赛区

9 男子乙组 200米 黎伟翔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38 南部赛区

10 男子乙组 200米 张羿钊 湖南省怀化市第三中学 22.43 南部赛区

11 男子乙组 200米 刘硕元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22.47 北部赛区

12 男子乙组 200米 王玉钦 山东省郯城第二中学 22.49 东部赛区

13 男子乙组 200米 林铭豪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22.62 南部赛区

14 男子乙组 200米 陈俊达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22.70 中西部赛区

15 男子乙组 200米 胡海生 河南省实验中学 22.76 中西部赛区

16 男子乙组 200米 刘立兴 福建省闽清县第二中学 22.77 南部赛区

17 男子乙组 200米 梁浩林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22.79 南部赛区

18 男子乙组 200米 邓成晨 湖南省新田县第一中学 22.86 南部赛区

19 男子乙组 200米 王树鹏 新泰市第一中学北校 22.87 东部赛区

20 男子乙组 200米 郭华泉 湛江第一中学 22.87 南部赛区

21 男子乙组 200米 相铭涛 山东省兰陵县东苑高级中学 22.89 东部赛区

22 男子乙组 200米 胡松林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 22.90 中西部赛区

23 男子乙组 200米 翟旭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91 北部赛区

24 男子乙组 200米 冯飞扬 石家庄市第二十七中学 22.97 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乙组 400米 宋家辉 山东省莒县第一中学 48.53 东部赛区

2 男子乙组 400米 樊添瑞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 48.56 中西部赛区

3 男子乙组 400米 董昊鑫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48.70 东部赛区

4 男子乙组 400米 郭桐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48.77 南部赛区

5 男子乙组 400米 尹韬 湖南省新田县第一中学 48.79 南部赛区

6 男子乙组 400米 彭鸿栩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 49.38 中西部赛区

7 男子乙组 400米 李帅 成都市华阳中学 49.43 中西部赛区

8 男子乙组 400米 李柯源 湖南省嘉禾县第一中学 49.59 南部赛区

9 男子乙组 400米 包珉睿 浙江省温州中学 49.62 东部赛区

10 男子乙组 400米 穆珑戈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49.83 东部赛区

11 男子乙组 400米 刘云朗 北京顺义杨镇一中 49.96 北部赛区

12 男子乙组 400米 李杰 湖南省衡阳市第二中学 49.99 南部赛区

13 男子乙组 400米 钱昊彤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50.08 北部赛区

14 男子乙组 400米 秦正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50.22 东部赛区

15 男子乙组 400米 杨永鑫 衡水一中 50.61 北部赛区

16 男子乙组 400米 邹 诚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50.79 中西部赛区

17 男子乙组 400米 陈思源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50.89 中西部赛区

18 男子乙组 400米 郑驰宇 湖南省新田县第一中学 50.91 南部赛区

19 男子乙组 400米 王磊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51.15 北部赛区

20 男子乙组 400米 袁家荣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51.17 南部赛区

21 男子乙组 400米 贾浩飞 河南省实验中学 51.26 中西部赛区

22 男子乙组 400米 王虎 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 51.38 东部赛区

23 男子乙组 400米 詹笑天 北京顺义杨镇一中 51.50 北部赛区

24 男子乙组 400米 冯卓豫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51.56 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乙组 800米 秦正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1:57.20 东部赛区

2 男子乙组 800米 刘信诚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1:57.50 东部赛区

3 男子乙组 800米 沈未来 宁波中学 1:57.56 东部赛区

4 男子乙组 800米 刘正浩 郑州市第七中学 1:58.07 中西部赛区

5 男子乙组 800米 彭鸿栩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 1:58.63 中西部赛区

6 男子乙组 800米 欧阳凯 湖南省衡阳市第二中学 1:58.87 南部赛区

7 男子乙组 800米 邱春宏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1:59.66 中西部赛区

8 男子乙组 800米 肖邵志 湖南省娄底市第二中学 1:59.72 南部赛区

8 男子乙组 800米 李依聪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1:59.72 中西部赛区

10 男子乙组 800米 张宇轩 江苏省江都中学 2:00.36 东部赛区

11 男子乙组 800米 陈昊宇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01.06 东部赛区

12 男子乙组 800米 季帅澎 莒南县第三中学 2:01.31 东部赛区



13 男子乙组 800米 李柯源 湖南省嘉禾县第一中学 2:01.38 南部赛区

14 男子乙组 800米 蒋儒霖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 2:01.50 中西部赛区

15 男子乙组 800米 梁俊杰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2:01.94 中西部赛区

16 男子乙组 800米 张国傲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02.35 东部赛区

17 男子乙组 800米 梁植键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2:02.41 南部赛区

18 男子乙组 800米 刘嘉俊 中山纪念中学 2:02.44 南部赛区

19 男子乙组 800米 王飞虎 瓜州县第一中学 2:03.16 中西部赛区

20 男子乙组 800米 徐海冬 牡丹江市第四中学 2:03.46 北部赛区

21 男子乙组 800米 郭泽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2:03.74 北部赛区

22 男子乙组 800米 夏俊峰 吉林市第一中学 2:04.11 北部赛区

23 男子乙组 800米 李拓阳 甘肃省兰州市第六中学 2:04.71 中西部赛区

24 男子乙组 800米 许琦 长春市十一高中 2:04.76 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乙组 1500米 陈中平 河南省实验中学 4:05.49 中西部赛区

2 男子乙组 1500米 徐海冬 牡丹江市第四中学 4:06.23 北部赛区

3 男子乙组 1500米 吉胡布感 成都市华阳中学 4:08.29 中西部赛区

4 男子乙组 1500米 陈昊宇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4:08.76 东部赛区

5 男子乙组 1500米 张孜桐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4:08.79 东部赛区

6 男子乙组 1500米 欧先杰 嘉禾县第五中学 4:09.07 南部赛区

7 男子乙组 1500米 沈未来 宁波中学 4:09.37 东部赛区

8 男子乙组 1500米 白玮琦 郑州市第八中学 4:09.96 中西部赛区

9 男子乙组 1500米 王文慧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4:10.81 东部赛区

10 男子乙组 1500米 郭泽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4:10.97 北部赛区

11 男子乙组 1500米 周泽皓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4:11.64 中西部赛区

12 男子乙组 1500米 李雨骏 嘉禾县第五中学 4:11.70 南部赛区

13 男子乙组 1500米 谷盛涛 湖南省娄底市第二中学 4:11.89 南部赛区

14 男子乙组 1500米 宋菁潇 衡水一中 4:12.25 北部赛区

15 男子乙组 1500米 梁文政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4:12.31 南部赛区

16 男子乙组 1500米 许政 牡丹江市第四中学 4:13.09 北部赛区

17 男子乙组 1500米 岳晗炜 长沙市雅礼中学 4:13.29 南部赛区

18 男子乙组 1500米 苏坦 郑州市第八中学 4:13.67 中西部赛区

19 男子乙组 1500米 滕官廷 山东省平邑第一中学 4:13.86 东部赛区

20 男子乙组 1500米 杨宏远 长沙市长郡中学 4:14.13 南部赛区

21 男子乙组 1500米 肖邵志 湖南省娄底市第二中学 4:14.30 南部赛区

22 男子乙组 1500米 江新轩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4:14.37 东部赛区

23 男子乙组 1500米 刘世聪 蚌埠田家炳中学 4:14.68 东部赛区

24 男子乙组 1500米 匡瑞政 湖南省桂阳县第三中学 4:14.77 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乙组 3000米 陈中平 河南省实验中学 8:52.56 中西部赛区

2 男子乙组 3000米 白玮琦 郑州市第八中学 8:54.30 中西部赛区

3 男子乙组 3000米 刘信诚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8:56.83 东部赛区

4 男子乙组 3000米 苏坦 郑州市第八中学 9:02.09 中西部赛区

5 男子乙组 3000米 谷盛涛 湖南省娄底市第二中学 9:13.90 南部赛区

6 男子乙组 3000米 孟俊尧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9:14.91 中西部赛区

7 男子乙组 3000米 欧先杰 嘉禾县第五中学 9:15.27 南部赛区

8 男子乙组 3000米 黄云峰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 9:15.36 中西部赛区

9 男子乙组 3000米 王文慧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9:17.68 东部赛区

10 男子乙组 3000米 宋菁潇 衡水一中 9:18.65 北部赛区

11 男子乙组 3000米 刘恒鑫 山东省莒南县第四中学 9:20.50 东部赛区

12 男子乙组 3000米 王元勇 仁怀市第一中学 9:21.33 南部赛区

13 男子乙组 3000米 李明智 湖南省娄底市第二中学 9:21.39 南部赛区

14 男子乙组 3000米 王骏飞 北京顺义杨镇一中 9:22.89 北部赛区

15 男子乙组 3000米 吉胡布感 成都市华阳中学 9:26.58 中西部赛区

16 男子乙组 3000米 郑伟 河南省实验中学 9:27.22 中西部赛区

17 男子乙组 3000米 刘杨 山东省沂南县第二中学 9:27.58 东部赛区

18 男子乙组 3000米 梁昱 青岛市即墨区实验高级中学 9:27.61 东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乙组 110米栏 谭嘉炜 长沙市长郡中学 13.85 南部赛区

2 男子乙组 110米栏 王一贺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13.92 中西部赛区

3 男子乙组 110米栏 文清明 成都市华阳中学 14.12 中西部赛区

4 男子乙组 110米栏 魏海军 山东省莒南第一中学 14.22 东部赛区

5 男子乙组 110米栏 于绍泓 慈利县第一中学 14.27 南部赛区

6 男子乙组 110米栏 曾健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14.28 中西部赛区

7 男子乙组 110米栏 田文杰 山东省兰陵县东苑高级中学 14.32 东部赛区

8 男子乙组 110米栏 荆涛 四川省安岳实验中学 14.33 中西部赛区

9 男子乙组 110米栏 赖俊杰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14.41 中西部赛区

10 男子乙组 110米栏 梁舜炜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14.41 南部赛区

11 男子乙组 110米栏 田云龙 河南省实验中学 14.44 中西部赛区

12 男子乙组 110米栏 李楠 湖南省平江县第一中学 14.46 南部赛区

13 男子乙组 110米栏 陈冠宏 湛江市第二中学 14.48 南部赛区

14 男子乙组 110米栏 梁茗杰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14.55 南部赛区

15 男子乙组 110米栏 高华锴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14.56 中西部赛区

16 男子乙组 110米栏 高志伟 湛江第一中学 14.57 南部赛区

17 男子乙组 110米栏 赵晓童 山东省沂南县第二中学 14.60 东部赛区

18 男子乙组 110米栏 王艺达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14.63 北部赛区

19 男子乙组 110米栏 陈嘉烨 石家庄市第二十七中学 14.70 北部赛区



20 男子乙组 110米栏 艾亦澄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4.73 中西部赛区

21 男子乙组 110米栏 刘毅 山东省泰安第十九中学 14.84 东部赛区

22 男子乙组 110米栏 陈秋驹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14.89 东部赛区

23 男子乙组 110米栏 周俊 临泉县靖波中学 14.89 东部赛区

24 男子乙组 110米栏 刘志文 湖南省桃源县第一中学 14.90 南部赛区

25 男子乙组 110米栏 谭杰夫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14.79 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乙组 400米栏 刘云朗 北京顺义杨镇一中 54.83 北部赛区

2 男子乙组 400米栏 杨永鑫 衡水一中 55.02 北部赛区

3 男子乙组 400米栏 潘峰 长沙市明德中学 55.06 南部赛区

4 男子乙组 400米栏 吴小龙 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中学 55.17 北部赛区

5 男子乙组 400米栏 杜金泽 山东省济南第七中学 55.61 东部赛区

6 男子乙组 400米栏 冯瑞洋 成都市华阳中学 55.74 中西部赛区

7 男子乙组 400米栏 董晗 浙江省温州中学 55.86 东部赛区

8 男子乙组 400米栏 麦景豪 中山市第一中学 55.92 南部赛区

9 男子乙组 400米栏 段逸翔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56.15 南部赛区

10 男子乙组 400米栏 仲钦意 甘肃省定西市第一中学 56.22 中西部赛区

11 男子乙组 400米栏 辜泓毅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56.24 中西部赛区

12 男子乙组 400米栏 武雨泽 吉林市第一中学 56.61 北部赛区

13 男子乙组 400米栏 罗启佳 中山纪念中学 56.75 南部赛区

14 男子乙组 400米栏 李相辰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56.97 北部赛区

15 男子乙组 400米栏 王军盛 郑州市回民中学 57.45 中西部赛区

16 男子乙组 400米栏 曾令贤 长沙市雅礼中学 57.63 南部赛区

17 男子乙组 400米栏 张钧厚 吉林市第一中学 57.68 北部赛区

18 男子乙组 400米栏 李岳 平阴县第一中学 57.70 东部赛区

19 男子乙组 400米栏 刘子旭 河南省实验中学 57.72 中西部赛区

20 男子乙组 400米栏 谭嘉炜 长沙市长郡中学 57.75 南部赛区

21 男子乙组 400米栏 孙法坤 乌鲁木齐市第 101中学 57.95 中西部赛区

22 男子乙组 400米栏 田云龙 河南省实验中学 57.99 中西部赛区

23 男子乙组 400米栏 王磊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58.08 北部赛区

24 男子乙组 400米栏 刘畅 临沂第三中学 58.16 东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乙组跳高 赵家成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2.03 北部赛区

2 男子乙组跳高 贾骏琦 太原市外国语学校 2.01 中西部赛区

3 男子乙组跳高 蔡磊 湖南省株洲市第八中学 2.00 南部赛区

4 男子乙组跳高 周闯 武汉市第六中学 1.97 中西部赛区

5 男子乙组跳高 马铭阳 吉林市第一中学 1.95 北部赛区



5 男子乙组跳高 仉梓豪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1.95 中西部赛区

5 男子乙组跳高 司佳鑫 吉林省实验中学 1.95 北部赛区

8 男子乙组跳高 李智威 浙江省温州中学 1.94 东部赛区

9 男子乙组跳高 黄磊 宁波中学 1.92 东部赛区

9 男子乙组跳高 张雄杰 长沙市雅礼中学 1.92 南部赛区

9 男子乙组跳高 金子皓 湛江市第二中学 1.92 南部赛区

12 男子乙组跳高 陈雪健 天津北辰区华辰学校 1.91 北部赛区

12 男子乙组跳高 谷雨涛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1.91 中西部赛区

12 男子乙组跳高 耿俊威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 1.91 中西部赛区

12 男子乙组跳高 李海洋 新乡市第二中学 1.91 中西部赛区

12 男子乙组跳高 张嘉辉 郑州市回民中学 1.91 中西部赛区

17 男子乙组跳高 李自得 上海市大同中学 1.89 东部赛区

17 男子乙组跳高 谭百康 广东实验中学 1.89 南部赛区

17 男子乙组跳高 王栩彬 湛江市第二中学 1.89 南部赛区

17 男子乙组跳高 刘佳兴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1.89 中西部赛区

17 男子乙组跳高 宋峙谚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1.89 中西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乙组跳远 吴国航 成都市华阳中学 7.40 中西部赛区

2 男子乙组跳远 张中政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6.96 中西部赛区

3 男子乙组跳远 杨锦程 长沙市雅礼中学 6.93 南部赛区

3 男子乙组跳远 邝政坤 湖南省嘉禾县第一中学 6.93 南部赛区

5 男子乙组跳远 熊健诚 广东实验中学 6.86 南部赛区

6 男子乙组跳远 曹智 湖南省永兴县第一中学 6.84 南部赛区

7 男子乙组跳远 文清明 成都市华阳中学 6.79 中西部赛区

8 男子乙组跳远 孙文龙 肥城市第三中学 6.78 东部赛区

9 男子乙组跳远 张起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6.77 东部赛区

10 男子乙组跳远 杨家豪 河南省实验中学 6.70 中西部赛区

11 男子乙组跳远 石坤 湖南省张家界市第一中学 6.67 南部赛区

12 男子乙组跳远 梁澳 枣庄市第三中学 6.66 东部赛区

13 男子乙组跳远 罗鑫灿 浏阳市第一中学 6.64 南部赛区

14 男子乙组跳远 王泽鑫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6.62 中西部赛区

15 男子乙组跳远 陈祥昭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6.60 中西部赛区

16 男子乙组跳远 程学震 沂源县第一中学 6.58 东部赛区

17 男子乙组跳远 余航 浙江省温州中学 6.57 东部赛区

18 男子乙组跳远 孙玮 衡水一中 6.56 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乙组三级跳远 石坤 湖南省张家界市第一中学 15.23 南部赛区



2 男子乙组三级跳远 张中政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14.99 中西部赛区

3 男子乙组三级跳远 孙玮 衡水一中 14.64 北部赛区

4 男子乙组三级跳远 马毓廷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4.48 北部赛区

5 男子乙组三级跳远 王泽鑫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14.45 中西部赛区

6 男子乙组三级跳远 李楠 湖南省平江县第一中学 14.44 南部赛区

7 男子乙组三级跳远 罗睿喆 河南省实验中学 14.35 中西部赛区

8 男子乙组三级跳远 熊健谦 广州市玉岩中学 14.30 南部赛区

9 男子乙组三级跳远 黎金灿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14.29 南部赛区

10 男子乙组三级跳远 张时瑀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14.18 东部赛区

11 男子乙组三级跳远 余航 浙江省温州中学 14.12 东部赛区

12 男子乙组三级跳远 邝政坤 湖南省嘉禾县第一中学 14.10 南部赛区

13 男子乙组三级跳远 沈秀绅 山东省郯城第一中学 14.09 东部赛区

13 男子乙组三级跳远 张起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14.09 东部赛区

15 男子乙组三级跳远 梁澳 枣庄市第三中学 14.08 东部赛区

16 男子乙组三级跳远 李怀远 山东省郯城第一中学 14.04 东部赛区

17 男子乙组三级跳远 王朝苇 衡水一中 14.00 北部赛区

17 男子乙组三级跳远 朱博义 长沙市长郡中学 14.00 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乙组铅球(5公斤) 程志涛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03 北部赛区

2 男子乙组铅球(5公斤) 于鑫鹏 乌鲁木齐市第十九中学 17.84 中西部赛区

3 男子乙组铅球(5公斤) 赵艺 临泉县靖波中学 17.33 东部赛区

4 男子乙组铅球(5公斤) 陈鹏洲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17.08 东部赛区

5 男子乙组铅球(5公斤) 郭思帆 石家庄市第二十七中学 17.03 北部赛区

6 男子乙组铅球(5公斤) 吕鑫豪 山东省沂南县第二中学 16.84 东部赛区

7 男子乙组铅球(5公斤) 陈杰 山东省沂南县第二中学 16.66 东部赛区

8 男子乙组铅球(5公斤) 陈怡然 山东省平邑第一中学 16.30 东部赛区

9 男子乙组铅球(5公斤) 郑格挺 浙江省缙云中学 16.28 东部赛区

10 男子乙组铅球(5公斤) 李庆宇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16.18 南部赛区

11 男子乙组铅球(5公斤) 邬之赫 湖南省娄底市第一中学 16.13 南部赛区

12 男子乙组铅球(5公斤) 寇骏杰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15.97 中西部赛区

13 男子乙组铅球(5公斤) 赵子贺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 15.84 中西部赛区

14 男子乙组铅球(5公斤) 于远志 大连市红旗高级中学 15.82 北部赛区

15 男子乙组铅球(5公斤) 芦皓轩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 15.58 中西部赛区

16 男子乙组铅球(5公斤) 申家伟 衡水一中 15.45 北部赛区

17 男子乙组铅球(5公斤) 杨成林 淄博市淄川中学 15.43 东部赛区

18 男子乙组铅球(5公斤) 肖煌波 湖南省娄底市第一中学 15.38 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乙组铁饼(1.5公斤) 许家兴 石家庄市第二十七中学 54.90 北部赛区

2 男子乙组铁饼(1.5公斤) 乔鸿宇 巴彦淖尔市体校 54.02 北部赛区

3 男子乙组铁饼(1.5公斤) 唐健 乌鲁木齐市第十九中学 52.42 中西部赛区

4 男子乙组铁饼(1.5公斤) 罗星宇 四川省安岳实验中学 51.82 中西部赛区

5 男子乙组铁饼(1.5公斤) 陈战胜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51.78 中西部赛区

6 男子乙组铁饼(1.5公斤) 赵子贺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 50.15 中西部赛区

7 男子乙组铁饼(1.5公斤) 张东辉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49.54 东部赛区

8 男子乙组铁饼(1.5公斤) 杨子鑫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48.73 南部赛区

9 男子乙组铁饼(1.5公斤) 唐宇杰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48.10 南部赛区

10 男子乙组铁饼(1.5公斤) 仇方禺 山东省济南第七中学 48.06 东部赛区

11 男子乙组铁饼(1.5公斤) 芦皓轩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 47.66 中西部赛区

12 男子乙组铁饼(1.5公斤) 邬之赫 湖南省娄底市第一中学 47.61 南部赛区

13 男子乙组铁饼(1.5公斤) 昝洪鲲 天津北辰区华辰学校 47.48 北部赛区

14 男子乙组铁饼(1.5公斤) 李翰钰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47.03 东部赛区

15 男子乙组铁饼(1.5公斤) 赵金程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46.88 中西部赛区

16 男子乙组铁饼(1.5公斤) 薛钧 吉林省实验中学 46.87 北部赛区

17 男子乙组铁饼(1.5公斤) 郑格挺 浙江省缙云中学 46.18 东部赛区

18 男子乙组铁饼(1.5公斤) 孙鹏飞 临沂第三中学 44.59 东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乙组标枪(700克) 王博涵 石家庄市第二十七中学 64.83 北部赛区

2 男子乙组标枪(700克) 李红 成都市华阳中学 61.27 中西部赛区

3 男子乙组标枪(700克) 谢成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60.77 中西部赛区

4 男子乙组标枪(700克) 赵劼 四川省双流棠湖中学 60.58 中西部赛区

5 男子乙组标枪(700克) 王业桐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59.52 中西部赛区

6 男子乙组标枪(700克) 刘佳兴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56.33 中西部赛区

7 男子乙组标枪(700克) 向阳 湖南省张家界市第一中学 53.31 南部赛区

8 男子乙组标枪(700克) 周丁凡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52.71 南部赛区

9 男子乙组标枪(700克) 周颖悟 湖南省娄底市第二中学 52.69 南部赛区

10 男子乙组标枪(700克) 杜偲 湖南省娄底市第一中学 51.61 南部赛区

11 男子乙组标枪(700克) 余顺军 宁乡市第四高级中学 50.58 南部赛区

12 男子乙组标枪(700克) 曹建军 巴彦淖尔市体校 50.56 北部赛区

13 男子乙组标枪(700克) 胡瑞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50.35 中西部赛区

14 男子乙组标枪(700克) 吕佳伟 牡丹江市第四中学 50.09 北部赛区

15 男子乙组标枪(700克) 戴广辉 天津北辰区华辰学校 47.66 北部赛区

16 男子乙组标枪(700克) 臧立浩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47.65 东部赛区

17 男子乙组标枪(700克) 李仕康 青岛市即墨区实验高级中学 46.81 东部赛区

18 男子乙组标枪(700克) 蔡宇豪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第一中学 46.16 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成都市华阳中学 成都市华阳中学 41.47 中西部赛区

2 男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42.24 南部赛区

3 男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42.48 东部赛区

4 男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42.78 中西部赛区

5 男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42.98 东部赛区

6 男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石家庄市第二十七中学 石家庄市第二十七中学 43.13 北部赛区

7 男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43.17 中西部赛区

8 男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浏阳市第一中学 浏阳市第一中学 43.26 南部赛区

9 男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43.30 中西部赛区

10 男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河南省实验中学 河南省实验中学 43.39 中西部赛区

11 男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43.65 东部赛区

12 男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重庆南开中学 重庆南开中学 43.66 中西部赛区

13 男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湛江市第二中学 湛江市第二中学 43.72 南部赛区

14 男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吉林市第一中学 吉林市第一中学 43.81 北部赛区

15 男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43.84 东部赛区

16 男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长沙市明德中学 长沙市明德中学 43.91 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男子乙组 4x400米接力 成都市华阳中学 成都市华阳中学 3:22.80 中西部赛区

2 男子乙组 4x400米接力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3:23.41 东部赛区

3 男子乙组 4x400米接力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3:24.84 东部赛区

4 男子乙组 4x400米接力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3:25.11 东部赛区

5 男子乙组 4x400米接力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3:25.34 南部赛区

6 男子乙组 4x400米接力 郑州市回民中学 郑州市回民中学 3:26.57 中西部赛区

7 男子乙组 4x400米接力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3:27.41 中西部赛区

8 男子乙组 4x400米接力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3:27.74 南部赛区

9 男子乙组 4x400米接力 吉林市第一中学 吉林市第一中学 3:28.00 北部赛区

10 男子乙组 4x400米接力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3:28.86 北部赛区

11 男子乙组 4x400米接力 江苏省江都中学 江苏省江都中学 3:29.28 东部赛区

12 男子乙组 4x400米接力 河南省实验中学 河南省实验中学 3:29.90 中西部赛区

13 男子乙组 4x400米接力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3:30.22 中西部赛区

14 男子乙组 4x400米接力 湛江市第二中学 湛江市第二中学 3:30.31 南部赛区

15 男子乙组 4x400米接力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3:30.87 北部赛区

16 男子乙组 4x400米接力 长沙市明德中学 长沙市明德中学 3:32.17 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乙组 100米 张弘艺 长沙市长郡中学 11.91 南部赛区

2 女子乙组 100米 罗璇 湖南省衡阳市第二中学 12.09 南部赛区



3 女子乙组 100米 吴烁桢 成都市华阳中学 12.24 中西部赛区

4 女子乙组 100米 邓雍 长沙市雅礼中学 12.26 南部赛区

5 女子乙组 100米 周馨怡 长沙市长郡中学 12.28 南部赛区

6 女子乙组 100米 黄家蕗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第一中学 12.42 南部赛区

7 女子乙组 100米 石清萍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12.42 中西部赛区

8 女子乙组 100米 余思燕 重庆南开中学 12.43 中西部赛区

9 女子乙组 100米 黄诗瑶 武汉市第六中学 12.45 中西部赛区

10 女子乙组 100米 黄歆茹 浙江省舟山中学 12.46 东部赛区

11 女子乙组 100米 刘佳宁 长沙市周南中学 12.48 南部赛区

12 女子乙组 100米 朱晨曦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12.52 中西部赛区

13 女子乙组 100米 王佳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12.58 中西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 100米 张奥萱 山东省兰陵县东苑高级中学 12.62 东部赛区

15 女子乙组 100米 张芷叶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2.65 南部赛区

16 女子乙组 100米 孔璐 山东省邹城市实验中学 12.67 东部赛区

17 女子乙组 100米 朱芳林 长沙市雅礼中学 12.68 南部赛区

18 女子乙组 100米 张俊旗 山东省泰安第四中学 12.68 东部赛区

19 女子乙组 100米 付婷婷 重庆南开中学 12.70 中西部赛区

20 女子乙组 100米 隋金娣 山东省郯城第一中学 12.73 东部赛区

21 女子乙组 100米 杨明晏 四川省双流棠湖中学 12.74 中西部赛区

22 女子乙组 100米 马梦鑫 潍坊中学 12.76 东部赛区

23 女子乙组 100米 崔馨月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2.78 北部赛区

24 女子乙组 100米 刘纪彩 山东省莒县第一中学 12.88 东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乙组 200米 罗璇 湖南省衡阳市第二中学 24.95 南部赛区

2 女子乙组 200米 陈晓宜 广州市玉岩中学 25.05 南部赛区

3 女子乙组 200米 杨中 益阳市第六中学 25.54 南部赛区

4 女子乙组 200米 姜汝星 湖南省娄底市第二中学 25.60 南部赛区

5 女子乙组 200米 杨海燕 湛江第一中学 25.65 南部赛区

6 女子乙组 200米 刘佳宁 长沙市周南中学 25.69 南部赛区

7 女子乙组 200米 黄歆茹 浙江省舟山中学 25.77 东部赛区

8 女子乙组 200米 张惠敏 福建省闽清县第一中学 25.91 南部赛区

9 女子乙组 200米 石清萍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25.98 中西部赛区

10 女子乙组 200米 邵炜昕 青岛市即墨区实验高级中学 25.99 东部赛区

11 女子乙组 200米 孙卓然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26.00 中西部赛区

12 女子乙组 200米 孙涵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6.11 东部赛区

13 女子乙组 200米 黄诗瑶 武汉市第六中学 26.14 中西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 200米 朱晨曦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26.18 中西部赛区

15 女子乙组 200米 孔璐 山东省邹城市实验中学 26.20 东部赛区

16 女子乙组 200米 张稀竺 重庆市实验中学校 26.26 中西部赛区



17 女子乙组 200米 余思燕 重庆南开中学 26.39 中西部赛区

18 女子乙组 200米 张俊旗 山东省泰安第四中学 26.46 东部赛区

19 女子乙组 200米 吕濛怡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26.53 北部赛区

20 女子乙组 200米 孙影春 北京八中 26.54 北部赛区

21 女子乙组 200米 马梦鑫 潍坊中学 26.58 东部赛区

22 女子乙组 200米 钱雅莉 浙江省杭州第四中学 26.66 东部赛区

23 女子乙组 200米 黄静 石家庄市第二十七中学 26.73 北部赛区

24 女子乙组 200米 李佳凝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26.87 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乙组 400米 饶欣雨 浙江省舟山中学 56.53 东部赛区

2 女子乙组 400米 陈晓宜 广州市玉岩中学 57.02 南部赛区

3 女子乙组 400米 姜汝星 湖南省娄底市第二中学 57.20 南部赛区

4 女子乙组 400米 周思怡 湖南省娄底市第三中学 57.83 南部赛区

5 女子乙组 400米 郑昕杰 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 57.99 中西部赛区

6 女子乙组 400米 张稀竺 重庆市实验中学校 58.05 中西部赛区

7 女子乙组 400米 雷钰铃 清远市清新区第一中学 58.46 南部赛区

8 女子乙组 400米 蒋梓鹤 长沙市雅礼中学 58.79 南部赛区

9 女子乙组 400米 李玟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58.86 中西部赛区

10 女子乙组 400米 李馨怡 四川双流中学 59.38 中西部赛区

11 女子乙组 400米 颜盈盈 浙江省温州中学 59.49 东部赛区

12 女子乙组 400米 孙涵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59.58 东部赛区

13 女子乙组 400米 唐佳 长沙市周南中学 59.62 南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 400米 冉灵灵 郑州市第八中学 59.65 中西部赛区

15 女子乙组 400米 潘李丹 浙江省温州中学 59.69 东部赛区

16 女子乙组 400米 彭胜雯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59.79 中西部赛区

17 女子乙组 400米 易天君 武汉市第三中学 59.89 中西部赛区

18 女子乙组 400米 邵炜昕 青岛市即墨区实验高级中学 1:00.03 东部赛区

19 女子乙组 400米 金思婕 湖南省娄底市第三中学 1:00.11 南部赛区

20 女子乙组 400米 李彩霞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1:00.29 北部赛区

21 女子乙组 400米 李宇飞 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 1:00.62 东部赛区

22 女子乙组 400米 周雨萌 长沙市雅礼中学 1:00.78 南部赛区

23 女子乙组 400米 隋金娣 山东省郯城第一中学 1:00.95 东部赛区

24 女子乙组 400米 孙影春 北京八中 1:01.13 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乙组 800米 饶欣雨 浙江省舟山中学 2:18.06 东部赛区

2 女子乙组 800米 桂如意 合肥市第三十八中学 2:19.80 东部赛区

3 女子乙组 800米 刘薇依 衡水一中 2:20.84 北部赛区



4 女子乙组 800米 汪咨言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2:22.79 东部赛区

5 女子乙组 800米 颜黎 澧县第一中学 2:22.86 南部赛区

6 女子乙组 800米 冯琳茹 郑州市第八中学 2:23.56 中西部赛区

7 女子乙组 800米 冉灵灵 郑州市第八中学 2:23.77 中西部赛区

8 女子乙组 800米 潘李丹 浙江省温州中学 2:24.08 东部赛区

9 女子乙组 800米 余胜辉 湖南省平江县第一中学 2:24.52 南部赛区

10 女子乙组 800米 金思婕 湖南省娄底市第三中学 2:24.63 南部赛区

11 女子乙组 800米 宋佳林 湖南省娄底市第三中学 2:25.29 南部赛区

12 女子乙组 800米 白冰雪 河南省实验中学 2:25.51 中西部赛区

13 女子乙组 800米 时磊娜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2:25.94 东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 800米 李雯琪 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 2:26.04 中西部赛区

15 女子乙组 800米 易天君 武汉市第三中学 2:26.24 中西部赛区

16 女子乙组 800米 雷钰铃 清远市清新区第一中学 2:26.28 南部赛区

17 女子乙组 800米 许力丹 重庆市实验中学校 2:26.30 中西部赛区

18 女子乙组 800米 毛玥 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 2:26.46 东部赛区

19 女子乙组 800米 许嘉霖 河南省实验中学 2:26.67 中西部赛区

20 女子乙组 800米 马文馨 郑州市第七中学 2:26.79 中西部赛区

21 女子乙组 800米 任雨晴 澧县第一中学 2:27.02 南部赛区

22 女子乙组 800米 李彩霞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2:28.01 北部赛区

23 女子乙组 800米 李翠 浏阳市第一中学 2:28.25 南部赛区

24 女子乙组 800米 斯琴格日乐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2:28.28 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乙组 1500米 周银香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4:43.04 南部赛区

2 女子乙组 1500米 冯琳茹 郑州市第八中学 4:45.65 中西部赛区

3 女子乙组 1500米 白冰雪 河南省实验中学 4:47.46 中西部赛区

4 女子乙组 1500米 桂如意 合肥市第三十八中学 4:50.86 东部赛区

5 女子乙组 1500米 刘薇依 衡水一中 4:51.69 北部赛区

6 女子乙组 1500米 鲁鑫宇 湖南省桃源县第一中学 4:51.88 南部赛区

7 女子乙组 1500米 李金萍 泉州聚龙外国语学校 4:53.23 南部赛区

8 女子乙组 1500米 熊思思 湖南省张家界市第一中学 4:53.85 南部赛区

9 女子乙组 1500米 李雯琪 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 4:54.75 中西部赛区

10 女子乙组 1500米 王希文 北京顺义杨镇一中 4:56.52 北部赛区

11 女子乙组 1500米 李韵诗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4:57.08 中西部赛区

12 女子乙组 1500米 李明睿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4:57.40 东部赛区

13 女子乙组 1500米 赵瑶瑶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4:57.49 东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 1500米 黄芬 湖南省嘉禾县第一中学 4:58.23 南部赛区

15 女子乙组 1500米 刘丽美 邢台市第一中学 4:58.60 北部赛区

16 女子乙组 1500米 许力丹 重庆市实验中学校 4:59.85 中西部赛区

17 女子乙组 1500米 吴慧敏 长沙市长郡中学 4:59.98 南部赛区



18 女子乙组 1500米 曹诗颖 湖南省桂阳县第三中学 5:00.45 南部赛区

19 女子乙组 1500米 毛玥 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 5:00.71 东部赛区

20 女子乙组 1500米 李翠 浏阳市第一中学 5:00.81 南部赛区

21 女子乙组 1500米 唐巧 湖南省武冈市第二中学 5:01.69 南部赛区

22 女子乙组 1500米 郑敏乐 浙江省缙云中学 5:01.94 东部赛区

23 女子乙组 1500米 胡财蔚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5:03.98 中西部赛区

24 女子乙组 1500米 陶瑞 湖南省桃江县第一中学 5:04.29 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乙组 3000米 周银香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10:19.85 南部赛区

2 女子乙组 3000米 熊思思 湖南省张家界市第一中学 10:32.52 南部赛区

3 女子乙组 3000米 唐巧 湖南省武冈市第二中学 10:51.34 南部赛区

4 女子乙组 3000米 汪素雅 郑州市第八中学 10:54.20中西部赛区

5 女子乙组 3000米 喻嘉欣 宁乡市第四高级中学 10:54.41 南部赛区

6 女子乙组 3000米 曹诗颖 湖南省桂阳县第三中学 10:55.24 南部赛区

7 女子乙组 3000米 李明睿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0:55.31 东部赛区

8 女子乙组 3000米 王希文 北京顺义杨镇一中 10:56.96 北部赛区

9 女子乙组 3000米 李韵诗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10:58.85中西部赛区

10 女子乙组 3000米 李金萍 泉州聚龙外国语学校 10:59.88 南部赛区

11 女子乙组 3000米 赵文腾 青岛市即墨区实验高级中学 11:05.53 东部赛区

12 女子乙组 3000米 许力刈 重庆市实验中学校 11:05.81中西部赛区

13 女子乙组 3000米 吴慧敏 长沙市长郡中学 11:08.88 南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 3000米 陶瑞 湖南省桃江县第一中学 11:14.47 南部赛区

15 女子乙组 3000米 刘涵宇 湖南省桃源县第一中学 11:16.18 南部赛区

16 女子乙组 3000米 时磊娜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11:18.49 东部赛区

17 女子乙组 3000米 谭鑫焱 重庆市实验中学校 11:19.22中西部赛区

18 女子乙组 3000米 柴雨芬 运城市康杰中学 11:20.06中西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乙组 100米栏 钟小丽 成都市华阳中学 13.88 中西部赛区

2 女子乙组 100米栏 郭之钰 慈利县第一中学 14.09 南部赛区

3 女子乙组 100米栏 申雯 长沙市雅礼中学 14.24 南部赛区

4 女子乙组 100米栏 雷佳仪 重庆南开中学 14.26 中西部赛区

5 女子乙组 100米栏 刘祖昕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14.48 中西部赛区

6 女子乙组 100米栏 陈琳 武汉市第六中学 14.61 中西部赛区

7 女子乙组 100米栏 谭雯心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14.85 中西部赛区

8 女子乙组 100米栏 刘章琪 长沙市长郡中学 14.87 南部赛区

9 女子乙组 100米栏 鲁欣悦 安徽省南陵中学 14.87 东部赛区

10 女子乙组 100米栏 马樱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4.92 中西部赛区



11 女子乙组 100米栏 师桐 石家庄市第二十七中学 14.95 北部赛区

12 女子乙组 100米栏 夏艺予 长郡双语实验中学 14.98 南部赛区

13 女子乙组 100米栏 魏华凝 北京顺义杨镇一中 14.99 北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 100米栏 李雨涵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15.04 北部赛区

15 女子乙组 100米栏 姜文英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15.14 南部赛区

16 女子乙组 100米栏 周 丽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15.16 中西部赛区

17 女子乙组 100米栏 方可意 浙江省温州中学 15.17 东部赛区

18 女子乙组 100米栏 郑淑文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15.20 中西部赛区

19 女子乙组 100米栏 吕灵 海南华侨中学 15.22 南部赛区

20 女子乙组 100米栏 昌叙彤 吉林省实验中学 15.23 北部赛区

21 女子乙组 100米栏 罗晶晶 三亚市第一中学 15.35 南部赛区

22 女子乙组 100米栏 孙凡媛 浙江省舟山中学 15.63 东部赛区

23 女子乙组 100米栏 王馨毅 山东省淄博第五中学 15.86 东部赛区

24 女子乙组 100米栏 俞嘉丽 浙江省杭州第四中学 15.99 东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乙组 400米栏 郑昕杰 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 1:02.22 中西部赛区

2 女子乙组 400米栏 熊瑛琦 长沙市雅礼中学 1:03.27 南部赛区

3 女子乙组 400米栏 刘章琪 长沙市长郡中学 1:04.04 南部赛区

4 女子乙组 400米栏 魏华凝 北京顺义杨镇一中 1:04.70 北部赛区

5 女子乙组 400米栏 陈琳 武汉市第六中学 1:04.93 中西部赛区

6 女子乙组 400米栏 陈杨静 石家庄市第二十七中学 1:05.02 北部赛区

7 女子乙组 400米栏 陈柯燕 兵团二中 1:05.22 中西部赛区

8 女子乙组 400米栏 朱旭锦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1:05.52 东部赛区

9 女子乙组 400米栏 姜艳丽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1:05.91 东部赛区

10 女子乙组 400米栏 罗启露 三亚市第一中学 1:05.99 南部赛区

11 女子乙组 400米栏 雷佳仪 重庆南开中学 1:06.33 中西部赛区

12 女子乙组 400米栏 付俊 益阳市第十六中学 1:06.41 南部赛区

13 女子乙组 400米栏 文艳敏 长沙市明德中学 1:07.09 南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 400米栏 王彬玮 宁波中学 1:07.10 东部赛区

15 女子乙组 400米栏 冯乐聆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1:07.26 东部赛区

16 女子乙组 400米栏 谭茜予 湖南省株洲市第二中学 1:07.44 南部赛区

17 女子乙组 400米栏 王洋洋 吉林市第一中学 1:07.52 北部赛区

18 女子乙组 400米栏 符鲜汤 三亚市第一中学 1:07.57 南部赛区

19 女子乙组 400米栏 李欣雨 重庆市辅仁中学校 1:07.64 中西部赛区

20 女子乙组 400米栏 杨思佳 浙江省温州中学 1:07.75 东部赛区

21 女子乙组 400米栏 郑淑文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1:08.22 中西部赛区

22 女子乙组 400米栏 贺美琳 重庆市实验中学校 1:08.38 中西部赛区

23 女子乙组 400米栏 周之贻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1:08.43 中西部赛区

24 女子乙组 400米栏 赵洁 亳州市第三完全中学 1:10.49 东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甲组跳高 徐乐彤 浙江省舟山中学 1.75 东部赛区

2 女子甲组跳高 姬颖慧 肥城市第六高级中学 1.66 东部赛区

3 女子甲组跳高 林茹婷 浙江省温州中学 1.63 东部赛区

4 女子甲组跳高 孙惠珺 章丘中学 1.60 东部赛区

5 女子甲组跳高 何燕 重庆市字水中学 1.56 中西部赛区

5 女子甲组跳高 王伟佳 衡水一中 1.56 北部赛区

7 女子甲组跳高 卢阁 临沂第三中学 1.52 东部赛区

8 女子甲组跳高 杨文秀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1.50 中西部赛区

9 女子甲组跳高 沈昱彤 吉林市第一中学 1.45 北部赛区

10 女子甲组跳高 刘媛媛 山东省济南莱芜第一中学 1.43 东部赛区

10 女子甲组跳高 俞倪可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1.43 东部赛区

12 女子甲组跳高 陈曦 吉林市第一中学 1.40 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乙组跳远 罗明慧子 武汉市第六中学 5.79 中西部赛区

2 女子乙组跳远 丁雅彤 浙江省杭州第四中学 5.74 东部赛区

3 女子乙组跳远 周君桦 中山市第一中学 5.55 南部赛区

4 女子乙组跳远 杨晨萌 长郡双语实验中学 5.54 南部赛区

5 女子乙组跳远 崔馨月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5.50 北部赛区

6 女子乙组跳远 任蕊 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中学 5.49 北部赛区

7 女子乙组跳远 田楠 郴州市第三中学 5.46 南部赛区

8 女子乙组跳远 周静 费县第一中学 5.43 东部赛区

9 女子乙组跳远 王衍琴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5.42 东部赛区

10 女子乙组跳远 张雨潇 湖南省株洲市第五中学 5.41 南部赛区

11 女子乙组跳远 冯钰佳 北京顺义杨镇一中 5.40 北部赛区

11 女子乙组跳远 鲁欣悦 安徽省南陵中学 5.40 东部赛区

13 女子乙组跳远 刘佳玲 成都市华阳中学 5.34 中西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跳远 张文谊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5.32 北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跳远 毕雅倩 山东省济南第七中学 5.32 东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跳远 谢雨轩 浙江省舟山中学 5.32 东部赛区

17 女子乙组跳远 陈麒宇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5.29 中西部赛区

18 女子乙组跳远 何美漫 广州市玉岩中学 5.27 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乙组三级跳远 肖杨 四川成都华西中学 12.65 中西部赛区

2 女子乙组三级跳远 任蕊 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中学 12.34 北部赛区



3 女子乙组三级跳远 田楠 郴州市第三中学 12.27 南部赛区

4 女子乙组三级跳远 罗明慧子 武汉市第六中学 12.21 中西部赛区

5 女子乙组三级跳远 丁雅彤 浙江省杭州第四中学 12.09 东部赛区

5 女子乙组三级跳远 周君桦 中山市第一中学 12.09 南部赛区

7 女子乙组三级跳远 郑泓贤 湛江市第二中学 12.02 南部赛区

8 女子乙组三级跳远 叶伟静 浙江省缙云中学 12.00 东部赛区

8 女子乙组三级跳远 海静怡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 12.00 中西部赛区

10 女子乙组三级跳远 安楠 河南省实验中学 11.91 中西部赛区

10 女子乙组三级跳远 孙晓宇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11.91 南部赛区

12 女子乙组三级跳远 刘佳玲 成都市华阳中学 11.83 中西部赛区

13 女子乙组三级跳远 耿家齐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1.70 东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三级跳远 王雨诺 石家庄市第二十七中学 11.63 北部赛区

15 女子乙组三级跳远 吴梦思 湖南省桃源县第一中学 11.62 南部赛区

16 女子乙组三级跳远 王衍琴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11.61 东部赛区

17 女子乙组三级跳远 蔡唯 宁波中学 11.59 东部赛区

18 女子乙组三级跳远 刘秋月 武汉市第六中学 11.58 中西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乙组铅球(3公斤) 刘卓菱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14.95 南部赛区

1 女子乙组铅球(3公斤) 李祯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14.95 南部赛区

3 女子乙组铅球(3公斤) 李冉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14.86 北部赛区

4 女子乙组铅球(3公斤) 刘鑫琪 四川双流中学 14.58 中西部赛区

5 女子乙组铅球(3公斤) 文苑力 新乡市第二中学 14.45 中西部赛区

6 女子乙组铅球(3公斤) 周超然 山东省金乡县第一中学 14.38 东部赛区

7 女子乙组铅球(3公斤) 袁慧 湖南省桃源县第一中学 13.93 南部赛区

8 女子乙组铅球(3公斤) 赵爽爽 肥城市丘明中学 13.86 东部赛区

9 女子乙组铅球(3公斤) 万晴晴 青岛市即墨区实验高级中学 13.82 东部赛区

10 女子乙组铅球(3公斤) 宋怡然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13.76 北部赛区

11 女子乙组铅球(3公斤) 陈佳莹 吉林省实验中学 13.65 北部赛区

12 女子乙组铅球(3公斤) 马晓璇 兵团二中 13.63 中西部赛区

13 女子乙组铅球(3公斤) 李艾霖 乌鲁木齐市第十九中学 13.30 中西部赛区

13 女子乙组铅球(3公斤) 马丽婷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13.30 中西部赛区

15 女子乙组铅球(3公斤) 毛淑萍 浙江省缙云中学 13.21 东部赛区

16 女子乙组铅球(3公斤) 李文文 兵团二中 13.09 中西部赛区

17 女子乙组铅球(3公斤) 吴雨芝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 13.05 中西部赛区

18 女子乙组铅球(3公斤) 李薇琪 合肥市第三十八中学 12.91 东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乙组铁饼(1公斤) 李佳琪 乌鲁木齐市第十九中学 43.30 中西部赛区



2 女子乙组铁饼(1公斤) 李艾霖 乌鲁木齐市第十九中学 42.24 中西部赛区

3 女子乙组铁饼(1公斤) 谷晶晶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42.75 南部赛区

4 女子乙组铁饼(1公斤) 毛淑萍 浙江省缙云中学 41.49 东部赛区

5 女子乙组铁饼(1公斤) 刘鑫琪 四川双流中学 40.69 中西部赛区

6 女子乙组铁饼(1公斤) 王嘉莹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40.40 北部赛区

7 女子乙组铁饼(1公斤) 胡晓彤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中学 39.84 北部赛区

8 女子乙组铁饼(1公斤) 吴雨芝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 39.75 中西部赛区

9 女子乙组铁饼(1公斤) 段圣娟 临沭第二中学 38.29 东部赛区

10 女子乙组铁饼(1公斤) 曹诚 郴州市第三中学 37.52 南部赛区

11 女子乙组铁饼(1公斤) 刘圆圆 慈利县第一中学 37.12 南部赛区

12 女子乙组铁饼(1公斤) 谢靖 四川双流中学 36.75 中西部赛区

13 女子乙组铁饼(1公斤) 庞皓月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中学 36.53 北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铁饼(1公斤) 吴欣恒 章丘中学 36.17 东部赛区

15 女子乙组铁饼(1公斤) 袁慧 湖南省桃源县第一中学 35.99 南部赛区

16 女子乙组铁饼(1公斤) 李昊淼 天津北辰区华辰学校 35.97 北部赛区

17 女子乙组铁饼(1公斤) 荆宝怡 长春市十一高中 35.36 北部赛区

18 女子乙组铁饼(1公斤) 支宁宁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34.68 东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乙组标枪(500克) 范雨欣 四川省双流棠湖中学 51.24 中西部赛区

2 女子乙组标枪(500克) 王虹程 四川省双流棠湖中学 47.31 中西部赛区

3 女子乙组标枪(500克) 龚玉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 47.13 中西部赛区

4 女子乙组标枪(500克) 杨冰洁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42.56 南部赛区

5 女子乙组标枪(500克) 钱子琪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41.86 中西部赛区

6 女子乙组标枪(500克) 刘圆圆 慈利县第一中学 41.74 南部赛区

7 女子乙组标枪(500克) 沈丽 枣庄市第一中学 39.98 东部赛区

8 女子乙组标枪(500克) 李阳 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 39.97 中西部赛区

9 女子乙组标枪(500克) 闫齐齐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 39.12 中西部赛区

10 女子乙组标枪(500克) 黄思思 三亚市第一中学 37.88 南部赛区

11 女子乙组标枪(500克) 屈鸣 湖南省张家界市第一中学 37.72 南部赛区

12 女子乙组标枪(500克) 王倩 湖南省怀化市第五中学 35.44 南部赛区

13 女子乙组标枪(500克) 李锐 青岛市即墨区实验高级中学 35.34 东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标枪(500克) 于广妍 天津北辰区华辰学校 35.08 北部赛区

15 女子乙组标枪(500克) 刘疆润 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 34.98 中西部赛区

16 女子乙组标枪(500克) 郭一萌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33.80 中西部赛区

17 女子乙组标枪(500克) 陈梦阳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33.34 东部赛区

18 女子乙组标枪(500克) 李哲 三亚市第一中学 32.56 南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长沙市雅礼中学 长沙市雅礼中学 47.66 南部赛区

2 女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48.44 南部赛区

3 女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成都市华阳中学 成都市华阳中学 48.55 中西部赛区

4 女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48.68 中西部赛区

5 女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湛江市第二中学 湛江市第二中学 49.08 南部赛区

6 女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重庆南开中学 重庆南开中学 49.13 中西部赛区

7 女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石家庄市第二十七中学 石家庄市第二十七中学 49.22 北部赛区

8 女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49.34 中西部赛区

9 女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湖南省娄底市第三中学 湖南省娄底市第三中学 49.34 南部赛区

10 女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长沙市长郡中学 长沙市长郡中学 49.42 南部赛区

11 女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49.54 南部赛区

12 女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49.55 中西部赛区

13 女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长沙市周南中学 长沙市周南中学 49.58 南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49.70 东部赛区

15 女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重庆市实验中学校 重庆市实验中学校 49.98 中西部赛区

16 女子乙组 4x100米接力 浙江省舟山中学 浙江省舟山中学 50.08 东部赛区

序号 项目 姓名 单位 成绩 分赛区

1 女子乙组 4x400 米接力 湖南省娄底市第三中学 湖南省娄底市第三中学 3:57.53 南部赛区

2 女子乙组 4x400 米接力 重庆南开中学 重庆南开中学 3:58.13 中西部赛区

3 女子乙组 4x400 米接力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4:01.10 中西部赛区

4 女子乙组 4x400 米接力 重庆市实验中学校 重庆市实验中学校 4:02.15 中西部赛区

5 女子乙组 4x400 米接力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4:02.69 中西部赛区

6 女子乙组 4x400 米接力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4:02.92 中西部赛区

7 女子乙组 4x400 米接力 重庆市辅仁中学校 重庆市辅仁中学校 4:04.64 中西部赛区

8 女子乙组 4x400 米接力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4:04.66 中西部赛区

9 女子乙组 4x400 米接力 浙江省温州中学 浙江省温州中学 4:05.76 东部赛区

10 女子乙组 4x400 米接力 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 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 4:06.54 中西部赛区

11 女子乙组 4x400 米接力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湖南省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4:06.93 南部赛区

12 女子乙组 4x400 米接力 湛江市第二中学 湛江市第二中学 4:07.37 南部赛区

13 女子乙组 4x400 米接力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4:08.12 东部赛区

14 女子乙组 4x400 米接力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4:08.81 南部赛区

15 女子乙组 4x400 米接力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4:09.80 东部赛区

16 女子乙组 4x400 米接力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4:10.35 北部赛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