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垒 球 协 会
CHINESE SOFTBALL ASSOCIATION

中垒协字〔2020〕19 号

中国垒球协会关于全国慢投垒球 C 级裁判员

线上理论培训班考核结果的通知

各位学员:

根据培训班通知和考试相关说明，本次培训班考核标准为：

学完全部线上培训直播或录播课程，且线上考试得分达到合格

分数线(70 分)。

经考核，白晓春等 338 人考核合格(具体名单见附件 1),其

余人员考核不合格。

考核合格学员可登陆“中国棒垒球”手机应用(APP),获取

《全国慢投垒球 C级裁判员理论合格证书》（获取流程见附件 2），

证书有效期(2021 年 12 月 31 日)内可报名参加协会举办的慢投

垒球 C 级裁判员实践培训，成绩合格者可获得“全国慢投垒球

C 级裁判员证书”。

考核不合格学员，可参加协会通过钉钉云课堂举办的“2020

年第二期全国慢投垒球 C 级裁判员线上理论培训班”（培训通知

见附件 3 或登录中国垒球协会官网 www.csa.sport.org.cn），

重新学习并获取相应的证书。

特此通知！



附件 1：考核合格学员名单；

附件 2：全国慢投垒球 C 级裁判员理论合格证书获取流

程；

附件 3：中国垒球协会关于举办 2020 年第二期全国慢投

垒球 C 级裁判员线上理论培训班的通知。

中国垒球协会

2020 年 5 月 4 日

（联系人：王卓琳 电话：010-86487428 转 8008）



附件 1

考核合格学员名单

B

白晓春

C

蔡嘉伦 曹殿杰 曹辉 曹巍 曹彦鸿 陈丽娜 陈梦伊人 陈鹏 陈泉 陈湘岳 陈向军 陈英涛

陈政帅 陈志涛 陳沛凱 陳重嘉 程娟 程云鹏 崔孟康

D

代存娜 单桦林 邸伟 董成安 董子洋 豆正鹏 杜海发 杜美红 杜云鹏 段奈童 段辛鹏

F

范家斌 范劲岩 费辰光 冯玺翀 付军 傅斌

G

高峰 高健鑫 高麟 高明華 高兴 古丽博斯坦·阿克木 古洋 郭冬丽 郭茗森 郭婷婷 郭鑫

H

韩霄 韩振燕 郝金毅 何嘉政 何语浩 贺德晶 呼荣鑫 胡佳艺 胡敏 胡正順 黄厚文 黄琪颖

黃健智 黃庆龙

J

吉郦菲 季东东 贾红革 贾昕超 江广亮 姜涛 蒋琳 焦强 居家浩



K

康振亚 孔繁雨 孔凤仪

L

赖道森 赖雨薇 劳越剑 雷瑞 李宝怡 李碑文 李彬 李斌 李登浩 李福俊 李桂春 李骥

李佳翀 李嘉钊 李建超 李明（手机尾号 3880） 李明昊 李沐尧 李鹏 李倩 李赛 李韬 李

霆希 李文忠 李小龙 李亚洋 李瑶 李瑛 李雨桐 李云霄 李周浩 梁华桂 梁千 廖少杰 林

畅 林莉 林瑞椿 林昕晖 林佐兆 零敏 刘波（手机尾号 9012） 刘德宾 刘海洋 刘皓翔 刘

虎 刘靖意 刘俊颖 刘锴 刘璐（手机尾号 2100） 刘思达 刘铁山 刘洋 刘艺 刘永川 刘宇

昊 刘玉群 刘子晨 龙健超 卢伟 陆泉文 陆兴美 栾彦陶

M

马文永 马驭轩 马泽成 马子薇

O

欧阳波 欧阳雪茵 欧阳仪

P

潘博 潘玉玉 庞婧 庞拓 庞中 裴林风 彭明强 蒲阵郁

Q

齐国程 钱燕婷 乔译漫 秦德强 秦蕾 秦涛 秦义山 邱荣欣 邱圣恩

R

任家兴 任旭楠



S

沈丽亚 沈文彬 沈玉涛 石磊 石岩 石雨桐 史枚灵 司越 宋亮 宋敏 宋文佳 苏婷 苏维伦

苏英彰 苏哲锐 隋忠禹 孙立霆 孙亮亮

T

覃建 覃礼红 汤立樱 唐汾 唐革联 唐鲁洲 唐新博 田娇阳 田召琛 童佳星

W

汪碧云 汪永和 王春恒 王聪 王芳 王刚 王桧银 王涵 王浩喆 王佳文 王迦冬 王建党

王建业 王俊杰 王楷博（手机尾号 7996） 王磊 王亮 王玲钰 王萌宇 王梦艳 王梦竹 王宁

王培士 王沈维 王诗淇 王涛（手机尾号 7274） 王涛（手机尾号 3213） 王伟 王小龙 王英

王永生 王子威 王紫莹 王宗庆 韦代林 韦浩浩 韦薇 韦肖佳祺 魏立凡 吴从飞 吴开忠 吴

可可 吴琦琦 吴秀 吴虞昭

X

夏世豪 肖辉明 谢云天 邢敏敏 邢镇非 熊伟 修建辉 徐谷甫 徐光 徐良浩 徐庆

Y

严江 严永鑫 阎皓琛 晏福兰 燕军 燕凌云 杨成飞 杨凤梅 杨洁 杨磊磊 杨丽英

杨迁 杨诗敏 杨秀燕 杨雪莹 杨一帆 杨悦 杨泽辉 杨钊 杨智翔 杨忠正 姚丕林

于光照 于海良 于桃 于霞（手机尾号 0512） 喻俊杰 袁溪纹 袁志坚

Z

詹辉纪 张超 张丰乐 张宏杰 张洪郡 张建军 张凯 张莉 张林洋 张梦漪 张敏哲 张乾

张秋雨 张伟 张祥达 张晓林 张亚凡 张燕罡 张烨 张毅 张永鑫 张雨 张远梅

张泽宇（手机尾号 8581 ）章莱 章力 赵登辉 赵衡 赵慧珍 赵建平 赵晶 赵卿春 赵清爱 赵

薇 赵伟云 赵学良 郑龙科 钟昆湖 周凤娇 周皓 周鹤 周厚强 周华光 周璟翔 周炼 周文

丽 周怡 周玉萍 朱辰 朱嘉兴 朱凯凯 朱灵塬 朱瑞珍 朱世界 朱月舟 朱智凯 祝德昱

祝仲兴 庄士立 庄志伟 邹立超 邹小诚 左明松



附件 2

全国慢投垒球 C 级裁判员理论合格证书获取流程

1、下载中国棒垒球 APP
在手机里的苹果商店（苹果手机）、华为商店、小米商店或腾讯应用宝里搜索“中国棒

垒球”并下载安装

2、打开中国棒垒球 APP，点击“会员注册”，然后选择“个人会员注册”。如之前已注册账

号（比如提示该用户名已注册，或者该手机号已被使用，该证件号已被使用等等）但忘

记用户名或者密码，可以点击“忘记密码”用绑定的手机号找回。

3、填好用户名、密码、邮箱等信息，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实名认证（中国棒垒球 APP 是需要

实名认证的 APP，请各位务必按照真实的信息填写）



4、实名信息共有两页，其中带“*”号的为必填项；填完第一页后点击最下面的 “第二步”



5、第二页信息也填完后点击右上角的“保存”按钮

6、一路点击保存直到回到最开始注册的填写用户名和密码的页面，点击下面的“我已阅读

注册须知并提交审核”，即可完成个人账号的注册



7、用自己注册的账号登录 APP（如已注册单忘记个人账号或者密码，可在登录页面点击“忘

记密码”用绑定的手机来找回），并在个人中心的“我的证书”查看已获得的证书

点击已有证书列表里要查看的证书，然后点击“生成证书”按钮，再点击“确定”即可

协会联系人：刘誉学 电话：：010-86487428 转 8007



中 国 垒 球 协 会
CHINESE SOFTBALL ASSOCIATION

中垒协字〔2020〕18 号

中国垒球协会关于举办 2020 年第二期全国慢投垒球

C 级裁判员线上理论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人员：

为继续做好全国慢投垒球 C 级裁判员线上理论培训，经研

究，决定通过钉钉云课堂举办 2020 年第二期全国慢投裁判员 C

级裁判员线上理论培训班，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时间

2020 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

二、面向人群

慢投垒球裁判员及爱好者

三、报名和培训方式

1.报名：学员下载“钉钉”手机应用(APP)，使用真实姓名

和手机号注册登陆，扫描下列任意一个二维码进入钉钉群学习

群；

附件3



2.培训内容：培训内容已录制成视频课程，上传至

钉钉云课堂（具体课程见附件 1）；

3.培训方式：学员自行点击观看钉钉云课堂内全部

视频课程。(具体学习方式见附件 2）。

四、考核

学员在 2020 年 6 月 14 日 19:00 前自学全部视频课程，

并按照群内考试通知，报名获取考试资格。考试时间定于 6

月 15 日 19:30-20:40，满分 100 分，达标成绩为 70 分。

五、证书申请

理论考核通过学员可登陆“中国棒垒球”手机应用(APP)

获取“全国慢投垒球 C 级裁判员理论合格证书”（获取流程

见附件 3）。证书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有效期内参

加慢投垒球 C 级裁判实践培训，成绩合格者可获得“中国慢

投垒球 C 级裁判员证书”。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 1：理论培训班课程表；

附件 2：理论培训班云课堂学习方式说明；

附件 3：全国慢投垒球 C 级裁判员理论合格证书获取流

程。

中国垒球协会

2020 年 5 月 4日

（联系人：王卓琳 电话：010-86487428 转 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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