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代表单位 姓名

1 个人 赵嘉阳

2 武汉御剑俱乐部 沈止戈

3 深圳市昱杰剑舍 宋国润

4 北京市万国天骐 倪垲琦

5 无锡艾鲁特 范思源

6 个人 黄嘉麒

7 武汉原力俱乐部 易俊臣

8 大连市击剑协会 孙源泽

9 个人 叶展嘉

10 个人 高远

11 厦门艾鲁特俱乐部 陈伍泽荣

12 青岛润东俱乐部 王惟用

13 个人 汤万鋆

14 个人 黄朗

15 个人 杨宇岐

16 个人 罗一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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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兰州布凡俱乐部 李让

18 临沂争锋击剑运动中心 李沛轩

19 北京凯旋俱乐部 吕璟瑞

20 济南圣锐俱乐部 丁艺鸣

21 太原市击剑队 李昀泽

22 天津世冠俱乐部 常易霖

23 天津派绅俱乐部 张博瑀

24 个人 姜杰宸

25 北京天恒俱乐部 王柏鑫

26 西安倚天俱乐部 刘思让

27 北京金石俱乐部 马浩然

28 个人 宋亦陈

29 个人 刘李蹊

30 武汉跆英俱乐部 刘子谦

31 个人 程卓熙

32 日照金尚俱乐部 郑颂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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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上海市黄浦少体校 赵晏阳

34 个人 赵祉深

35 个人 张栋禹

36 个人 白天睿

37 个人 孙嘉锴

38 个人 赵浩然

39 个人 韩宗翰



序号 代表单位 姓名

1 武汉御剑俱乐部 邱艺馨

2 北京傲鹏俱乐部 颜天然

3 个人 李思漩

4 北京中博飞扬俱乐部 孙以庄

5 无锡艾鲁特 刘思忱

6 武汉原力俱乐部 戚木曦

7 个人 王姝涵

8 个人 邓雯钰

9 个人 王艺燃

10 个人 王侯锦潞

11 西安万国俱乐部 马梓璇

12 湖北永尚剑乐会 龙一美

13 青岛润东俱乐部 闫若灵

14 兰州布凡俱乐部 周宇菡

15 万国击剑广州海珠俱乐部 马梓琳

16 个人 吕梓含

2020年全国青少年击剑网络对抗赛参赛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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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北京凯旋俱乐部 李宛轩

18 陕西朗沃俱乐部 刘恬希

19 济南圣锐俱乐部 伍文彦

20 天津派绅俱乐部 宋乐恬

21 个人 韩欣妍

22 武汉跆英俱乐部 唐一高

23 个人 刘佳祺

24 徐州市奥体青少年俱乐部 刘润宇

25 上海市黄浦少体校 李菁菁

26 个人 刘伟驰



序号 代表单位 姓名

1 北京博纵俱乐部 梁泓轩

2 大连大昌时代击剑 黄敏俊

3 唐山跃翔俱乐部 吴嘉圣

4 沈阳静峰俱乐部 丁晟朗

5 北京中博飞扬俱乐部 何嘉

6 大连市击剑协会 谢辰玉

7 锦州市松山新区晟豪击剑运动中心 吴析泽

8 济南御剑乘风俱乐部 石先瑞

9 个人 杨致远

10 西安万国俱乐部 郑一卓

11 湖北永尚剑乐会 黄璟煦

12 青岛润东俱乐部 邓予超钺

13 徐州市奥体青少年俱乐部 赵晓钰

14 大连市建军俱乐部 温阳

15 北京凯旋俱乐部 潘蓬

16 太原市击剑队 马硕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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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天津派绅俱乐部 刘博然

18 天津世冠俱乐部 蔡镒壕

19 北京天恒俱乐部 王蔚宁

20 北京金石俱乐部 薛镓铧

21 武汉跆英俱乐部 许远杰

22 日照金尚俱乐部 李东泽

23 个人 吴子奥

24 天津和平世博俱乐部 杨博焱

25 兰州布凡击剑俱乐部 伏俞潼



序号 代表单位 姓名

1 武汉御剑俱乐部 唐淑琪

2 重庆英博俱乐部 陈子宁

3 沈阳剑毅俱乐部 崔译文

4 天津世冠俱乐部 王露申

5 北京中博飞扬俱乐部 梁馨艺

6 广州星动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陈雨桐

7 武汉原力俱乐部 周轶凡

8 个人 李若辰

9 厦门艾鲁特俱乐部 梁昕玥

10 青岛润东俱乐部 赵子悦

11 兰州布凡俱乐部 王昊晴

12 大连市建军俱乐部 杨珈宁

13 广州伊顿俱乐部 李沛羲

14 北京凯旋俱乐部 董月琪

15 陕西朗沃俱乐部 董若欣

16 天津派绅俱乐部 王安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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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河北英联俱乐部 郎琅

18 北京金石俱乐部 李沅锦

19 个人 李佳莯

20 日照金尚俱乐部 庄可凡

21 江苏省击剑队 赵家瑜

22 个人 陈若芊

23 上海市黄浦少体校 刘婧琪



序号 代表单位 姓名

1 武汉原力俱乐部 李沅坤

2 北京傲鹏俱乐部 刘嘉然

3 湖北永尚剑乐会 许立新

4 青岛润东俱乐部 许致瑞

5 徐州市奥体青少年俱乐部 周家宇

6 辽宁省击剑队 孙博洋

7 太原市击剑队 高梓阳

8 兰州布凡俱乐部 王泽玺

9 北京天恒俱乐部 赵闻博

10 北京金石俱乐部 陈青远

11 武汉跆英俱乐部 余海洋

12 个人 熊子鸣

13 江苏省击剑队 郑洋

14 个人 刘佳琦

15 个人 李昂儒

16 上海砺锋俱乐部 吕惟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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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艾鲁特 史师然

2 北京中博飞扬俱乐部 张谦谦

3 青岛润东俱乐部 任珈瑶

4 徐州市奥体青少年俱乐部 高子越

5 万国（重庆渝北）国际 戴子涵

6 个人 夏天

7 太原市击剑队 陈至丽

8 兰州布凡俱乐部 贾涵悦

9 上海马良行俱乐部 费易

10 北京金石俱乐部 李昕洳

11 江苏省击剑队 张烨淼

12 上海市黄浦少体校 孙绮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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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西省击剑队 王新然

2 云南省击剑队 高承

3 徐州市奥体青少年俱乐部 朱洪熹

4 辽宁省击剑队 于梦想

5 兰州布凡俱乐部 常逸轩

6 江苏省击剑队 张超

7 个人 王祖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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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西省击剑队 王佳瑛

2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王诗航

3 云南省击剑队 苏琳颖

4 徐州市奥体青少年俱乐部 厉紫英

5 太原市击剑队 张书宁

6 北京金石俱乐部 张思琪

7 江苏省击剑队 谢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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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 马名潇

2 山西省击剑队 靳斯博

3 云南省击剑队 赵正通

4 西安万国俱乐部 薛怡章

5 江苏省击剑队 沈晨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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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南省击剑队 习鲜

2 徐州市奥体青少年俱乐部 刘晓旭

3 江苏省击剑队 黄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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