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江苏银行杯击剑俱乐部联赛（南京溧水） 

裁判员名单 

 

序

号 

岗位 姓名 单位 剑种 裁判等级 

1 比赛监督 张东明 江苏   

2 技术委员会主任 杨震 天津   

3 技术委员会成员 潘月 北京   

4 技术委员会成员 王荔(女) 江苏   

5 技术委员会成员 王鏡丞 天津   

6 技术委员会成员 张琳 广东   

7 裁判员 刘媛（女） 江苏 花剑 国家级 

8 裁判员 田  宇 江苏 佩剑 二级 

9 裁判员 徐雨缘 江苏 佩剑 二级 

10 裁判员 汪  伟 江苏 佩剑 二级 

11 裁判员 范源 江苏 佩剑 一级 

12 裁判员 顾婷婷（女） 江苏 佩剑 一级 

13 裁判员 周宇婷（女） 江苏 佩剑 一级 

14 裁判员 毛飞扬（女） 江苏 佩剑 二级 

15 裁判员 王思佳（女） 江苏 佩剑 二级 

16 裁判员 王楠 天津 佩剑 一级 

17 裁判员 陈臣 天津 佩剑 一级 



18 裁判员 刘明悦 天津 佩剑 一级 

19 裁判员 范昕禹 天津 佩剑 二级 

20 裁判员 王德义   大体协 佩剑 二级 

21 裁判员 黄晓金 北京 佩剑 一级 

22 裁判员 潘美和 北京 佩剑 一级 

23 裁判员 季宇 北京 佩剑 一级 

24 裁判员 王宏 北京 佩剑 二级 

25 裁判员 张寅 北京 佩剑 一级 

26 裁判员 王昶 吉林 佩剑 一级 

27 裁判员 陈洽彤(女) 上海 佩剑 二级 

28 裁判员 董赟旸 北京 花剑 一级 

29 裁判员 王凤 北京 花剑 二级 

30 裁判员 宗瑛 湖南 花剑 一级 

31 裁判员 杨磊 天津 花剑 一级 

32 裁判员 苏桂波 天津 花剑 一级 

33 裁判员 冯湧 湖北 花剑 一级 

34 裁判员 闫爽 湖北 花剑 一级 

35 裁判员 王沛 湖北 花剑 二级  

36 裁判员   王佳（女） 辽宁 花剑 一级 

37 裁判员 许文 江苏 花剑 二级 

38 裁判员   刘琴（女） 江苏 花剑 二级 



39 裁判员 金  昊 江苏 花剑 一级 

40 裁判员 于正洁（女） 江苏 花剑 二级 

41 裁判员 张译文（女） 江苏 花剑 二级 

42 裁判员 李响 江苏 花剑 一级 

43 裁判员 赵祥友 江苏 花剑 一级 

44 裁判员 钱巨淼（女） 江苏 花剑 一级 

45 裁判员 许蓉（女） 江苏 花剑 一级 

46 裁判员 顾伟 江苏 花剑 一级 

47 裁判员 施羽 江苏 江苏 一级 

48 裁判员 卢馨（女） 江苏 花剑 一级 

49 裁判员 周茹（女） 江苏 花剑 二级 

50 裁判员 闫宇豪 江苏 花剑 二级 

51 裁判员 董泰然 江苏 花剑 二级 

52 裁判员 马子星（女） 江苏 花剑 二级 

53 裁判员 孙沁钰（女） 江苏 花剑 二级 

54 裁判员 邵宏焱   江苏 花剑 二级 

55 裁判员 徐  宏   江苏 花剑 二级 

56 裁判员 许文馨（女） 江苏 江苏 二级 

57 裁判员 周圣麟（女） 江苏 花剑 二级 

58 裁判员 梁璐彤（女） 江苏 花剑 二级 

59 裁判员 秦友好（女） 江苏 花剑 二级 



60 裁判员 唐晓琦（女） 江苏 花剑 二级 

61 裁判员 朱春宇 江苏 花剑 二级 

62 裁判员 仇茜茜（女） 江苏 花剑 二级 

63 裁判员 巫京宏 江苏 重剑 一级 

64 裁判员 周嫄原 江苏 重剑 一级 

65 裁判员 季文川 河南 重剑 一级 

66 裁判员 刘凯 河南 重剑 一级 

67 裁判员 贾智博 湖南 重剑 一级 

68 裁判员 康玉华（女） 天津 重剑 一级 

69 裁判员 贾培鑫 天津 重剑 一级 

70 裁判员 李珮熹 上海 重剑 二级 

71 裁判员 祁 吉(女) 江苏 重剑 二级 

72 裁判员 周兆峰 江苏 重剑 一级 

73 裁判员 吴佳俊(女) 江苏 重剑 一级 

74 裁判员 刘力玮 江苏 重剑 一级 

75 裁判员 汪晓宇 江苏 重剑 一级 

76 裁判员 芮沁涵（女） 江苏 重剑 一级 

77 裁判员 徐筠(女) 江苏 重剑 一级 

78 裁判员 黄晓明 江苏 重剑 一级 

79 裁判员 王德超 江苏 重剑 一级 

80 裁判员 陶寅霏（女） 江苏 重剑 二级 



81 裁判员 顾晨程（女） 江苏 重剑 二级 

82 裁判员 夏国皓 江苏 重剑 二级 

83 裁判员 张家祺 江苏 重剑 二级 

84 裁判员 李  晨（女） 江苏 重剑 二级 

85 裁判员 何珺玮（女） 江苏 重剑 二级 

86 裁判员 刘芷君（女） 江苏 重剑 二级 

87 裁判员 汪  蔷（女） 江苏 重剑 二级 

88 裁判员 杨皓璇（女） 江苏 重剑 二级 

89 裁判员 陈子强 江苏 重剑 二级 

90 裁判员 张慧(女) 安徽 重剑 一级 

91 裁判员 冯伟 湖北 重剑 一级 

92 裁判员 马良 江苏  编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