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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 运动员 宋佳诺 男 2005-01-05

2 北京 运动员 李羿龙 男 2004-03-02

3 北京 运动员 吕知宜 男 2005-04-25

4 北京 运动员 徐涵雍 男 2004-08-06

5 北京 运动员 申明羿 男 2005-04-25

6 北京 运动员 刘子豪 男 2005-03-22

7 北京 运动员 刘钰潇 男 2004-01-20

8 北京 运动员 吴继元 男 2006-09-29

9 北京 运动员 高鹏 男 2004-05-01

10 北京 运动员 黄腾赫 男 2004-12-31

11 北京 运动员 李智晨 男 2004-05-20

12 北京 运动员 罗智谦 男 2005-06-02

13 北京 运动员 段巽绗 男 2005-01-20

14 北京 运动员 孟凡珂 男 2006-11-03

15 北京 运动员 宋天屹 男 2004-06-17

16 北京 运动员 吴攸 男 2006-03-17

17 北京 运动员 胡佳昊 男 2004-11-28

18 北京 运动员 马思成 男 2004-08-09

19 北京 运动员 金悰朗 男 2004-03-22

20 北京 运动员 魏子尧 男 2004-06-25

21 北京 运动员 张天翊 男 2004-08-11

22 北京 运动员 冯泰迪 男 2005-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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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长春 运动员 牛铭洋 男 2005-04-23

24 长春 运动员 李膳骏 男 2006-04-02

25 长春 运动员 王术哲 男 2005-10-14

26 长春 运动员 孙文谦 男 2006-03-19

27 长春 运动员 张桐赫 男 2006-03-04

28 长春 运动员 杨润厚 男 2005-01-28

29 长春 运动员 郝敬一 男 2005-07-10

30 长春 运动员 李佳运 男 2006-01-21

31 长春 运动员 黄建乔 男 2006-11-15

32 长春 运动员 韦嘉轩 男 2005-05-16

33 长春 运动员 孙庸信 男 2006-07-26

34 长春 运动员 孙庸仁 男 2006-07-26

35 长春 运动员 刘晓明 男 2004-01-02

36 长春 运动员 孙瑞阳 男 2004-10-09

37 长春 运动员 兰玉博 男 2005-04-03

38 长春 运动员 王镱泽 男 2004-03-20

39 长春 运动员 李和 男 2006-01-06

40 长春 运动员 王新宇 男 2006-10-26

41 长春 运动员 时铭泽 男 2006-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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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黑龙江 运动员 孙浩 男 2005-05-26

43 黑龙江 运动员 黄晨洋 男 2005-06-02

44 黑龙江 运动员 李树森 男 2005-01-12

45 黑龙江 运动员 段朗 男 2004-07-01

46 黑龙江 运动员 黄皓 男 2004-07-05

47 黑龙江 运动员 宋沛航 男 2005-05-10

48 黑龙江 运动员 丁学士 男 2006-02-01

49 黑龙江 运动员 王玉博 男 2003-10-14

50 黑龙江 运动员 张崴禹 男 2005-05-12

51 黑龙江 运动员 房金朋 男 2004-01-15

52 黑龙江 运动员 徐泽锐 男 2006-03-16

53 黑龙江 运动员 陈瑀 男 2006-04-05

54 黑龙江 运动员 孙鹏环 男 2003-08-16

55 黑龙江 运动员 张家乐 男 2005-05-24

56 黑龙江 运动员 郭铭昊 男 2003-09-24

57 黑龙江 运动员 李森 男 2004-07-21

58 黑龙江 运动员 刘一鸿 男 2004-02-17

59 黑龙江 运动员 孙鹏涛 男 2003-08-16

60 黑龙江 运动员 阚文琳 男 2003-12-07

61 黑龙江 运动员 曹峻毓 男 2005-03-21

62 黑龙江 运动员 李明宇 男 2003-12-29

63 黑龙江 运动员 刘泳宏 男 2004-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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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哈尔滨 运动员 佟鹤然 男 2004-05-07

65 哈尔滨 运动员 潘晓冬 男 2003-03-21

66 哈尔滨 运动员 李嘉鸣 男 2005-03-13

67 哈尔滨 运动员 刘哲名 男 2004-04-02

68 哈尔滨 运动员 孙鹏 男 2005-05-12

69 哈尔滨 运动员 孙浩 男 2003-08-27

70 哈尔滨 运动员 于家聪 男 2004-10-29

71 哈尔滨 运动员 王瑞泽 男 2004-08-28

72 哈尔滨 运动员 朱轩宏南 男 2004-08-10

73 哈尔滨 运动员 付显尧 男 2003-05-22

74 哈尔滨 运动员 孙泽林 男 2003-06-21

75 哈尔滨 运动员 王韦皓 男 2004-11-28

76 哈尔滨 运动员 刘瑞伯 男 2005-07-13

77 哈尔滨 运动员 陈玄之 男 2004-04-29

78 哈尔滨 运动员 李喜郎 男 2004-05-05

79 哈尔滨 运动员 苑洪瑞 男 2005-05-05

80 哈尔滨 运动员 刘新宇 男 2005-08-24

81 哈尔滨 运动员 刘家启 男 2003-03-20

82 哈尔滨 运动员 孙功泽 男 2006-06-13

83 哈尔滨 运动员 杨博硕 男 2004-07-12

84 哈尔滨 运动员 睢善宇 男 2003-06-28

85 哈尔滨 运动员 王宏洋 男 2003-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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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齐齐哈尔 运动员 邵佳乐 男 2003-12-02

87 齐齐哈尔 运动员 王满 男 2003-06-27

88 齐齐哈尔 运动员 徐朗 男 2004-05-20

89 齐齐哈尔 运动员 张博禹 男 2004-08-03

90 齐齐哈尔 运动员 徐子淳 男 2003-08-09

91 齐齐哈尔 运动员 王琦 男 2005-11-01

92 齐齐哈尔 运动员 韩朝 男 2005-09-07

93 齐齐哈尔 运动员 贾雨泽 男 2004-06-04

94 齐齐哈尔 运动员 郭宇航 男 2005-08-16

95 齐齐哈尔 运动员 李帅 男 2004-03-14

96 齐齐哈尔 运动员 张家宁 男 2005-03-29

97 齐齐哈尔 运动员 王森 男 2003-02-19

98 齐齐哈尔 运动员 迟浩洋 男 2003-02-20

99 齐齐哈尔 运动员 佟子豪 男 2004-12-08

100 齐齐哈尔 运动员 黄甲申 男 2004-11-29

101 齐齐哈尔 运动员 王可 男 2003-04-01

102 齐齐哈尔 运动员 段鸿博 男 2004-04-28

103 齐齐哈尔 运动员 艾思宇 男 2004-02-12

104 齐齐哈尔 运动员 赵孟禹 男 2004-11-14

105 齐齐哈尔 运动员 王维儒 男 2005-07-14

106 齐齐哈尔 运动员 杨明鄅 男 2005-07-12

107 齐齐哈尔 运动员 田博言 男 2003-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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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上海 运动员 冯奕仁 男 2005-06-20

109 上海 运动员 刁千乔 男 2004-10-21

110 上海 运动员 韦骅祯 男 2005-08-23

111 上海 运动员 龚稼华 男 2005-07-08

112 上海 运动员 洪玮 男 2004-03-30

113 上海 运动员 肖轶斐 男 2004-03-11

114 上海 运动员 岳容舟 男 2005-03-16

115 上海 运动员 何威廉 男 2003-10-21

116 上海 运动员 应恩于 男 2006-06-21

117 上海 运动员 张梓桉 男 2006-07-17

118 上海 运动员 代泽浩 男 2006-03-07

119 上海 运动员 樊梓琛 男 2006-06-15

120 上海 运动员 王祺添 男 2005-05-06

121 上海 运动员 高宸鑫 男 2004-04-01

122 上海 运动员 李为咏 男 2006-07-07

123 上海 运动员 王辰钰 男 2006-08-27

124 上海 运动员 周恩易 男 2006-02-07

125 上海 运动员 张煜凯 男 2006-02-15

126 上海 运动员 周端霆 男 2004-09-06

127 上海 运动员 郭芳祺 男 2004-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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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成都 运动员 戴来 男 2005-09-02

129 成都 运动员 张润阳 男 2006-10-10

130 成都 运动员 卿恩罗麟 男 2005-07-12

131 成都 运动员 廖珂弘 男 2005-12-20

132 成都 运动员 唐熙远 男 2006-02-22

133 成都 运动员 邓羽涵 男 2005-07-28

134 成都 运动员 邓阳初 男 2004-11-05

135 成都 运动员 邓文迪 男 2006-02-03

136 成都 运动员 陆奕州 男 2005-01-28

137 成都 运动员 王国春 男 2006-04-13

138 成都 运动员 董雨宸 男 2006-08-02

139 成都 运动员 唐子凡 男 2005-05-23

140 成都 运动员 王漠涵 男 2005-01-26

141 成都 运动员 肖文博 男 2005-12-23

142 成都 运动员 张昀旸 男 2005-05-28

143 成都 运动员 袁千訸 男 2005-08-31

144 成都 运动员 叶锦轩 男 2006-08-06

145 成都 运动员 李瑞恩 男 2004-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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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北体大中冰院 运动员 陈浩然 男 2004-02-14

147 北体大中冰院 运动员 栾佳翰 男 2004-11-08

148 北体大中冰院 运动员 于鸿博 男 2004-05-31

149 北体大中冰院 运动员 陈星男 男 2003-03-18

150 北体大中冰院 运动员 王逊 男 2003-02-05

151 北体大中冰院 运动员 陈浩宇 男 2004-12-09

152 北体大中冰院 运动员 李金熹 男 2003-04-11

153 北体大中冰院 运动员 李景泰 男 2004-08-14

154 北体大中冰院 运动员 李智豪 男 2005-07-12

155 北体大中冰院 运动员 刘超仡 男 2003-11-18

156 北体大中冰院 运动员 魏久乔 男 2004-08-07

157 北体大中冰院 运动员 陈浩冬 男 2004-12-09

158 北体大中冰院 运动员 王浩洋 男 2004-08-26

159 北体大中冰院 运动员 白雨明 男 2004-10-25

160 北体大中冰院 运动员 耿朝阳 男 2003-06-24

161 北体大中冰院 运动员 何佳学 男 2004-09-13

162 北体大中冰院 运动员 毛俊博 男 2003-09-06

163 北体大中冰院 运动员 江守宸 男 2005-06-12

164 北体大中冰院 运动员 平博天 男 2004-07-10

165 北体大中冰院 运动员 曲治泳 男 2003-02-05

166 北体大中冰院 运动员 杨瑞 男 2004-03-05

167 北体大中冰院 运动员 胡文瀚 男 2005-06-16

注：公示期内，若对上述运动员名单不持异议，既认定为上述运动员符合2021年全国青年男子冰球锦标赛（U18）参赛资格
。比赛期间或赛后，中国冰球协会不再受理上述运动员的参赛资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