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代表单位 职位 姓名 性别 生日 原代表单位

1 北京 运动员 张钰梓 女 1999-11-13 上海

2 北京 运动员 田乃元 女 1998-05-26

3 北京 运动员 白一童 女 2005-06-01

4 北京 运动员 黄滟 女 2000-10-08 上海

5 北京 运动员 张弛 女 1997-05-05 上海

6 北京 运动员 何欣 女 1996-07-24

7 北京 运动员 廖梓菲 女 2001-01-03 上海

8 北京 运动员 徐卓 女 2004-04-30

9 北京 运动员 姜博文 女 1997-02-19

10 北京 运动员 马蕊 女 1989-03-29

11 北京 运动员 钱欣彤 女 1999-07-13 上海

12 北京 运动员 孔嵩迪 女 2004-03-06

13 北京 运动员 尹泺迩 女 2005-05-17

14 北京 运动员 王新宇 女 1999-07-09 上海

15 北京 运动员 吴思竹 女 2002-02-09 上海

16 北京 运动员 丁晓雪 女 1999-12-25 上海

17 北京 运动员 邓迪 女 1996-10-17 上海

18 北京 运动员 刘思杨 女 1995-12-21

19 北京 运动员 李佳欣 女 1999-07-27

20 北京 运动员 杨佳琦 女 1995-08-17

21 北京 运动员 王畅 女 1995-06-06

22 北京 运动员 郝梓含 女 2005-05-11 上海

23 河北 运动员 刘笑宇 女 2001-11-05

24 河北 运动员 李梦雅 女 2002-10-22

25 河北 运动员 黄莺歌 女 2002-08-25

26 河北 运动员 王敬怡 女 2002-10-09

27 河北 运动员 马曦冉 女 2002-10-10

28 河北 运动员 张淼 女 2000-10-03

29 河北 运动员 熊凯西 女 2000-11-12

30 河北 运动员 张梓盈 女 2001-08-20

31 河北 运动员 吕晨熙 女 2002-05-29

32 河北 运动员 侯俊欣 女 2003-12-24

33 河北 运动员 白云明 女 2002-04-19

34 河北 运动员 王逸伟 女 2002-09-14

35 河北 运动员 李静月 女 2002-04-09

36 河北 运动员 徐澜杉 女 2005-03-08

37 河北 运动员 李依铭 女 2001-04-09

38 河北 运动员 薄露 女 2003-05-13

39 河北 运动员 高梓晔 女 2002-06-01

40 河北 运动员 李文佳 女 2003-09-06

41 河北 运动员 夏尚 女 2002-10-23

42 河北 运动员 冯少轩 女 2002-11-27

43 河北 运动员 谢晓楠 女 200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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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内蒙古 运动员 康丽 女 2003-03-03

45 内蒙古 运动员 姜璎桓 女 2004-10-16

46 内蒙古 运动员 于果 女 2004-07-05

47 内蒙古 运动员 孙佳欣 女 2004-07-25

48 内蒙古 运动员 金磊 女 2002-11-03

49 内蒙古 运动员 郑贺 女 2005-11-21

50 内蒙古 运动员 徐佳星 女 2004-08-20

51 内蒙古 运动员 刘梓鈺 女 2004-07-03

52 内蒙古 运动员 蓝雨欣 女 2004-06-15

53 内蒙古 运动员 徐怡 女 2002-06-27

54 内蒙古 运动员 李昊 女 2005-12-20

55 内蒙古 运动员 车宇訢 女 2004-04-20

56 内蒙古 运动员 宋雨书 女 2005-08-03

57 内蒙古 运动员 徐佳艺 女 2005-05-08

58 内蒙古 运动员 杨阳 女 2005-06-26

59 内蒙古 运动员 宋欢欢 女 2005-08-20

60 内蒙古 运动员 王蕊 女 2002-05-03

61 哈尔滨 运动员 宫晓宇 女 2005-07-17

62 哈尔滨 运动员 陈欣茹 女 2005-03-02 内蒙古

63 哈尔滨 运动员 王毓欣 女 2004-11-20

64 哈尔滨 运动员 王美琪 女 2005-10-15

65 哈尔滨 运动员 杜宛泽 女 2004-05-11

66 哈尔滨 运动员 张钰琦 女 2003-10-30

67 哈尔滨 运动员 黄靖雪 女 2003-09-26

68 哈尔滨 运动员 杜心蕊 女 2004-05-16

69 哈尔滨 运动员 侯秋光 女 2005-09-19

70 哈尔滨 运动员 孙艺桐 女 2005-07-13 内蒙古

71 哈尔滨 运动员 蒋希杰 女 2005-10-19

72 哈尔滨 运动员 杨婧镭 女 2005-07-28

73 哈尔滨 运动员 付芮宁 女 2005-07-24

74 哈尔滨 运动员 田羽薇 女 2004-05-18

75 哈尔滨 运动员 梁溪芮 女 2005-04-24

76 哈尔滨 运动员 曲乐 女 2004-01-08

77 哈尔滨 运动员 孙雨露 女 2005-09-09 内蒙古

78 哈尔滨 运动员 刘欣 女 2004-08-20

79 哈尔滨 运动员 刘宇婵 女 1996-04-02

80 哈尔滨 运动员 张鑫茹 女 2004-10-29

81 哈尔滨 运动员 姜淼 女 2002-09-26

82 哈尔滨 运动员 付俊杰 女 2004-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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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上海 运动员 付佳悦 女 2005-07-02

84 上海 运动员 张馨月 女 2004-12-06

85 上海 运动员 郭美麟 女 2003-02-16

86 上海 运动员 张书琪 女 2005-05-16

87 上海 运动员 周颖超 女 2003-03-21

88 上海 运动员 田博雅 女 2005-04-11

89 上海 运动员 杜思佳 女 2002-08-07

90 上海 运动员 叶洋洋 女 2002-10-13

91 上海 运动员 王美贺 女 2005-02-16

92 上海 运动员 聂芯蕊 女 2004-03-04

93 上海 运动员 吕奕玄 女 2003-09-23

94 上海 运动员 李诏诺 女 2003-03-12

95 上海 运动员 王钰乔 女 2004-02-19

96 上海 运动员 张兆涵 女 2005-08-15

97 上海 运动员 乔晓煜 女 2004-09-10

98 上海 运动员 张馨月 女 2003-03-11

99 上海 运动员 张涵 女 2005-12-22

100 上海 运动员 孙雨婷 女 2002-04-28

101 上海 运动员 王蕊 女 2000-07-17

102 上海 运动员 边可心 女 2004-06-24

103 四川 运动员 魏雪琴 女 2000-09-10

104 四川 运动员 李陈陈 女 2004-04-28

105 四川 运动员 李新怡 女 2003-05-07

106 四川 运动员 何潇 女 2003-09-29

107 四川 运动员 刘岚 女 2003-11-28

108 四川 运动员 李意平 女 2004-02-06

109 四川 运动员 陈娜 女 2002-10-15

110 四川 运动员 向秋桐 女 2003-08-23

111 四川 运动员 丁婉坭 女 2002-11-19

112 四川 运动员 许家乐 女 2002-02-25

113 四川 运动员 叶俊 女 1999-08-08

114 四川 运动员 曾靖涵 女 2003-05-18

115 四川 运动员 王静 女 2004-03-14

116 四川 运动员 丁馨仪 女 2003-12-26

117 四川 运动员 周芷帆 女 2005-09-12

118 四川 运动员 侯悦 女 1998-02-09

119 四川 运动员 陈思琦 女 1999-11-01

120 四川 运动员 刘浩茹 女 2002-05-12

121 四川 运动员 王佳璁 女 2005-02-03

122 四川 运动员 韩艺阳 女 2002-08-11

123 四川 运动员 李杨 女 2001-09-12

124 四川 运动员 杜佳瑶 女 1996-07-16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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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北冰协 运动员 英闻笛 女 2006-03-22

126 北冰协 运动员 杨晓晗 女 2002-07-22

127 北冰协 运动员 刘卓 女 2004-09-16

128 北冰协 运动员 邢历雪 女 1999-10-13

129 北冰协 运动员 何家仪 女 2002-10-13

130 北冰协 运动员 祁以琳 女 2003-01-19

131 北冰协 运动员 梁诗韵 女 2003-09-18

132 北冰协 运动员 孟璐瑶 女 2002-05-17

133 北冰协 运动员 王文卓 女 1998-05-29

134 北冰协 运动员 王婧 女 2001-07-28

135 北冰协 运动员 付春扬 女 2001-05-04

136 北冰协 运动员 刘春爽 女 2004-02-25

137 北冰协 运动员 赖桂敏 女 2001-04-09

138 北冰协 运动员 韩香 女 2004-07-21

139 北冰协 运动员 刘郁琪 女 2001-04-29

140 北冰协 运动员 曹丹 女 2001-10-06

141 北冰协 运动员 许雅屏 女 2002-04-10

142 北冰协 运动员 许佳超 女 1999-03-20 四川

143 北冰协 运动员 石杭 女 2001-03-10

144 哈体院 运动员 王嘉莹 女 2002-02-12 浙江

145 哈体院 运动员 李琳 女 2004-10-09 浙江

146 哈体院 运动员 王文兴 女 2001-11-22

147 哈体院 运动员 郭灿 女 2003-12-22 浙江

148 哈体院 运动员 滕建芳 女 2001-10-02

149 哈体院 运动员 姜寒 女 2001-02-18 浙江

150 哈体院 运动员 初元 女 2003-10-01 浙江

151 哈体院 运动员 潘小倩 女 2002-02-20 浙江

152 哈体院 运动员 高欣雨 女 2003-08-27 浙江

153 哈体院 运动员 刘露 女 2000-03-16 浙江

154 哈体院 运动员 杨婧婷 女 2001-12-19 浙江

155 哈体院 运动员 姚一凡 女 2000-11-12 浙江

156 哈体院 运动员 张文夕 女 2000-05-20 浙江

157 哈体院 运动员 石鑫 女 2002-03-16 浙江

158 哈体院 运动员 张菁菁 女 2004-12-01 浙江

159 哈体院 运动员 王玉芳 女 2004-02-28 浙江

160 哈体院 运动员 邓雨 女 2003-07-14 浙江

161 哈体院 运动员 赵艺博 女 2000-05-01 浙江

162 哈体院 运动员 李岩 女 2005-01-08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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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女子冰球锦标赛参赛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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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