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06/24, 开始时间 08:00

贵阳市，贵州省

资格赛

多向混合团体
比赛秩序单

2019年全国射击个人锦标赛（飞碟项目）

第一天 24Jun

靶场 A B C D

方案      2 8 9 5

Time

08:00 1 2 3

08:30 4 5 6

09:00 7 8 9

09:30 10 11 12

10:00 13 14 1

10:30 2 3 4

11:00 5 6 7

11:30 8 9 10

12:00 11 12 13

12:30 14 1 2

13:00 3 4 5

13:30 6 7 8

14:00 9 10 11

14:30 12           14

15:00 半决赛                       半决赛

15:45 铜牌决赛

16:20 金牌决赛

总计组 站位 注册号 姓名
轮

备注团体
1 2 3

周博文2326211 重庆1

张广梅2323221 重庆1

韩飞5781031 浙江1

沈思洁5756841 浙江1

江世琦5345551 云南1

刘婷87025261 云南1

潘郑2139712 浙津1

陆彦焱57107222 浙津1

张云飞2925632 陕西1

段宇薇2919142 陕西1

樊若凡5919552 上海2

张婷2139862 上海2

章攀11101613 解放军队1

王静琳11101423 解放军队1

张奕垚2419533 辽宁1

张晓莉2423143 辽宁1

崔瀚文3557953 山西1

乔榕1006663 山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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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组 站位 注册号 姓名
轮

备注团体
1 2 3

田起华4539914 黑龙江2

柴源4502924 黑龙江2

白晓雨5706634 湘浙2

王舒颖7310844 湘浙2

丁超2502554 江苏1

吕樱2517364 江苏1

柴舟徉5919415 青京1

李鑫玉1011525 青京1

吴彬彬5923135 福建2

林果5922345 福建2

曾远江2037955 广东1

汤佩兰2032665 广东1

田安伊楠11101916 解放军八一3

王宁11106526 解放军八一3

戴思奇2301136 贵渝4

陈弘曲8510546 贵渝4

植韦康7705956 广西2

蒋黎芳7701366 广西2

高世超5907017 福建1

白一廷5907227 福建1

盛永鹏1006137 鲁京3

舒凯5302047 鲁京3

岑醒辉11101257 解放军八一2

许露宸11117567 解放军八一2

于小凯11111118 八一南昌1

李清念11109128 八一南昌1

刘成茳2020538 广东2

林惠祺2045648 广东2

许修源5340958 贵川1

杨海燕2843668 贵川1

陈宇曦7700519 广西1

陆星妤7703129 广西1

张浩1006439 北京1

赵丹1006549 北京1

欧阳一流7344159 湖南1

刘慧7305269 湖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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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组 站位 注册号 姓名
轮

备注团体
1 2 3

陈亮28126110 贵川3

陈丽85476210 贵川3

白俊铭31840310 河北2

冯静越31303410 河北2

孙崇伦24194510 鲁辽2

朱靖宇53234610 鲁辽2

戴嘉俊79331111 江西2

罗燕蓝79333211 江西2

周飞翔29047311 陕西2

王玉锦29033411 陕西2

赵梦麟37683511 河南2

王亚男37088611 河南2

王宇豪25685112 江苏2

钟佳怡25291212 江苏2

陈欣宇43177312 川黑1

任虹宇45058412 川黑1

舒彦雄73287512 湘辽1

邓思臣24167612 湘辽1

徐伟超85072113 贵川2

何欣28035213 贵川2

祝智杰59193313 河北1

张文怡31365413 河北1

卫宸宇37151513 河南1

武翠翠37122613 河南1

王彬35578114 山西2

郭洪辰35571214 山西2

李成21217314 上海1

王祎文21300414 上海1

冯志超79300514 江西1

曹月79332614 江西1

摘要

本页射手总数: 84; 总射手数: 84; 总团体数: 42

说说 B29DA435

___ Team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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