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06/26, 开始时间 09:00

长兴

资格赛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 资格赛

比赛秩序单

2019年全国射击个人锦标赛（步枪项目）

总计
开始

时间

轮

数

靶

位
注册号 姓名 代表队

组
备注团体

1 2 3

贵州黄宗仙8527511109:0009:00 贵州1

贵州陈春锦85028121 贵州1

山西裴蕊娇35144131 山西

山西张泽涛35251141 山西

郑州市郭歌37401151 郑州市1

郑州市郇宝37629161 郑州市1

云南潘晓润870109171 云南1

云南赵明航870120181 云南1

浙江杨倩57084191 浙江1

浙江余浩楠57076201 浙江1

南京市乐怡25465211 南京市1

南京市徐振林25461221 南京市1

上海顾芯宇214011231 上海1

上海苗宇峰21548241 上海1

内蒙古常彩霞47607251 内蒙古1

内蒙古张仕麒47024261 内蒙古1

江苏颜金婧25597271 江苏1

江苏盛李豪25709281 江苏1

北京高畅10087291 北京1

北京张旭烨10013301 北京1

石家庄市周嘉慧31783311 石家庄市1

石家庄市冯奕博31544321 石家庄市1

湖南刘汝璇73093331 湖南1

湖南刘志国73095341 湖南1

青海黄娜97081351 青海1

青海刘佳乐97061361 青海1

辽宁高铭蔚24557371 辽宁

辽宁宋布寒24274381 辽宁

江西杨宇雯79341391 江西1

江西刘志超79455401 江西1

福建江夏金59041411 福建1

福建任慧军59143421 福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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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南昌徐红5714443109:00 八一南昌1

八一南昌惠子程113037441 八一南昌1

广东王淑仪20438451 新粤

新疆王晓宇99223461 新粤

解放军队张彬彬59046471 解放军川

四川姚云骢28140481 解放军川

清华邱烨晗940002491 大体协清华1

大学生体育

协会

叶歆瑜920001501 大体协清华1

广西李倩男77019511 桂粤

广东潘俊辉20080521 桂粤

宁夏蒋楠95140531 宁渝

重庆曾志远23120541 宁渝

山西赵若竹35272551 晋冀

河北杨皓然31035561 晋冀

河北高莹31226571 冀津

天津李嘉弘45010581 冀津

山东吴明阳53367591 鲁吉

吉林孙一杰43314601 鲁吉

武汉市邢航27478611 鄂武汉市

湖北覃聪27145621 鄂武汉市

陕西朱思童29474631 陕甘

甘肃刘尧93061641 陕甘

安徽许重55020651 宁皖1

宁夏马晓龙95036661 宁皖1

陕西杨晨雨290126671 陕西

陕西李学智29252681 陕西

宁夏高楚奕95133691 宁陕

陕西李骏腾29894701 宁陕

河南张雨37407711 豫鲁

山东张常鸿53522721 豫鲁

山东聂文琪53380731 山东

山东朱训龙53442741 山东

黑龙江王泽儒45373751 皖黑

安徽丁嘉伟55054761 皖黑

甘肃杨玉莹9308511210:10 甘晋

山西杨桦芃35486122 甘晋

清华万颖捷940003132 大体协清华2

大学生体育

协会

尹相文920002142 大体协清华2

辽宁马宇婷24351152 豫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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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朱鹏飞3716316210:10 豫辽

四川夏思钰28408172 四川

四川雷浩瀚28354182 四川

吉林倪雨欣25286192 豫吉

河南孙昊宇37158202 豫吉

安徽李亚蔚55046212 宁皖2

宁夏王语欧95143222 宁皖2

四川李婷28021232 川辽

辽宁王鹏24050242 川辽

湖南雷靓73614252 湖南2

湖南陈克多73069262 湖南2

八一南昌朱莹洁21311272 八一南昌2

八一南昌刘宇坤29083282 八一南昌2

福建兰晴59249292 福建2

福建朱晓忠59465302 福建2

河北杜崧琳31381312 河北

河北刘禹岐31323322 河北

江西陶欣媚79453332 江西2

江西王治平79316342 江西2

青海王艺璇97034352 青海2

青海滑秉权97080362 青海2

解放军队陈芳卉112077372 解放军队

解放军队蒋轩112028382 解放军队

新疆王婷钰99115392 新疆

新疆李家成99154402 新疆

南京市高星曌25639412 南京市2

南京市陈玳玮25606422 南京市2

云南赵凯竹870209432 云南2

云南陈颉87016442 云南2

郑州市秦慧源37653452 郑州市2

郑州市孟祎玮38068462 郑州市2

浙江王璐瑶57343472 浙江2

浙江王岳丰57063482 浙江2

内蒙古韩晓敏47610492 内蒙古2

内蒙古盛佳洋47181502 内蒙古2

武汉市章天琪27430512 武汉市

武汉市胡雄罡27425522 武汉市

吉林张琼月43302532 吉林

吉林毛晨玮43250542 吉林

石家庄市彭晓萱31020552 石家庄市2

石家庄市郝宇31393562 石家庄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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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婷2507457210:10 江苏2

江苏高霆捷25002582 江苏2

上海丁婧婕21177592 上海2

上海陈常阳21457602 上海2

黑龙江刘心茹45468612 黑龙江

黑龙江赵文宇45490622 黑龙江

广东吴佳虹20117632 广东

广东隋庚成20272642 广东

贵州张译心85425652 贵州2

贵州刘浪85144662 贵州2

湖北彭紫吉27333672 湖北

湖北柳志宇27103682 湖北

重庆李爽23030692 重庆

重庆黄新寓23153702 重庆

甘肃屈国瑞93005712 甘肃

甘肃翟冠淞37560722 甘肃

北京刘慧10111732 北京2

北京高强10104742 北京2

河南史梦瑶37192752 豫皖

安徽田翔宇55113762 豫皖

摘要

本页射手总数: 132; 总射手数: 132; 总团体数: 66; 可用靶位数: 78 (2-79)

说说 1B7F4D89

___ Team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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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半决赛：11：20（资格赛馆）决赛 13：00（决赛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