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孩杯”2020-2021年全国少儿跳绳俱乐部杯赛（总决赛）
成绩公告

参赛人 俱乐部 项目 性别组 年龄组 成绩 名次 获奖等级

余子申 黄山费斯体育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137 1 一等奖

王梓涵 柳州市博铠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127 2 一等奖

汤恩颢 陕西乐健鑫体育（新城区-西安市）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126 3 一等奖

王聿栋 陕西乐健鑫体育（新城区-西安市）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126 3 一等奖

陈子轩 宣城优孩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120 5 二等奖

李奕萱 大庆飞扬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145 1 一等奖

朱若兰 广州市星跃青少儿跳绳培训机构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133 2 一等奖

吕奕 北京英姿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125 3 一等奖

孟璐 大庆飞扬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122 4 二等奖

赵菲儿 淮南飞扬优孩运动馆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110 5 二等奖



俞佳欣 北京英姿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105.5 6 二等奖

杜昕烨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五周岁组 109 1 一等奖

索嘉翊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五周岁组 106 2 一等奖

王皓帆 陕西乐健鑫体育（新城区-西安市）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五周岁组 100 3 一等奖

王秋雅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五周岁组 129 1 一等奖

周思苒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五周岁组 124 2 一等奖

吴承芷 深圳市智鸣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五周岁组 120 3 一等奖

徐范欣怡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五周岁组 118 4 二等奖

王欣竹 乾城绳韵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五周岁组 111.5 5 二等奖

王晨茜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五周岁组 109.5 6 二等奖

张梓宁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五周岁组 105 7 二等奖

毕言东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五周岁组 104 8 二等奖

吕嘉倩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146 1 一等奖



钱海璐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138.5 2 一等奖

章歆珧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138.5 2 一等奖

魏祎 宣城优孩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137 4 二等奖

刘奕彤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135 5 二等奖

童煜婷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132 6 二等奖

赵栖桐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129 7 二等奖

任芯熠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128 8 二等奖

姜艺苒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126.5 9 三等奖

池依蔓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120 10 三等奖

刘嘉潞 源讯体科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112.5 11 三等奖

李梓涵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109 12 三等奖

范梓默 大庆飞扬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57 1 一等奖

胡渝昊 广州市星跃青少儿跳绳培训机构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54 2 一等奖



梁啟翀 广州市星跃青少儿跳绳培训机构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45 3 一等奖

肖云夫 吉林爱动体育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45 3 一等奖

曹一然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36 5 二等奖

马辰元
陕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太白

校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30 6 二等奖

蒋宇杰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29.5 7 二等奖

赵禹衡 大庆飞扬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23 8 二等奖

张议仁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19 9 三等奖

陈孜轩 淮南飞扬优孩运动馆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18 10 三等奖

王为 源讯体科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10 11 三等奖

姜瀚明 吉林乐跳花样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08 12 三等奖

颜诚理 绳之技跳绳运动馆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96 13 无

朱晟轩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157 1 一等奖

池佳恒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144 2 一等奖



杨子岩
陕西西安树人体育（长安区-鄠邑

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137.5 3 一等奖

蒋彦铭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136 4 二等奖

王勤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135.5 5 二等奖

施凯博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134 6 二等奖

周建硕 西安绳道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131 7 二等奖

衡秉煊 陕西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124.5 8 二等奖

章家齐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103.5 9 三等奖

胡艺凡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154.5 1 一等奖

王梓依然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151 2 一等奖

孙琪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144 3 一等奖

吴奕楠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142.5 4 二等奖

王嫦曦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139 5 二等奖

齐梓萱 陕西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136 6 二等奖



仇璐瑶 大庆飞扬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130 7 二等奖

李鹏程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120.5 1 一等奖

张宸铭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101 2 一等奖

任俊蘅 上海优孩运动馆浦东分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80 3 一等奖

于璨伊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128.5 1 一等奖

陈雨霏
陕西西安树人体育（长安区-鄠邑

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108 2 一等奖

欧阳芃文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96 3 一等奖

董桂洁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147 1 一等奖

李悦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142 2 一等奖

金怡 优孩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140 3 一等奖

郝瑾萱 宣城优孩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131 4 二等奖

王若涵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128.5 5 二等奖

章嘉洋 优孩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111.5 6 二等奖



刘煜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155 1 一等奖

姚禹谦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143 2 一等奖

陈泽天 淄博市绳动花式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138 3 一等奖

李亦轩 淮南飞扬优孩运动馆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136 4 二等奖

王羽齐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128 5 二等奖

秦邦予 陕西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116 6 二等奖

袁俊杰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十周岁组 141 1 一等奖

文梓珂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十周岁组 139 2 一等奖

于浩然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十周岁组 133 3 一等奖

于骐歌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十周岁组 131 4 二等奖

付雨霏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146 1 一等奖

雷滨菲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146 1 一等奖

陈艾佳 淄博市绳动花式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144 3 一等奖



帅子涵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127 4 二等奖

谢雨铮 大庆飞扬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49.397 1 一等奖

史嘉轩 其他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50.243 2 一等奖

赵栖桐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50.836 3 一等奖

李洁辰
陕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太白

校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57.82 4 二等奖

刘嘉潞 源讯体科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59.073 5 二等奖

章歆珧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59.582 6 二等奖

范梓默 大庆飞扬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47.89 1 一等奖

肖云夫 吉林爱动体育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51.164 2 一等奖

颜诚理 绳之技跳绳运动馆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55.871 3 一等奖

李奕萱 大庆飞扬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50.455 1 一等奖

朱若兰 广州市星跃青少儿跳绳培训机构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53.134 2 一等奖

俞佳欣 北京英姿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62.528 3 一等奖



余子申 黄山费斯体育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50.232 1 一等奖

汤恩颢 陕西乐健鑫体育（新城区-西安市）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54.391 2 一等奖

范书亚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60.394 3 一等奖

谢铭翰 潮州市拓梦者体育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62.265 4 二等奖

张光尘 陕西乐健鑫体育（新城区-西安市）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63.726 5 二等奖

马腾逸 上海优孩运动馆杨浦分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64.192 6 二等奖

于璨伊 其他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55.089 1 一等奖

刘昀嘉 北京英姿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63.296 2 一等奖

林雅芸 广州市星跃青少儿跳绳培训机构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72.688 3 一等奖

张皓雯 陕西乐健鑫体育（新城区-西安市）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75.952 4 二等奖

李鹏程 其他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56.601 1 一等奖

张宸铭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65.5 2 一等奖

吴敬洲 陕西乐健鑫体育（新城区-西安市）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81.873 3 一等奖



王皓帆 陕西乐健鑫体育（新城区-西安市）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五周岁组 64.145 1 一等奖

索嘉翊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五周岁组 65.856 2 一等奖

朱晟轩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50.284 1 一等奖

李晨阳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和平小学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51.23 2 一等奖

孙琪 其他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48.307 1 一等奖

孙嘉艺
陕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太白

校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56.537 2 一等奖

孙凡舒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59.171 3 一等奖

李雨昕
陕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太白

校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62.195 4 二等奖

郝瑾萱 宣城优孩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52.881 1 一等奖

王若涵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54.539 2 一等奖

沈芯竹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55.738 3 一等奖

韩佳玉 其他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63.334 4 二等奖

章嘉洋 优孩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69.342 5 二等奖



方子康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42.588 1 一等奖

帅子康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52.061 2 一等奖

陈泽天 淄博市绳动花式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54.486 3 一等奖

陈爽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和平小学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49.572 1 一等奖

蓝知闲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52.495 2 一等奖

付雨霏 其他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52.825 3 一等奖

谢彤瑄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57.238 4 二等奖

帅子涵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61.645 5 二等奖

钱潇锦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68.417 6 二等奖

李奕萱 大庆飞扬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129 1 一等奖

朱若兰 广州市星跃青少儿跳绳培训机构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119 2 一等奖

俞佳欣 北京英姿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116 3 一等奖

吕奕 北京英姿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112 4 二等奖



余子申 黄山费斯体育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125 1 一等奖

王聿栋 陕西乐健鑫体育（新城区-西安市）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118 2 一等奖

郝轩庆 陕西乐健鑫体育（新城区-西安市）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116 3 一等奖

范书亚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114 4 二等奖

谢铭翰 潮州市拓梦者体育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111 5 二等奖

汤恩颢 陕西乐健鑫体育（新城区-西安市）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110 6 二等奖

马腾逸 上海优孩运动馆杨浦分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100 7 二等奖

刘煜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136 1 一等奖

张俊煜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131 2 一等奖

帅子康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126 3 一等奖

陈泽天 淄博市绳动花式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121 4 二等奖

马世杰
陕西西安树人体育（长安区-鄠邑

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119 5 二等奖

冯启轩 陕西榆林市定边县第一小学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111 6 二等奖



秦邦予 陕西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109 7 二等奖

任紫鸣
陕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太白

校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109 7 二等奖

王梓沫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136 1 一等奖

胡炜忻 乾城绳韵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124 2 一等奖

郝瑾萱 宣城优孩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123 3 一等奖

闵玥萱
陕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太白

校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117 4 二等奖

王若涵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116 5 二等奖

韩佳玉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107.5 6 二等奖

章嘉洋 优孩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104 7 二等奖

沈芯竹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103 8 二等奖

崔露 陕西榆林市定边县第一小学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80 9 三等奖

朱晟轩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148 1 一等奖

叶梓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和平小学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135 2 一等奖



杨子岩
陕西西安树人体育（长安区-鄠邑

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125 3 一等奖

蒋彦铭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123.5 4 二等奖

李晨阳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和平小学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122.5 5 二等奖

任昊卿
陕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太白

校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109 6 二等奖

张官成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105 7 二等奖

黄朝阳 陕西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104.5 8 二等奖

孙琪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135 1 一等奖

姜译丹 哈尔滨市阿城区和平小学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123 2 一等奖

严伊晨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123 2 一等奖

万梓涵 哈尔滨市阿城区和平小学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122 4 二等奖

高睿函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和平小学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119 5 二等奖

仇璐瑶 大庆飞扬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118 6 二等奖

孙凡舒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114 7 二等奖



齐梓萱 陕西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113.5 8 二等奖

孙嘉艺
陕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太白

校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108 9 三等奖

李雨昕
陕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太白

校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105.5 10 三等奖

凌羽韦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98 11 三等奖

赵栖桐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130 1 一等奖

阙妮可 范小云优孩跳绳教练员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123 2 一等奖

李洁辰
陕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太白

校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115 3 一等奖

童煜婷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108.5 4 二等奖

刘嘉潞 源讯体科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107.5 5 二等奖

李梓涵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103 6 二等奖

陈沐风
陕西西安树人体育（长安区-鄠邑

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31 1 一等奖

范梓默 大庆飞扬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30.5 2 一等奖

陈硕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29.5 3 一等奖



王淇弘
陕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太白

校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29 4 二等奖

肖云夫 吉林爱动体育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28 5 二等奖

蒋宇杰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24 6 二等奖

秦峻麒
陕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太白

校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22 7 二等奖

颜诚理 绳之技跳绳运动馆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13 8 二等奖

张议仁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12 9 三等奖

杨晋豪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10 10 三等奖

惠奕睿
陕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太白

校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09 11 三等奖

王为 源讯体科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09 11 三等奖

于璨伊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116 1 一等奖

刘昀嘉 北京英姿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105.5 2 一等奖

刘雨佳
陕西西安树人体育（长安区-鄠邑

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102.5 3 一等奖

黎若溪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97 4 二等奖



张皓雯 陕西乐健鑫体育（新城区-西安市）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96 5 二等奖

林雅芸 广州市星跃青少儿跳绳培训机构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90.5 6 二等奖

李鹏程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116 1 一等奖

张宸铭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111 2 一等奖

吴敬洲 陕西乐健鑫体育（新城区-西安市）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73 3 一等奖

蒋铠洺 池州贵池区悦动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五周岁组 115 1 一等奖

王皓帆 陕西乐健鑫体育（新城区-西安市）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五周岁组 114 2 一等奖

索嘉翊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五周岁组 107 3 一等奖

吴承芷 深圳市智鸣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五周岁组 116.5 1 一等奖

王欣竹 乾城绳韵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五周岁组 108 2 一等奖

吴思齐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五周岁组 103 3 一等奖

朱云舒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五周岁组 93.5 4 二等奖

魏思敏 广州市星跃青少儿跳绳培训机构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五周岁组 92 5 二等奖



于骐歌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十周岁组 129.5 1 一等奖

陈彦宏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十周岁组 118 2 一等奖

于浩然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十周岁组 115.5 3 一等奖

李明轩 陕西榆林市定边县第一小学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十周岁组 106 4 二等奖

付雨霏 其他俱乐部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135 1 一等奖

盛瀚博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119 2 一等奖

蓝知闲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117.5 3 一等奖

谢彤瑄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114 4 二等奖

帅子涵 个人 30秒定时计数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110 5 二等奖

李奕萱 大庆飞扬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67.5 1 一等奖

吕奕 北京英姿跳绳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64.5 2 一等奖

俞佳欣 北京英姿跳绳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62 3 一等奖

余子申 黄山费斯体育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68 1 一等奖



王聿栋 陕西乐健鑫体育（新城区-西安市）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65 2 一等奖

黄梓恩 上海优孩运动馆闵行分部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58 3 一等奖

甄炜城 宣城优孩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57 4 二等奖

范书亚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55.5 5 二等奖

霍岳洋 北京英姿跳绳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74 1 一等奖

陈硕 个人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70 2 一等奖

肖云夫 吉林爱动体育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70 2 一等奖

蒋宇杰 个人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64.5 4 二等奖

梁钧皓
深圳市跃动鹏绳文化有限公司美年广

场训练馆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63 5 二等奖

张议仁 个人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62 6 二等奖

陈孜轩 淮南飞扬优孩运动馆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60 7 二等奖

颜诚理 绳之技跳绳运动馆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59 8 二等奖

姜艺苒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73 1 一等奖



刘奕彤 个人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69 2 一等奖

魏祎 宣城优孩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68.5 3 一等奖

钱海璐 其他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64 4 二等奖

刘煜 个人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73.5 1 一等奖

姚禹谦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73 2 一等奖

李可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71.5 3 一等奖

鲁澍泽 陕西乐健鑫体育（新城区-西安市）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71.5 3 一等奖

王羽齐 其他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71 5 二等奖

李亦轩 淮南飞扬优孩运动馆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68 6 二等奖

陈泽天 淄博市绳动花式跳绳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67 7 二等奖

骆健屹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67 7 二等奖

能哲翰 池州贵池区悦动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65.5 9 三等奖

金怡 优孩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79 1 一等奖



董桂洁 个人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71 2 一等奖

汪静宜 其他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70.5 3 一等奖

李悦 其他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68.5 4 二等奖

胡炜忻 乾城绳韵跳绳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68 5 二等奖

郝瑾萱 宣城优孩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67 6 二等奖

闫湘晨 大庆飞扬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60 7 二等奖

付薪渝 个人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59 8 二等奖

韩佳玉 其他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56 9 三等奖

章嘉洋 优孩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21 10 三等奖

朱晟轩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76 1 一等奖

周建硕 西安绳道跳绳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65.5 2 一等奖

张育铭 其他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65 3 一等奖

章家齐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31 4 二等奖



胡艺凡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75.5 1 一等奖

王梓依然 个人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72 2 一等奖

孙琪 其他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71 3 一等奖

徐诺忆 个人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63 4 二等奖

袁俊杰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十周岁组 71.5 1 一等奖

文梓珂 其他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男子组 十周岁组 71.5 1 一等奖

付雨霏 其他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71.5 1 一等奖

雷滨菲 个人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71.5 1 一等奖

王禹涵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71.5 1 一等奖

陈艾佳 淄博市绳动花式跳绳俱乐部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67 4 二等奖

徐可冉 淮南飞扬优孩运动馆 30秒双摇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62 5 二等奖

李奕萱 大庆飞扬俱乐部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59.5 1 一等奖

俞佳欣 北京英姿跳绳俱乐部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37.5 2 一等奖



余子申 黄山费斯体育俱乐部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53 1 一等奖

甄炜城 宣城优孩俱乐部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43 2 一等奖

徐皓然 个人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37 3 一等奖

范书亚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32 4 二等奖

裘艺洁 个人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53 1 一等奖

金怡 优孩俱乐部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52 2 一等奖

凌卿雁 个人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50 3 一等奖

郝瑾萱 宣城优孩俱乐部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49 4 二等奖

赵悦铭 个人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65 1 一等奖

林锦哲 个人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59 2 一等奖

朱皓然 个人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57 3 一等奖

陈泽天 淄博市绳动花式跳绳俱乐部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50 4 二等奖

黄承昊 个人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50 4 二等奖



李亦轩 淮南飞扬优孩运动馆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47.5 6 二等奖

姜艺苒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55 1 一等奖

钱海璐 其他俱乐部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52.5 2 一等奖

刘奕彤 个人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45 3 一等奖

周溪茗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44.5 4 二等奖

李梓涵 个人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41 5 二等奖

蒋宇杰 个人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56 1 一等奖

梁钧皓
深圳市跃动鹏绳文化有限公司美年广

场训练馆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48.5 2 一等奖

陈思哲 个人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46.5 3 一等奖

颜诚理 绳之技跳绳运动馆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45.5 4 二等奖

姜瀚明 吉林乐跳花样跳绳俱乐部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41.5 5 二等奖

陶未名 淮南飞扬优孩运动馆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30 6 二等奖

孙琪 其他俱乐部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54 1 一等奖



张涵钰 淄博市绳动花式跳绳俱乐部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49 2 一等奖

王嫦曦 其他俱乐部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42 3 一等奖

胡艺凡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38 4 二等奖

周建硕 西安绳道跳绳俱乐部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51.5 1 一等奖

谢晨阳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42 2 一等奖

毕言东 其他俱乐部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女子组 五周岁组 44 1 一等奖

周思苒 其他俱乐部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女子组 五周岁组 43.5 2 一等奖

王晨茜 其他俱乐部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女子组 五周岁组 39 3 一等奖

张梓宁 其他俱乐部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女子组 五周岁组 37 4 二等奖

钱潇锦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41 1 一等奖

徐可冉 淮南飞扬优孩运动馆 30秒间隔交叉单摇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38.5 2 一等奖

王皓帆 陕西乐健鑫体育（新城区-西安市）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五周岁组 63.082 1 一等奖

索嘉翊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五周岁组 64.657 2 一等奖



周思苒 其他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五周岁组 49.431 1 一等奖

徐范欣怡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五周岁组 56.036 2 一等奖

吕嘉倩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41.379 1 一等奖

钱海璐 其他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44 2 一等奖

章歆珧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45 3 一等奖

刘奕彤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45.058 4 二等奖

童煜婷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46.71 5 二等奖

姜艺苒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47.529 6 二等奖

岳昕桐 淄博市绳动花式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48.642 7 二等奖

池依蔓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49.581 8 二等奖

魏祎 宣城优孩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50.928 9 三等奖

赵栖桐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51.944 10 三等奖

李梓涵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56.383 11 三等奖



胡渝昊 广州市星跃青少儿跳绳培训机构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40.382 1 一等奖

范梓默 大庆飞扬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42.944 2 一等奖

肖云夫 吉林爱动体育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45.874 3 一等奖

张文俊 其他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46.739 4 二等奖

姜瀚明 吉林乐跳花样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54.383 5 二等奖

梁钧皓
深圳市跃动鹏绳文化有限公司美年广

场训练馆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55.717 6 二等奖

王为 源讯体科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56.861 7 二等奖

颜诚理 绳之技跳绳运动馆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59.668 8 二等奖

朱晟轩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39.009 1 一等奖

池佳恒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43.499 2 一等奖

王勤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44.972 3 一等奖

周建硕 西安绳道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48.287 4 二等奖

施凯博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50.631 5 二等奖



谢晨阳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51.821 6 二等奖

余俊东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56.436 7 二等奖

陈邦宇
深圳市跃动鹏绳文化有限公司美年广

场训练馆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75.653 8 二等奖

胡艺凡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41.367 1 一等奖

孙琪 其他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42.512 2 一等奖

吴奕楠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42.6 3 一等奖

王嫦曦 其他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47.293 4 二等奖

张宸铭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68.029 1 一等奖

任俊蘅 上海优孩运动馆浦东分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89.256 2 一等奖

于璨伊 其他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46.801 1 一等奖

余子申 黄山费斯体育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46.007 1 一等奖

汤恩颢 陕西乐健鑫体育（新城区-西安市）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49.59 2 一等奖

王梓涵 柳州市博铠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54.534 3 一等奖



王聿栋 陕西乐健鑫体育（新城区-西安市）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56.228 4 二等奖

甄炜城 宣城优孩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58.262 5 二等奖

施睿梵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64.796 6 二等奖

徐皓然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68.887 7 二等奖

李奕萱 大庆飞扬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42.455 1 一等奖

朱若兰 广州市星跃青少儿跳绳培训机构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46.209 2 一等奖

孟璐 大庆飞扬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51.219 3 一等奖

王若懿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74.539 4 二等奖

文梓珂 其他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十周岁组 45.96 1 一等奖

付雨霏 其他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43.132 1 一等奖

王禹涵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48.251 2 一等奖

徐可冉 淮南飞扬优孩运动馆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52.258 3 一等奖

钱潇锦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75.673 4 二等奖



郝瑾萱 宣城优孩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45.995 1 一等奖

凌卿雁 个人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50.49 2 一等奖

韩佳玉 其他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55.584 3 一等奖

章嘉洋 优孩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66.506 4 二等奖

姚禹谦 范小云优孩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44.146 1 一等奖

陈泽天 淄博市绳动花式跳绳俱乐部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46.875 2 一等奖

李亦轩 淮南飞扬优孩运动馆 200个定数计时单摇双脚轮换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52.224 3 一等奖

李晨阳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和平小学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211.5 1 一等奖

杨子岩
陕西西安树人体育（长安区-鄠邑

区）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175 2 一等奖

姜译丹 哈尔滨市阿城区和平小学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221 1 一等奖

周琳 个人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187.5 2 一等奖

齐梓萱 陕西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七周岁组 184 3 一等奖

李奕萱 大庆飞扬俱乐部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199 1 一等奖



孟璐 大庆飞扬俱乐部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171 2 一等奖

黄梓欣 上海优孩运动馆闵行分部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156.5 3 一等奖

黄梓恩 上海优孩运动馆闵行分部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159 1 一等奖

张光尘 陕西乐健鑫体育（新城区-西安市）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六周岁组 145 2 一等奖

张朝予 大庆飞扬俱乐部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五周岁组 165 1 一等奖

文梓珂 其他俱乐部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十周岁组 176 1 一等奖

付雨霏 其他俱乐部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196 1 一等奖

蓝知闲 个人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十周岁组 183 2 一等奖

罗静笃 个人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47 1 一等奖

史嘉轩 其他俱乐部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202 1 一等奖

谢雨铮 大庆飞扬俱乐部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190 2 一等奖

刘嘉潞 源讯体科俱乐部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八周岁组 126.5 3 一等奖

吴敬洲 陕西乐健鑫体育（新城区-西安市）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72.5 1 一等奖



于璨伊 其他俱乐部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139.5 1 一等奖

张皓雯 陕西乐健鑫体育（新城区-西安市）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126 2 一等奖

梁景璇 陕西乐健鑫体育（新城区-西安市）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女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118 3 一等奖

能哲翰 池州贵池区悦动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188.5 1 一等奖

孙雨泽 池州贵池区悦动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一分钟棉纱绳单摇并脚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176 2 一等奖

任俊蘅 上海优孩运动馆浦东分部 一分钟亲子一带一单摇跳 男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150.5 1 一等奖

于璨伊 其他俱乐部 一分钟亲子一带一单摇跳 女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153.5 1 一等奖

张朝予 大庆飞扬俱乐部 一分钟亲子一带一单摇跳 女子组 五周岁组 165 1 一等奖

姜瀚明 吉林乐跳花样跳绳俱乐部 一分钟亲子一带一单摇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84 1 一等奖

赵禹衡 大庆飞扬俱乐部 一分钟亲子一带一单摇跳 男子组 八周岁组 144.5 2 一等奖

吕奕 北京英姿跳绳俱乐部 一分钟亲子一带一单摇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164 1 一等奖

李奕萱 大庆飞扬俱乐部 一分钟亲子一带一单摇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131.5 2 一等奖

汪静宜 其他俱乐部 一分钟亲子一带一单摇跳 女子组 九周岁组 182 1 一等奖



刘煜 个人 一分钟亲子一带一单摇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196 1 一等奖

杨鑫黎 个人 一分钟亲子一带一单摇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172.5 1 一等奖

黄朝阳 陕西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一分钟亲子一带一单摇跳 男子组 七周岁组 137.5 2 一等奖

张梓宁 其他俱乐部 一分钟交互绳单摇跳 女子组 五周岁组 168 1 一等奖

王秋雅 个人 一分钟交互绳单摇跳 女子组 五周岁组 166 2 一等奖

杜昕烨 其他俱乐部 一分钟交互绳单摇跳 男子组 五周岁组 159 1 一等奖

于璨伊 其他俱乐部 一分钟交互绳单摇跳 女子组 五周岁以下组 164.5 1 一等奖

赵悦铭 个人 一分钟交互绳单摇跳 男子组 九周岁组 213 1 一等奖

李奕萱 大庆飞扬俱乐部 一分钟交互绳单摇跳 女子组 六周岁组 148 1 一等奖

余子申 黄山费斯体育俱乐部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一段套路 男子组 六周岁组 94 1 一等奖

李奕萱 大庆飞扬俱乐部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一段套路 女子组 六周岁组 92.5 1 一等奖

陈泽天 淄博市绳动花式跳绳俱乐部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一段套路 男子组 九周岁组 93 1 一等奖

刘煜 个人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一段套路 男子组 九周岁组 87 2 一等奖



黄梓超
深圳市跃动鹏绳文化有限公司美年广

场训练馆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一段套路 男子组 九周岁组 65 3 一等奖

章嘉洋 优孩俱乐部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一段套路 女子组 九周岁组 75 1 一等奖

文梓珂 其他俱乐部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一段套路 男子组 十周岁组 85 1 一等奖

王嫦曦 其他俱乐部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一段套路 女子组 七周岁组 93 1 一等奖

张涵钰 淄博市绳动花式跳绳俱乐部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一段套路 女子组 七周岁组 93 1 一等奖

宋艾桐 大庆飞扬俱乐部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一段套路 女子组 七周岁组 92.5 3 一等奖

董伊煊 其他俱乐部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一段套路 女子组 七周岁组 70 4 二等奖

郑润泽 上海优孩运动馆闵行分部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一段套路 男子组 七周岁组 76 1 一等奖

岳昕桐 淄博市绳动花式跳绳俱乐部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一段套路 女子组 八周岁组 94 1 一等奖

刘嘉潞 源讯体科俱乐部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一段套路 女子组 八周岁组 86 2 一等奖

梁钧皓
深圳市跃动鹏绳文化有限公司美年广

场训练馆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一段套路 男子组 八周岁组 95 1 一等奖

杨易梵 其他俱乐部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一段套路 男子组 八周岁组 70 2 一等奖

王嫦曦 其他俱乐部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二段套路 女子组 七周岁组 92 1 一等奖



陈泽天 淄博市绳动花式跳绳俱乐部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二段套路 男子组 九周岁组 92.5 1 一等奖

黄浩霆 大庆飞扬俱乐部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二段套路 男子组 九周岁组 83 2 一等奖

范梓默 大庆飞扬俱乐部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二段套路 男子组 八周岁组 96 1 一等奖

梁钧皓
深圳市跃动鹏绳文化有限公司美年广

场训练馆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二段套路 男子组 八周岁组 93 2 一等奖

杨易梵 其他俱乐部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二段套路 男子组 八周岁组 79 3 一等奖

岳昕桐 淄博市绳动花式跳绳俱乐部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二段套路 女子组 八周岁组 96.5 1 一等奖

陈艾佳 淄博市绳动花式跳绳俱乐部 全国跳绳大众等级锻炼标准二段套路 女子组 十周岁组 98 1 一等奖

孙琪 其他俱乐部
全国幼儿单人单绳规定套路C（多彩绳

童）
女子组 七周岁组 94 1 一等奖

杜昕烨 其他俱乐部
全国幼儿单人单绳规定套路B（快乐绳

娃）
男子组 五周岁组 78 1 一等奖

朱云舒 其他俱乐部
全国幼儿单人单绳规定套路B（快乐绳

娃）
女子组 五周岁组 90 1 一等奖

王晨茜 其他俱乐部
全国幼儿单人单绳规定套路B（快乐绳

娃）
女子组 五周岁组 83 2 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