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名单

男子甲组

单位 姓名 出生年月 团体成绩单打成绩 双打成绩 混双成绩

楚  
雄
队

杨晋榕 2008.8 第八名 第9-16名

李天宇 2008.4 第八名 第9-16名 第9-16名

李鸷翾 2008.3 第八名 第9-16名

李海睿 2009.2 第八名 第9-16名

杨翌晨 2009.7 第八名 第9-16名

玉  
溪  
队

王元灏 2009.4 第七名 第9-16名 第三名

雷丰瑜 2009.9 第七名 第9-16名 第三名

端木梓帆 2009.11 第七名 第9-16名

刘沣锐 2009.2 第七名

昆  
明
队

周钰景 2009.6 第一名 第五名 第二名

王续瑞 2008.1 第一名 第三名 第二名

朱雨桓 2008.10 第一名 第9-16名 第一名

殷志文 2008.1 第一名 第二名 第9-16名

康瑞安 2009.1 第一名 第9-16名 第五名

大
理
队

潘普一凡 2008.1 第五名 第八名

张湘毅 2008.3 第五名 第八名

范知釴 2009.6 第五名 第七名

赵文滔　 2009.4 第五名 第七名

彭宇骁　 2009.2 第五名



曲  
靖
队

张梓晋 2008.1 第二名 第七名 第一名

李国荣 2009.8 第二名 第一名 第一名

祁建辰 2008.6 第二名 第六名 第9-16名

钱柏佟 2009.8 第二名 第八名

钱泓云 2009.7 第二名 第9-16名 第9-16名

红  
河
队

纳江帅 2009.3 第三名 第五名

李怡锦 2008.7 第三名 第五名 第二名

吴岩丰 2008.10 第三名 第六名 第七名

赵一凡 2009.10 第三名 第八名 第三名

丁舵 2009.3 第三名 第六名 第六名

丽  
江
队

和新桥 2008.1 第六名 第9-16名

史皓予 2008.11 第六名 第9-16名

李宇涵 2009.7 第六名 第9-16名 第9-16名

李  璞 2008.8 第六名 第9-16名 第9-16名

昭  
通
队

罗嘉铭 2008.7 第四名 第四名

肖禹鑫 2008.8 第四名 第9-16名 第9-16名

李宗浩洋 2008.6 第四名 第9-16名 第9-16名

赵梓萌 2008.8 第四名 第四名 第四名

王鹿亦 2008.3 第四名 第四名



云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名单

男子乙组

单位 姓名 出生年月 团体成绩单打成绩 双打成绩

楚  
雄
队

严科政 2010.8 第二名 第9-16名 第三名

樊瑞宸 2010.1 第二名 第三名

杨滟心 2010.9 第二名 第四名

董博瑞 2010.9 第二名 第四名

李政坤 2011.5 第二名 第9-16名

玉  
溪  
队

李维哲 2010.7 第三名 第9-16名 第9-16名

李锴炫 2011.1 第三名 第八名 第9-16名

范世民 2010.6 第三名 第9-16名

王  翊 2011.9 第三名 第9-16名

杨晓瑞 2011.3 第三名

昆  
明
队

杨昊熹 2010.9 第一名 第一名

杨吴恺晨 2010.3 第一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王浩宇 2010.1 第一名 第四名 第二名

吕明奚 2011.1 第一名 第五名 第一名

许宇轩 2010.10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二名

大
理
队

杨立鼎 2010.8 第五名 第七名

周楚涵 2010.6 第五名 第9-16名

洪雨川 2011.1 第五名 第9-16名

董环宇 2011.11 第五名



曲  
靖
队

李臻铭 2010.4 第四名 第五名

吴永康 2010.12 第四名 第9-16名 第五名

李岱远 2010.3 第四名 第9-16名 第9-16名

赵秋翔 2010.7 第四名 第9-16名

红  
河
队

俞淞杰 2010.12 第六名 第9-16名

萧景耀 2010.7 第六名 第9-16名

李翌宁 2011.12 第六名 第9-16名

艾子程 2011.12 第六名

王恩赐 2010.1 第六名 第六名 第9-16名

丽  
江
队

何書臣 2010.6 第9-16名

和华胜 2011.12 第9-16名 第9-16名

苏景轩 2010.4 第9-16名

肖翼杰 2010.2 第9-16名

临  
沧
队

李振帆 2011.4 第八名 第9-16名

杨孟燃 2011.4 第八名 第9-16名

林子桐 2013.10 第八名

李锴 2013.2 第八名 第六名

段韬 2010.4 第八名 第六名

昭  
通
队

徐荣浩 2011.11 第七名 第七名

王继尧 2010.5 第七名 第七名

刘原源 2010.1 第七名 第八名

王瀚宇 2011.4 第七名 第八名

李袤 2010.2 第七名



云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名单

女子甲组

单位 姓名 出生年月 团体成绩单打成绩 双打成绩 混双成绩

楚  
雄
队

钱筱蓉 2009.12 第9-16名 第9-16名

蔡建蕊 2008.09 第9-16名

玉  
溪  
队

顾丁荣 2009.2 第三名 第八名 第三名

普馨莹 2009.10 第三名 第六名 第三名

普思瑶 2009.4 第三名 第9-16名 第9-16名

梁婉宁 2009.1 第三名 第9-16名

吴恩琪 2008.2 第三名 第9-16名 第9-16名

昆  
明
队

潘心玥 2008.3 第一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罗可 2008.8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一名

周淇琪 2008.8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五名

张程程 2008.7 第一名 第四名 第一名

徐嘉扬 2008.1 第一名 第五名 第二名

曲  
靖
队

雷梦瑜倩 2011.05 第四名 第五名 第9-16名

尹欣悦 2012.05 第四名 第9-16名 第五名

陈昱诺 2012.1 第四名 第八名

红  
河
队

滕晓霖 2008.6 第二名 第二名 第二名

光秋晔 2008.10 第二名 第9-16名 第六名

杨蕴瑶 2008.9 第二名 第七名 第七名

皮安芮 2008.11 第二名 第七名 第六名

田欣怡 2008.10 第二名 第六名 第三名



丽  
江
队

子书钰 2008.4 第五名 第七名 第四名

黎   睿 2008.11 第五名 第四名

杨云丽 2009.5 第五名 第八名

葛思言 2009.4 第五名 第八名

临  
沧
队

赵茶婧葳 2009.8 第9-16名

昭  
通
队

胡书绮 2008.3 第六名 第9-16名

李亚锦 2008.9 第六名 第四名

罗予婕 2008.10 第六名 第9-16名

杨诗涵 2008.1 第六名 第9-16名



云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名单

女子乙组

单位 姓名 出生年月 团体成绩单打成绩 双打成绩

楚  
雄
队

马函 2010.5 第三名 第五名

白露丹 2011.2 第三名 第七名 第五名

蔡静冉 2013.1 第三名

周辰钰 2010.5 第三名

玉  
溪  
队

谢  萌 2010.9 第二名 第五名 第一名

黄简淳 2011.3 第二名 第六名 第一名

马思熠 2010.2 第二名 第9-16名 第9-16名

李元希 2010.6 第二名 第八名 第9-16名

许景然 2011.12 第二名

昆  
明
队

何宛霖 2010.4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三名

郑滟骐 2010.7 第一名 第四名 第三名

尹夕月 2011.3 第一名 第二名 第四名

苏彦月 2010.6 第一名 第三名 第四名

朱越馨 2010.5 第一名

大
理
队

段雅婷　 2010.2 第9-16名

红  
河
队

赵思予 2010.9 第四名 第9-16名 第七名

赵启涵 2010.9 第四名 第二名

杨瑀涵 2010.3 第四名 第9-16名 第七名

李楚婧 2011.5 第四名 第9-16名 第二名

马卓妤 2010.4 第四名



丽  
江
队

肖俊妍 2013.3 第六名 第9-16名

张青 2010.6 第六名 第9-16名

高禧兰 2011.1 第六名 第9-16名 第9-16名

临  
沧
队

廖晚颖 2012.12 第七名 第八名

陈清昱 2012.12 第七名 第八名

李越 2012.11 第七名

昭  
通
队

周瑾冉 2010.12 第五名 第9-16名 第9-16名

袁希凤 2010.8 第五名 第9-16名

林子涵 2011.10 第五名 第六名

范珂 2011.10 第五名 第六名

杨小川 2011.6 第五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