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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长：何云
比赛时间：2019年7月20日-24日
比赛地点：石林中元羽毛球馆



昆明市第六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

团体成绩

裁判长： 何云                                      比赛地点：石林中元羽毛球馆                           比赛时间：2019年7月20日-24日

   项目
名次

男子团体 女子团体
青少年甲组 青少年乙组 成年组 青少年甲组 青少年乙组 成年组

第1名
五华区 官渡区 官渡区 五华区 五华区 官渡区

王续瑞 朱雨桓 周钰景 杨昊熹 付渝天 李溪瑶 汤俊 缪卿 艾迪 潘心玥 张程程 徐嘉扬 何宛霖 郑滟骐 苏桐杨 黄鑫 杨雪娟 马丽娟
王之昊 李杨坤 陈峙霖 张子瑜 张珈薇 张婧媛 胡海容 连德多 崔丽

第2名
盘龙区 五华区 空港经济区 官渡区 官渡区 五华区

康瑞安 张思航 黄子曦杨吴恺晨王浩宇 吕明奚 向均仕 张智钦 郑西溪 黄帧逸 宽譞怡 杨梓瞳 尹夕月 周懿玥 张雨萌 张雯迪 张颖超 查仪行
奎鸿屹 姚皓严 钟佳恒 奚嘉宏 王晔童 李馨语 董玟君 段杨思颖 郑云 高敏 杨慧东

第3名
官渡区 盘龙区 宜良县教育体育局 西山区 安宁市 安宁市

郭济玮 殷志文 潘宇瞻 周熙程 张曦文 薛茗予 侯晋 蔡毅雄 臧辉 周淇琪 伍俊霏 孔维馨 刘语寒 刘语然 许安雯 杨蕊菡 吕金红 赵瑛
谭路阳 洪鑫缘 陈俞博文刘子歌 刘政鑫 戈超 朱瑾 李沅霏 刘欣怡 吴卓锦 邵斌 彭云霞

第4名
西山区 安宁市 五华区 盘龙区 盘龙区 盘龙区

王明跃 林皓然 李博川 何彦汐 蒋金睿 熊明戎璨 黄靖川 施奕 何灿涛 罗可 艾豆豆 马翕雅 周怡含 朱越馨 李杨霓 李旻泽 赵丽梅 刘诗妤
刘子文 谭博匀 蔡畅元 吉涵 沈少雄 李孟泰 伍君懿 杨丽淇 宗嘉南 缪兵 李思琪

第5名
安宁市 石林县 安宁市 嵩明县 西山区 空港经济区

刘梓涵 宋梓鸿 马纬铭 王烁程 石晓睿 昂睿 李义 刘顶峰 徐云川 李昕妍 李娥 曾海薇 李颖 黄千芮 丁心然 骆薇竹 沈凉蓉 陆丽梅
张俊哲 尹硕 赵涵 彭云生 谢明 柴依彤 艾俊甫 沈芳羽

第6名
寻甸 宜良县教育体育局 西山区 石林县 石林县 东川区教体局

赵昱杰 鲁飞成 迟泰铭 钱俊汐 陈瑞霖 蒋绎强 宋春栋 张林邦 戴超一 杨蕊宁 伏钰鑫 周锦瑞 许欢 李梦洁 刘琦 曹爱华 杨高雁 刘慧琼
刘科同 宁钦楠 李炫乐 李嘉 张锐 李谨呈 向桐羽 唐安华 窦春花

第7名
石林县 嵩明县 盘龙区 宜良县教育体育局 东川区乒协

李东键 张宏宝 王子骋 杨淦 何绍屹 孙子桓 董行健 金圣敬 舒铖 刘宇彤 王子萌 李卓璇 王凤珍 胡庭英 李品兰
毕楷豪 汤靖博 王思雄 赵嘉诚 李佳润 左京让 吴玲 范云霞

第8名

嵩明县 石林县 阳宗海
李品言 李卓锴 杨俊贤 高铕宁 陈宁 刘军 谷婉秋 李琼辉 罗莉莉

马楚畅 李烨 李向忠 韩健康



昆明市第六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

双打成绩

裁判长：何云                                                   比赛地点：石林中元羽毛球馆                            比赛时间：2019年7月20日-24日

   项目
名次

男子双打 女子双打 混合双打

青少年甲组 青少年乙组 成年组 青少年甲组 青少年乙组 成年组 青少年甲组 成年组

第1名
王续瑞/朱雨桓 付渝天/李溪瑶 缪卿/艾迪 张程程/徐嘉扬 何宛霖/郑滟骐 马丽娟/崔丽 周钰景/潘心玥 李孟泰/高敏

(五华区) (官渡区) (官渡区) (五华区) (五华区) (官渡区) (五华区) (五华区)

第2名
王之昊/李杨坤 杨昊熹/陈峙霖 侯晋/臧辉 张珈薇/张婧媛 张雨萌/段杨思颖 黄鑫/杨雪娟 康瑞安/罗可 汤俊/黄鑫

(五华区) (官渡区) (宜良县教育体育局) (五华区) (官渡区) (官渡区) (盘龙区) (官渡区)

第3名
张思航/黄子曦 杨吴恺晨/王浩宇 向均仕/张智钦 杨梓瞳/李馨语 尹夕月/周懿玥 苏宋萍/骆薇竹 郭济玮/黄帧逸 张智钦/苏宋萍

(盘龙区) (五华区) (空港经济区) (官渡区) (官渡区) (空港经济区) (官渡区) (空港经济区)

第4名
马纬铭/张俊哲 周熙程/薛茗予 刘顶峰/彭云生 伏钰鑫/李谨呈 李颖/黄千芮 赵丽梅/刘诗妤 殷志文/宽譞怡 李义/杨蕊菡

(安宁市) (盘龙区) (安宁市) (石林县) (西山区) (盘龙区) (官渡区) (安宁市)

第5名
潘宇瞻/谭路阳 吕明奚/钟佳恒 徐云川/谢明 马翕雅/杨丽淇 刘语寒/刘语然 张雯迪/张颖超 李博川/孔维馨 蔡毅强/谷婉秋

(官渡区) (五华区) (安宁市) (盘龙区) (安宁市) (五华区) (西山区) (阳宗海)

第6名
刘梓涵/宋梓鸿 宁钦楠/李炫乐 郑西溪/王晔童 艾豆豆/伍君懿 苏桐杨/胡海容 查仪行/高敏 李杨坤/徐嘉扬 赵嘉诚/李旻泽

(安宁市) (宜良县教育体育局) (空港经济区) (盘龙区) (五华区) (五华区) (五华区) (盘龙区)

第7名
刘子文/王明跃 熊明戎璨/蔡畅元 高铕宁/李向忠 杨蕊宁/周锦瑞 陈上玄/仲帼玉 沈凉蓉/陆丽梅 宋梓鸿/付祎涵 杨麟/曹爱华

(西山区) (安宁市) (石林县) (石林县) (宜良县教育体育局) (空港经济区) (安宁市) (东川区教体局)

第8名
李东键/张宏宝 杨奇翰/陈锦航 陈宁/刘军 刘宇彤/王子萌 许欢/李梦洁 唐安华/窦春花 林皓然/周淇琪 高铕宁/马红梅

(石林县) (东川区) (石林县) (宜良县教育体育局) (石林县) (东川区教体局) (西山区) (石林县)



昆明市第六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

单打成绩

裁判长：何云                                   比赛地点：石林中元羽毛球馆                          比赛时间：2019年7月20日-24日

   项目
名次

男子单打 女子单打

青少年甲组 青少年乙组 成年组 青少年甲组 青少年乙组 成年组

第1名
王续瑞 杨昊熹 艾迪 潘心玥 何宛霖 崔丽

(五华区) (官渡区) (官渡区) (五华区) (五华区) (官渡区)

第2名
周钰景 杨吴恺晨 缪卿 周淇琪 郑滟骐 马丽娟

(五华区) (五华区) (官渡区) (西山区) (五华区) (官渡区)

第3名
张思航 王浩宇 侯晋 罗可 尹夕月 张颖超

(盘龙区) (五华区) (宜良县教育体育局) (盘龙区) (官渡区) (五华区)

第4名
朱雨桓 周熙程 王晔童 张程程 苏桐杨 杨雪娟

(五华区) (盘龙区) (空港经济区) (五华区) (五华区) (官渡区)

第5名
康瑞安 付渝天 何灿涛 张珈薇 刘语然 张雯迪

(盘龙区) (官渡区) (五华区) (五华区) (安宁市) (五华区)

第6名
王之昊 钟佳恒 张智钦 张婧媛 刘语寒 缪兵

(五华区) (五华区) (空港经济区) (五华区) (安宁市) (盘龙区)

第7名
殷志文 吕明奚 徐云川 杨梓瞳 周懿玥 杨蕊菡

(官渡区) (五华区) (安宁市) (官渡区) (官渡区) (安宁市)

第8名
奎鸿屹 蔡畅元 赵嘉诚 董玟君 周怡含 沈凉蓉

(盘龙区) (安宁市) (盘龙区) (官渡区) (盘龙区) (空港经济区)



昆明市第六届运动会乒乓球项目（青少年组）积分

名次 代表队 男团 女团 男单 女单 男双 女双 混双 积分合计 总积分

1
五华区 9 9 24 21 16 16 12 107

184
五华区 7 9 18 21 10 12 77

2
官渡区 6 7 2 3 4 6 11 39

105
官渡区 9 7 13 8 16 13 66

3
盘龙区 7 5 11 6 6 7 7 49

71
盘龙区 6 5 5 1 5 22

4
安宁市 4 8 2 14

39
安宁市 5 6 1 7 2 4 25

5
西山区教体局 5 6 7 2 5 25

34
西山区教体局 4 5 9

6
石林县 2 3 1 7 13

21
石林县 4 3 1 8

7

宜良县教育体
育局

2 1 3
11

宜良县教育体
育局

3 3 2 8

8
嵩明县 1 4 5

7
嵩明县 2 2

9
寻甸 3 3

3
寻甸 0

10
东川区 0

1
东川区 1 1

11
禄劝县 0

0
禄劝县 0



昆明市第六届运动会乒乓球项目（成人组）积分

名次 代表队 男团 女团 男单 女单 男双 女双 混双 总积分

1 官渡区 9 9 16 21 9 16 7 87

2 空港经济区 7 4 8 1 9 8 6 43

3 五华区 5 7 4 10 7 9 42

4 安宁市 4 6 2 2 9 5 28

5
宜良县教育体
育局

6 6 7 19

6 盘龙区 2 5 1 3 5 3 19

7 东川区教体局 3 1 2 6

8 石林县 1 3 1 5

9 阳宗海 1 4 5

10 西山区 3 3

11 寻甸 0

12 晋宁区 0

13
东川区乒乓球
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