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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径 
男子成年组: 20 岁以上组(含 20 岁) 

 

项 目 成 绩 创造者 运动会名称 日 期 地点 

60 米(室内) 6.4 张 宏 北京地区冬季邀请赛 1989.3 北京 

100 米 

 

10.2 李 丰 北京地区优秀运动员田径比赛 
 

1986.4 北京 

10.00(电) 张培萌 第十四届田径世界锦标赛 2013.8 莫斯科 

200 米 

 

21.0 李 丰 北京地区第四次田径比赛 
 

1986.4 北京 

20.47(电) 张培萌 上海黄金联赛 2013.5 上海 

400 米 

 

47.0 李 丰 北京地区田径比赛 
 

1986.5 北京 

46.44 (电) 王晓旭 第十届全运会 
 

2005.10 南京 

800 米 
1:48.60 林 军 田径邀请赛 1992.10 北京 

1:48.53 (电) 程  飒 全国田径冠军赛 
 

2012.6 福州 

800 米(室内) 1:52.80 林 军 北京地区田径比赛 1993.2 北京 

1500 米 

 

3:44.20 高慕隆 广州田径邀请赛 
 

1986.3 广州 

3:43.73 (电) 陈立新 第八届全运会 
 

1997.10 上海 

1000 米(室内) 2:25.60 (电) 林 军 北京地区冬季室内田径邀请赛 1991.3 北京 

3000 米 
 

8:14.90 董会荣 北京地区第十三次田径比赛 
 

1980.8 北京 

5000 米 14:0.14 崔 皓 全国锦标赛 2000.10 漯河 

10000 米 
 

28:58.44 安 虎 第八届全运会 
 

1997.10 上海 

110 米栏 
13.50 崔 麟 中越田径友谊赛 1965.11 武汉 

13.25(电) 李  肜 国际田径邀请赛 
 

1994.7 林兹 

400 米栏 

 

50.89 张洪宾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50.93(电) 郭顺起 全国田径冠军赛 1986.10 河南 

3000 米障碍 
 

8:45.44 郑思贤 第六届全运会 
 

1978.11 广州 

10 公里竞走(场地) 41:36.0 王春和 北京市第九届运动会 1995.5 北京 

20 公里竞走(场地) 
 

1:24:54.0 奚绍辉 北京市第九届运动会 
 

1995.5 北京 

20 公里竞走(公路) 
 

1:22:31.0 王立波 全国竞走锦标赛 
 

2001.9 丹东 

50 公里竞走(场地) 3:54:44.0 奚绍辉 全国竞走锦标赛 1995.2 珠海 

(公路) 
 

4:02:38.0 陈新童 全国春季竞走锦标赛 
 

1990.3 合肥 

马拉松 2:14:6.0 战东林 北京国际马拉松赛 2000.1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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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成 绩 创造者 运动会名称 日 期 地  点 

跳高 2.33 周忠革 第十一届亚运会预选赛 1990.6 北  京 

跳远 8.47 李金哲 德国跳远专项赛 2014.6 德  国 

撑杆跳高 5.45 张 成 第五届全运会 1983.9 上  海 

三级跳远 16.47 闫雪莹 全国田径大奖赛 1998.5 济  南 

铅球(7.26 公斤) 19.72 刘 昊 第七届全运会 1993.9 北  京 

铁饼(2 公斤) 60.40 李伟男 北京地区第七次田径比赛 1984.1 北  京 

标枪(800 克新改型) 77.03 侯兴良 第十一届全运会田径决赛 2009.10 济  南 

十项全能 7704 分 祝衡军 第十一届全运会田径决赛 2009.10 济  南 

4×100 米接力 
41.27 北京队 全国田径锦标赛 1986.6 南  京 

39.42(电) 北京队 第十一届全运会田径决赛 2009.10 济  南 

4×400 米接力 3:07.71 北京队 全国田径锦标赛 2003.9 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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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青年组: （18—19 岁） 
 

项目 成绩 创造者 出生年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100 米 
10.40 戚 震 1976 北京中学生田径锦标赛 1994.10 北 京 

10.60(电) 张培萌 
 

1987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200 米 
21.20 曹 岩 1973 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 1992.8 北京 

21.21(电) 张培萌 
 

1987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400 米 47.69 周 民 1979 四城会预选赛 1999.6 沈阳 

800 米 
 

1:53.25 于光远 
 

1987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1500 米 
 

3:47.19 闻东亮 
 

1986 第十届全国运动会 
 

2005.10 南京 

5000 米 14:59.14 张 博 1988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10000 米 
 

31:27.7 谢宝江 
 

1955 全国田径运动会 
 

1973.10 长沙 

110 米栏 14.21(电) 马 超 1989 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 2008.11 淮安 

400 米栏 

 

50.89 张洪宾 
 

1987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52.88(电) 李学桐 
 

1973 北京地区优秀运动员比赛 
 

1992.9 北京 

10 公里竞走 42:44.20 徐文全 1969 全国春季竞走比赛 1988.3 徐州 

20 公里竞走 
 

1:26:17.0 王立波 
 

1979 全国竞走锦标赛 
 

1998.4 重庆 

跳远 7.85 李金哲 1989 全国第六届城运会预选赛 2007.5 漯河 

三级跳远 
 

16.59 马 乐 
 

1988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跳高 2.27 胡 桐 1986 全国锦标赛暨奥运选拔赛 2004.5 石家庄 

撑杆跳高 
 

5.00 袁克俭 
 

1955 全国田径汇报表演赛 
 

1976.10 北京 

铅球（7.26 斤） 
 

18.05 刘 宇 
 

1978 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 
 

1997.6 抚顺 

铅球(6 公斤) 20.15 王 松 1983 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 2002.10 德阳 

铁饼（2 公斤） 
 

53.50 张化冰 
 

1983 北京青少年春季邀请赛 
 

2001.3 北京 

铁饼（1.75 斤） 54.59 张化冰 1983 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 2002.5 德阳 

标枪（800 克） 
 

74.58 史德武 
 

1975 第七届全运会预选赛 
 

1993.5 北京 

4×100 米接力 
 

41.20 北京队  第十届全国运动会 
 

2005.10 南京 

4×400 米接力 3:15.87 

李昂 

莆楠 

姚岸达 

王舒达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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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少年组: （15—17 岁） 

 

项目 成绩 创造者 出生年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100 米 10.60 曹雪征 1981 北京市第十届运动会 1998.8 北京 

200 米 21.50 曹雪征 1981 北京市第十届运动会 1998.8 北京 

400 米 48.89 李健 1993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800 米 1:54.0 蒋广才 1964 北京地区第九次田径测验 1981.8 北京 

1500 米 3:54.0 汪军鸣 1970 广州春季健力宝田径邀请赛 1987.3 广州 

3000 米 8:28.75 赵冉 1989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5000 米 15:04.90 冯学峰 1973 北京市第八届运动会 1990.4 北京 

110 米栏(91.4cm) 13.98 岳雪松 1997 北京市第十四届运动会 2014.8 北京 

110 米栏(100cm) 14.29 马超 1989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5000 米竞走 22:05.69 刘海波 1989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10000 米竞走 45:11.30 沈焰 1972 全国春季竞走比赛 1998.3 徐州 

跳高 2.18 胡桐 1986 第五届城运会 2003.10 长沙 

跳远 7.36 左林 1978 北京市第二届青少年运动会 1995.5 北京 

撑杆跳高 4.80 袁克俭 1958 北京地区田径测验 1975.7 北京 

三级跳远 15.50 王文宇 1989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铅球（6 公斤） 18.33 柳宇 1978 北京市第二届青少年运动会 1995.5 北京 

铁饼（1.5 公斤） 60.25 郭文鑫 1989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标枪（700 克） 74.80 史德武 1975 全国少年田径赛 1992.5 杭州 

（600 克） 72.24 史德武 1975 北京市青少年田径分区赛 1991.8 北京 

三项全能 1956 分 陶红 1955 全国田径分区赛 1972.6 呼市 

五项全能 3211 分 李伟男 1957 全国少年田径运动会 1973.9 保定 

4×100 米接力 41.72 
张天臣/马超 

任琼/齐克亮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4×200 米接力 1:36.80 北京队 全国少年田径分区赛 1972.8 兰州 

4×400 米接力 3:17.60 
魏志超/满林 

王海龙/蒋征文 
全国体育运动学校田径比赛 1997.5 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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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成年组: 20 岁以上组(含 20 岁) 
 

项 目 成  绩 创造者 运动会名称 日 期 地 点 

100 米 
11.20 叶世燕 高校田径锦标赛 1997.8 北京 

11.46(电) 高春霞 第八届全运会预赛 
 

1997.5 肇庆 

200 米 
22.79 韩 青 全国田径锦标赛 1992.5 南京 

23.03(电) 韩  青 全国田径冠军赛 1990.8 天津 

400 米 52.49(电) 韩 青 全国田径冠军赛 
 

1992.10 武汉 

800 米 
2:02.0 郑丽娟 石家庄田径精英赛 1990.4 石家庄 

1:58.98(电) 张  健 第八届全运会 
 

1997.10 上海 

1500 米 
4:11.40 郑丽娟 北京地区田径比赛 1990.8 北京 

4:08.03(电) 张  玲 全国田径锦标赛 
 

1992.5 南京 

1500 米(室内) 4:32.80(电) 段长燕 北京地区冬季室内田径邀请赛 
 

1991.3 北京 

3000 米 
8:55.0 郑丽娟 全国田径锦标赛 1990.5 北京 

8:57.87(电) 郑丽娟 全国田径锦标赛 
 

1991.6 北京 

3000 米(室内) 9:16.85 郑丽娟 大坂室内国际田径比赛 1991.2 日本 

5000 米 15:25.36(电) 西秋红 第十届全国运动会 
 

2005.10 南京 

10000 米 31:31.64 西秋红 第十届全国运动会 2005.10 南京 

100 米栏 
13.40 袁海英 北京地区田径比赛 1990.6 北京 

13.29(电) 周红艳 第八届全运会 
 

1997.10 上海 

400 米栏 53.94(电) 韩 青 第七届全运会 1993.9 北京 

5 公里竞走 
 

22:13.10 李淑媛 第六届全运会 
 

1987.10 郑州 

10 公里竞走 46:56.60 李玉新 全国竞走冠军赛 1998.9 曲阜 

10 公里竞走(公路) 
 

44:40.0 李玉新 第八届全运会预赛 
 

1997.2 珠海 

20 公里竞走(公路) 
 

1:35:47 李玉新 第八届全运会预赛 
 

1997.2 珠海 

马拉松 2:28:0 吕静波 全国马拉松锦标赛 2000.4 济南 

跳高 
 

1.94 景雪竹 全国田径冠军赛暨奥运选拔赛 
 

2004.5 石家庄 

跳远 6.50 包 莎 全国田径大奖赛 2008.9 漯河 

撑杆跳高 
 

4.25 张 娜 八一、室内 
 

2004.2 北京 

三级跳远 13.85 李明丽 大奖赛（广东肇庆） 2005.4 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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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成绩 创造者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铅球(4 公斤) 18.96 王辉 北京地区田径比赛 
 

1996.4 北京 

铁饼(1 公斤) 59.56 刘秀峰 北京地区春季田径邀请赛 1987.5 北京 

标枪(新枪) 63.69 李蕾 全国田径冠军赛 
 

2000.6 锦州 

七项全能 5448 分 宋丽娟 第十届全国运动会预赛 
 

2005.6 长沙 

五项全能 3411 分 袁杰 第四届全运会少年田径比赛 1979.9 保定 

4×100 米接力 
47.0 北京队 全国冠军赛 

 

1994.8 唐山 

44.50(电) 北京队 第八届全运会 1997.10 上海 

4×400 米接力 3:29.59 

张予 

张燕萍 

李亚军 

王雪梅 

第三届城运会 1995.10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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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青年组: （18—19 岁） 
 

项目 成绩 创造者 出生年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100 米 11.71 高春霞 1976 全国田径锦标赛 1994.6 北京 

200 米 24.20 马艳 1975 全国田径锦标赛 
 

1994.6 北京 

400 米 53.18 王雪梅 1977 全国田径锦标赛 1995.5 太原 

800 米 2:06.60 刘霞 1975 北京地区田径比赛 1992.7 北京 

1500 米 

 

4:21.80 郑丽娟 1967 北京市第七届运动会 
 

1986.5 北京 

4:11.19(电) 王美丽 1988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3000 米 
9:19.0 郑丽娟 1967 北京市第七届运动会 

 

1986.5 北京 

9:06.42(电) 郑丽娟 1967 南京国际田径邀请赛 1986.9 南京 

5000 米 15:56.89 朱莹莹 1988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100 米栏 13.60 袁海英 1970 北京地区田径比赛 
 

1989.10 北京 

400 米栏 56.50 袁海英 1970 北京地区田径比赛 1989.8 北京 

    跳高 1.80 马洁 1970 全国第二届青少年运动会 
 

1989.9 沈阳 

    跳远 6.52 陈皎 1991 全国田径冠军赛暨大奖总决赛 2010.6 重庆 

三级跳远 13.56 孙妍 1991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撑杆跳高 4.15 武禹彤 1990 全国青少年田径锦标赛 2008.11 淮安 

标枪（600 克） 56.36 李蕾 1974 北京地区优秀运动员比赛 1992.8 北京 

    链球 54.09 田鸽 1983 第九届全运会预选赛 
 

2001.6 成都 

    铁饼 56.95 西尚雪 1989 全国青少年田径锦标赛 2008.10 淮安 

4×400 米接力 3:34.79 

 王雪梅 

全国田径锦标赛

暨亚运会选拔赛 
1994.6 北京 

 张  健 

 李亚军 

 张  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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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少年组: （15—17 岁） 
 

项目 成绩 创造者 出生年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100 米 11.80 李亚军 1977 北京市第二届青少年运动会 1995.5 北京 

200 米 23.74 李亚军 1977 全国中专田径运动会 1994.8 太原 

400 米 52.62 王雪梅 1977 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 1994.7 里斯本 

800 米 2:03.48 周海燕 1990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1500 米 
4:08.20 周海燕 1990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4:29.58(电) 董玉梅 1966 全国田径锦标赛 1982.9 南京 

3000 米 9:06.93 孙腊梅 1990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100 米栏(84cm) 13.68 田青 1972 第二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 1989.9 沈阳 

200 米栏(76.2cm) 24.40 田青 1972 北京地区夏季邀请赛 1989.8 北京 

400 米栏 56.46 李亚军 1977 第三届城运会 1995.10 南京 

3000 米竞走 13:37.16 孙欢欢 1990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5000 米竞走 24:49.10 刘燕 1975 北京市青少年田径锦标赛 1992.8 北京 

跳高 1.83 赵宁 1981 北京市第十届运动会 1988.8 北京 

跳远 6.44 赵凡 1978 全国田径锦标赛 1995.5 太原 

三级跳远 12.79 张雨晴 1993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铅球（4 公斤） 15.52 魏麟璎 1997 北京市第十四届运动会 2014.8 北京 

铁饼（1 公斤） 51.04 金媛媛 1990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标枪（600 克） 53.58 陈玉华 1970 北京地区田径比赛 1986.5 北京 

三项全能 2246 分 景雪静 1969 北京市少年田径选拔赛 1985.4 北京 

五项全能 3638 分 陈皎 1991 全国青少年田径锦标赛 2008.11 淮安 

4×100 米接力 47.23 

 张佳媛 

 刘宇航 
  徐华 

  陈皎 

全国青少年田径锦标赛 2008.11 淮安 

4×200 米接力 1:46.80 北京队 全国田径分区赛 1972.6 呼市 

4×400 米接力 3:54.5 北京队 全国田径分区赛 1990.8 湘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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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泳 
男子成年组：（18 岁以上） 

 

项 目 成绩 创造者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50 米自由泳 22.63 史腾飞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 2009.10 济南 

100 米自由泳 48.73 陈祚 全国冠军赛 2009.4 绍兴 

200 米自由泳 1:45.83 张琳 全国冠军赛 2009.4 绍兴 

400 米自由泳 3:41.35 张琳 世界游泳锦标赛 2009.7 罗马 

800 米自由泳 7:32.12 张琳 世界游泳锦标赛 2009.7 罗马 

1500 米自由泳 14:45.84 张琳 第 29 届奥运会 2008.8 北京 

50 米仰泳 25.76 张宇 全国冠军赛 2013.4 郑州 

100 米仰泳 54.77 张宇 全国冠军赛 2013.4 郑州 

200 米仰泳 2:01.05 张宇 世界游泳锦标赛 2009.7 罗马 

50 米蛙泳 27.95 王帅 全国冠军赛 2013.4 郑州 

100 米蛙泳 1:01.11 王帅 全国冠军赛 2013.4 郑州 

200 米蛙泳 2:13.90 王帅 全国冠军赛 2012.4 绍兴 

50 米蝶泳 24.44 史腾飞 世界杯游泳大奖赛 2015.9 北京 

100 米蝶泳 52.76 史腾飞 十一届全运会接力选拔 2009.9 北京 

200 米蝶泳 2:00.36 肖磊 全国春季游泳锦标赛 2015.1 郑州 

200 米混合泳 2:02.76 蒋天盛 全国冠军赛 2013.4 郑州 

400 米混合泳 4:21.56 蒋天盛 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 2015.6 福州 

4×100 自由泳接力 3:15.50 

张琳 

    王超 

    史腾飞 
陈祚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 2009.10 济南 

4×200 自由泳接力 7:15.38 

王超 

    张琳 

    史腾飞 
陈祚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 2009.10 济南 

4×100 混合泳接力 3:37.03 

张宇 

    王帅 

    史腾飞 
陈祚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 2009.10 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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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少年组：（15—17 岁） 
 

项 目 成 绩 创造者 出生年 运动会名称 日 期 地 点 

50 米自由泳 23.71 刘畅 1994 第七届城运会 2011.10 南昌 

100 米自由泳 50.96 刘兆尘 1995 第七届城运会 2011.10 南昌 

200 米自由泳 1:50.14 张琳 1987 第五届城市运动会 2003.10 长沙 

400 米自由泳 3:53.04 张琳 1987 全国锦标赛 2003.9 张家港 

800 米自由泳 8:04.10 张琳 1987 第十届世界锦标赛 2003.7 巴塞罗那 

1500 米自由泳 15:31.34 张琳 1987 全国冠军赛 2002.4 鞍山 

100 米仰泳 56.54 杨旭 1998 全国第一届青年运动会 2015.10 福州 

200 米仰泳 2:03.05 舒心 1981 全国锦标赛 1998.8 上海 

100 米蛙泳 1:02.20 刘昀松 1999 全国第一届青年运动会 2015.10 福州 

200 米蛙泳 2:14.60 刘昀松 1999 全国第一届青年运动会 2015.10 福州 

100 米蝶泳 55.18 李雷 1983 全国锦标赛 2000.5 济南 

200 米蝶泳 2:06.90 董徐磊 1994 第十一届运动会 2009.10 济南 

200 米混合泳 2:06.28 刘念国 1998 全国游泳锦标赛 2014.10 黄山 

400 米混合泳 4:32.63 蒋天盛 1992 第十一届运动会 2009.10 济南 

4×100 自由泳接力 3:27.58 

刘念国 1998 

贾佩奇 1998 

毕浩鸣 1998 

刘昀松 1999 

全国第一届青年运动会 2015.10 福州 

4×200 自由泳接力 8:03.08 

赵鑫亮 

姚宇 
候煜 

陈晶 

第三届城运会 1995.10 南京 

4×100 混合泳接力 3:43.68 

杨旭 1998 

刘昀松 1999 

毕浩鸣 1998 
刘念国 1998 

全国第一届青年运动会 2015.10 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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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成年组：（18 岁以上） 
 

项目 成绩 创造者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50 米自由泳 25.41 晁娜 第三届城运会 1995.10 南京 

100 米自由泳 54.85 方艺 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 2015.6 福州 

200 米自由泳 1:57.69 刘京 全国冠军赛 2009.4 绍兴 

400 米自由泳 4:04.12 刘京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 2009.10 济南 

800 米自由泳 8:37.88 王忻羽 第五届东亚游泳运动会 2009.12 香港 

1500 米自由泳 16:33.73 王欣羽 全国游泳冠军赛 2011.4 武汉 

50 米仰泳 28.20 程海花 全国游泳冠军赛 2014.5 青岛 

100 米仰泳 1:00.46 程海花 全国游泳冠军赛 2014.5 青岛 

200 米仰泳 
 

2:12.60 程海花 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 2015.6 福州 

50 米蛙泳 32.67 庆文怡 全国游泳锦标赛 2014.10 黄山 

100 米蛙泳 1:08.99 庆文怡 全国第一届青年运动会 2015.10 福州 

200 米蛙泳 
 

2:30.39 庆文怡 全国第一届青年运动会 2015.10 福州 

50 米蝶泳 27.70 刘思宇 世界杯游泳大奖赛 2015.10 新加坡 

100 米蝶泳 1:00.00 刘婧 全国游泳锦标赛 2015.9 黄山 

200 米蝶泳 2:06.91 王思琪 全国第一届青年运动会 2015.10 福州 

200 米混合泳 2:10.67 刘京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 2009.10 济南 

400 米混合泳 4:39.94 刘京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 2009.10 济南 

4×100 自由泳 接力 3:40.58 

韩婷茹 

程海花 

张佳琦

方 艺 

全国游泳锦标赛 2015.9 黄山 

4×200 自由泳 接力 7:56.77 

刘 京 

刘斯文 
王忻羽 

方 艺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 2009.10 济南 

4×100 混合泳接力 4:04.78 

程海花 

刘斯文 
刘 婧 

方  艺 

全国游泳锦标赛 2015.9 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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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少年组：（15—17 岁） 
 

项目 成绩 创造者 出生年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50 米自由泳 25.41 晁娜 1980 第三届城运会 1995.10 南京 

100 米自由泳 55.16 韩婷如 1997 全国游泳锦标赛 2014.10 黄山 

200 米自由泳 2:00.36 韩婷如 
 

1997 全国游泳锦标赛 2014.10 黄山 

400 米自由泳 4:17.16 王思琪 1998 全国游泳冠军赛 2015.4 宝鸡 

800 米自由泳 8:47.10 戴安娜 1990 全国青年游泳锦标赛 2005.7 大连 

1500 米自由泳 17:04.47 宓梦娇 1990 全国游泳锦标赛 2004.12 唐山 

100 米仰泳 1:00.46 程海花 1997 全国游泳冠军赛 2014.5 青岛 

200 米仰泳 2:13.24 程海花 1997 全国春季游泳锦标赛 2014.1 哈尔滨 

100 米蛙泳 1:08.99 庆文怡 1998 全国第一届青年运动会 2015.10 福州 

200 米蛙泳 2:30.39 庆文怡 1998 全国第一届青年运动会 2015.10 福州 

100 米蝶泳 1:00.00 刘婧 2000 全国游泳锦标赛 2015.9 黄山 

200 米蝶泳 2:06.91 王思琪 1998 全国第一届青年运动会 2015.10 福州 

200 米混合泳 2:15.59 刘京 1990 全国冬季游泳锦标赛 2006.12 上海 

400 米混合泳 4:43.84 刘京 1990 全国冬季游泳锦标赛 2006.12 上海 

4×100 自由泳接力 3:45.86 

韩婷茹 1996 

程海花 1997 

刘  昭 1995 

张佳琦 1995 

第七届城运会 2011.10 南昌 

4×200 自由泳接力 8:10.51 

方艺 

王忻羽 
宓梦娇 
刘京 

第六届城运会 2007.10 武汉 

4×100 混合泳接力 4:06.78 

赵  珊 1999 
庆文怡 1998 
刘思宇 1998 
王思琪 1998 

全国第一届青年运动会 2015.10 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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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 重 
男子成年组: (20 岁以上) 

 

项目 成绩(公斤) 创造者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56 公斤级抓举 122.5 谢常宝 全国青年锦标赛 1998.6 江西 

    挺举 150 谢常宝 全国锦标赛 1998.4 重庆 

总成绩 
 

270 谢常宝 全国锦标赛 
 

1998.4 重庆 

62 公斤级抓举 135 刘阳光 全运会预赛 2005.4 海南 

    挺举 166 张文斌 全国冠军赛 
 

2012.10 柳州 

总成绩 295 刘阳光 全国锦标赛 2005.4 海南 

69 公斤级抓举 152 王彤彤 全国举重冠军赛 2012.9 柳州 

    挺举 180 张文斌 全国锦标赛 2014.4 长沙 

总成绩 323 邓世伟 全国冠军赛 2014.10 江山 

77 公斤级抓举 160 王俊 全国锦标赛 2014.4 长沙 

    挺举 189 王俊 全国冠军赛 2012.10 柳州 

总成绩 348 王俊 全国锦标赛 2014.4 长沙 

85 公斤级抓举 157 孔旭 第十一届全运会决赛 2009.10 济南 

    挺举 199 孔旭 第十一届全运会决赛 2009.10 济南 

总成绩 356 孔旭 第十一届全运会决赛 2009.10 济南 

94 公斤级抓举 166 唐熊 全国锦标赛 2014.4 长沙 

    挺举 202.5 赵雷 全国冠军赛 1998.10 长沙 

总成绩 365 赵雷 全国冠军赛 1998.10 长沙 

105 公斤级抓举 170 赵雷 全国冠军赛 2004.11 扬州 

    挺举 205 赵雷 全国锦标赛 2004.4 济南 

总成绩 375 赵雷 全国冠军赛 2004.11 扬州 

105+公斤级抓举 195 艾雨南 全国举重锦标赛 2012.4 福州 

    挺举 240 艾雨南 第十二届全运会决赛 2013.9 沈阳 

总成绩 435 艾雨南 第十二届全运会决赛 2013.9 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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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青年组: (18—20 岁) 
 

项目 成绩 (公斤) 创造者 出生年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52 公斤级抓举        97.5 余淼 1984 全国青年锦标赛 2000.6 宜春 

    挺举 122.5 余淼 1984 全国青年锦标赛 2000.6 宜春 

总成绩       220 余淼 1984 全国青年锦标赛 2000.6 宜春 

56 公斤级抓举 122.5 谢常宝 1978 第八届全运会预赛 1997.4 沈阳 

    挺举     150 谢常宝 1978 第八届全运会预赛 1997.10 上海 

总成绩 272.5 谢常宝 1978 第八届全运会预赛 1997.10 上海 

62 公斤级抓举     130 刘阳光 1985 第五届城运会预赛 2003.9 南宁 

    挺举     166 张文斌 1994 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2013.6 宁波 

总成绩     291 张文斌 1994 全国冠军赛 2012.10 柳州 

69 公斤级抓举     148 罗韧 1995 全国第一届青年运动会 2015.10 龙岩 

    挺举     180 张文斌 1994 全国锦标赛 2014.4 长沙 

总成绩     315 张文斌 1994 全国锦标赛 2014.4 长沙 

77 公斤级抓举     140 王健 1980 全国青年锦标赛 2000.7 宜春 

    挺举     180 王健 1980 全国青年锦标赛 2000.7 宜春 

总成绩     325 严征 1984 第五届城运会 2003.10 长沙 

85 公斤级抓举     145 白景龙 1989 全国青年锦标赛 2004.7 荆门 

    挺举     190 白景龙 1989 全国青年锦标赛 2004.7 荆门 

总成绩     335 白景龙 1989 全国青年锦标赛 2004.7 荆门 

94 公斤级抓举 162.5 赵雷 1980 全国冠军赛 1998.10 长沙 

    挺举 202.5 赵雷 1980 全国冠军赛 1998.10 长沙 

总成绩     365 赵雷 1980 全国冠军赛 1998.10 长沙 

105 公斤级抓举     163 黄嘉龙 1995 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2014.3 新余 

    挺举 192.5 刘旭 1992 全国举重锦标赛 2011.5 苏州 

总成绩 347.5 刘旭 1992 全国举重锦标赛 2011.5 苏州 

105+公斤级抓举     190 艾雨南 1991 第七届全国城运会 2011.10 南昌 

    挺举     235 艾雨南 1991 全国举重锦标赛 2011.5 苏州 

总成绩     408 艾雨南 1991 全国举重锦标赛 2011.5 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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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少年甲组: (15-16 岁) 
 

项目 成绩(公斤) 创造者 出生年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48 公斤级抓举        72.5 刘远 1987 北京市第十一届运动会 2002.8 北京 

    挺举        92.5 刘顺 1987 北京市第十一届运动会 2002.8 北京 

总成绩 162.5 刘顺 1987 北京市第十一届运动会 2002.8 北京 

52 公斤级抓举        97.5 余淼 1984 全国男子青年锦标赛 2000.6 宜春 

    挺举 122.5 余淼 1984 全国男子青年锦标赛 2000.6 宜春 

总成绩     220 余淼 1984 全国男子青年锦标赛 2000.6 宜春 

56 公斤级抓举     100 雷小龙 1990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7 北京 

    挺举     120 雷小龙 1990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7 北京 

总成绩     220 雷小龙 1990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7 北京 

62 公斤级抓举     102 陈易 1994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挺举     130 张鹏飞 1998 北京市第十四届运动会 2014.8 北京 

总成绩     230 张鹏飞 1998 北京市第十四届运动会 2014.8 北京 

69 公斤级抓举     120 增加军 1990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7 北京 

    挺举     155 增加军 1990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7 北京 

总成绩     275 增加军 1990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7 北京 

77 公斤级抓举 120.5 刘杨 1987 北京市第十一届运动会 2002.8 北京 

    挺举 150.5 刘杨 1987 北京市第十一届运动会 2002.8 北京 

总成绩     271 刘杨 1987 北京市第十一届运动会 2002.8 北京 

85 公斤级抓举     125 申涛 1986 北京市第十一届运动会 2002.8 北京 

    挺举     165 申涛 1986 北京市第十一届运动会 2002.8 北京 

总成绩     290 申涛 1986 北京市第十一届运动会 2002.8 北京 

94 公斤级抓举     131 朱海歌 1998 北京市第十四届运动会 2014.8 北京 

    挺举     155 朱海歌 1998 北京市第十四届运动会 2014.8 北京 

总成绩     286 朱海歌 1998 北京市第十四届运动会 2014.8 北京 

94+公斤级抓举     145 艾雨南 1991 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 2007.8 北京 

    挺举     180 艾雨南 1991 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 2007.8 北京 

总成绩     325 艾雨南 1991 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 2007.8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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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少年乙组:（13-14 岁） 
 

项目 成绩(公斤) 创造者 出生年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44 公斤级抓举        59 戴胜举 2001 北京市第十四届运动会 2014.8 北京 

   挺举        75 方春雨 1996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总成绩     131 戴胜举 2001 北京市第十四届运动会 2014.8 北京 

48 公斤级抓举        68 张梦成 1996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挺举        85 蒋伟 1995 全国少年分龄赛 2009.8 开封 

总成绩     146 张梦成 1996 第十三届北京市运动会 2010.7 北京 

52 公斤级抓举        72 张梦成 1996 全国少年分龄赛 2010.5 江西 

   挺举        88 赵华奥 2001 北京市第十四届运动会 2014.8 北京 

总成绩     158 赵华奥 2001 北京市第十四届运动会 2014.8 北京 

56 公斤级抓举        86 冯东宝 1995 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 2008.10 北京 

   挺举     103 付正坤 1994 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 2008.10 北京 

总成绩     189 冯东宝 1995 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 2008.10 北京 

62 公斤级抓举     100 冯东宝 1995 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 2009.8 北京 

   挺举     121 常明源 1996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总成绩     217 常明源 1996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69 公斤级抓举 107.5 张聪 1988 北京市第十一届运动会 2002.8 北京 

   挺举     118 于海洋 1996 全国少年分龄赛 2010.5 江西 

总成绩     214 刘新航 1996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77 公斤级抓举     106 徐振 1996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挺举     135 吴佳辉 1996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总成绩     239 吴佳辉 1996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85 公斤级抓举     120 贾博 1988 北京市第十一届运动会 2002.8 北京 

   挺举     145 贾博 1988 北京市第十一届运动会 2002.8 北京 

总成绩     265 贾博 1988 北京市第十一届运动会 2002.8 北京 

85+公斤级抓举 113 霍云澎 1997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挺举     130 来国松 1996 全国少年分龄赛 2010.5 江西 

总成绩     239 来国松 1996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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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成年组： 
 

项目 成绩(公斤) 创造者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48 公斤级抓举         77.5 孙会玲 全国锦标赛 2004.4 永州 

    挺举     100 孙会玲 第五届城运会 2003.10 长沙 

总成绩 177.5 孙会玲 全国锦标赛 2004.4 永州 

53 公斤级抓举 85 史三燕 全国冠军赛 2000.10 青岛 

    挺举      110 王丽娟 全国锦标赛 2004.4 永州 

总成绩     195 王丽娟 全国锦标赛 2004.4 永州 

58 公斤级抓举         92.5 任赛军 全国冠军赛 1998.4 青岛 

    挺举     120 任赛军 全国锦标赛 1998.5 开封 

总成绩 207.5 任赛军 全国冠军赛 1998.4 青岛 

63 公斤级抓举     100 刘书华 全国锦标赛 2002.4 宁波 

    挺举 122.5 刘书华 全国锦标赛 2002.4 宁波 

总成绩 222.5 刘书华 全国锦标赛 2002.4 宁波 

69 公斤级抓举 102.5 魏征 全国锦标赛 2003.4 平顶山 

    挺举     130 魏征 全国青年锦标赛 2002.7 南昌 

总成绩 227.5 魏征 全国青年锦标赛 2002.7 南昌 

75 公斤级抓举      110 曹春艳 全国锦标赛 2000.4 长沙 

    挺举     140 曹春艳 全国冠军赛 1999.10 长沙 

总成绩     245 曹春艳 全国锦标赛 2000.4 长沙 

75+公斤级抓举      120 张曼玲 全国第一届青年运动会 2015.10 龙岩 

    挺举     150 张曼玲 全国第一届青年运动会 2015.10 龙岩 

总成绩     270 张曼玲 全国第一届青年运动会 2015.10 龙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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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少年组: (16 岁以下) 
 

项目 成绩(公斤) 创造者 出生年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41 公斤级抓举        53 邰雪楠 1992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7 北京 

    挺举        67.5 孙会玲 1983 北京市第十届运动会 1998.8 北京 

总成绩     118 蔡英杰 1996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44 公斤级抓举        63 王泽云 1995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挺举        77 郭金硕 1995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总成绩     137 郭金硕 1995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48 公斤级抓举        85 王丽娟 1987 第五届城运会 2003.10 长沙 

    挺举    100 史莉 1987 第五届城运会 2003.10 长沙 

总成绩    185 史莉 1987 全国锦标赛 2003.4 平顶山 

53 公斤级抓举       67 冀前前 1998 北京市第十四届运动会 2014.8 北京 

    挺举      77 霍凡 1993 全国少年分龄赛 2009.8 开封 

总成绩    142 冀前前 1998 北京市第十四届运动会 2014.8 北京 

58 公斤级抓举         92.5 徐琳 1988 全国锦标赛 2004.4 永州 

    挺举    120 徐琳 1988 全国锦标赛 2004.4 永州 

总成绩 212.5 徐琳 1988 全国锦标赛 2004.4 永州 

63 公斤级抓举        85 魏征 1983 北京市第十届运动会 1998.8 北京 

    挺举       110 魏征 1983 北京市第十届运动会 1998.8 北京 

总成绩     195 魏征 1983 北京市第十届运动会 1998.8 北京 

69 公斤级抓举        86 王一 1994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挺举    106 韦露反 1995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总成绩    192 王一 1994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75 公斤级抓举        83 刘秀婷 1994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挺举       97 刘秀婷 1994 全国少年分龄赛 2010.5 江西 

总成绩    180 刘秀婷 1994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75+公斤级抓举        86 刘鑫 1994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挺举    106 刘鑫 1994 全国少年分龄赛 2010.5 江西 

总成绩    191 刘鑫 1994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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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 击 
男子成年组： 

 

项目 成绩 创造者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小口径自选步枪 3*40 

个人 1177 环 刘志伟 全国系列赛(第三站) 2002.9 兰州军区 

决赛 434.3 环 张磊 全国射击冠军赛 2015.4 山东 

团体 3500 环 沈奕杰 刘志伟 张磊 全国系列赛(第二站) 2005.5 石家庄 

小口径自选步枪 40 发 
卧射个人 399 环 王艺 全国射击锦标赛 1990.10 福州 

团体 1179 环 徐小广 王艺 王继文 全国射击达标赛 1992.9 北京 

小口径自选步枪 40 发 
立射个人 389 环 张磊 全国系列赛(第二站) 2006.6 四川 

团体 1151 环 刘志伟 张磊 沈奕杰 全国系列赛(第二站) 2005.5 石家庄 

小口径自选步枪 40 发 
跪射个人 393 环 刘志伟 全国系列赛(第二站) 2003.7 上海 

团体 1168 环 李明杰 张磊 张挺 全国系列赛(第二站) 2007.7 青海 

小口径自选步枪 60 发 
卧射个人 622.2 环 张磊 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 2013.9 沈阳 

决赛 186.2 环 张磊 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 2013.9 沈阳 

团体 1848.6 环 张磊 张挺 王冲 全国射击锦标赛 2015.7 河南 

气步枪 60 发个人 622.9 环 马新洋 全国射击锦标赛 2013.9 沈阳 

决赛 700.9 环 张磊 全国系列赛(第四站) 2004.10 河北 

团体 1851.6 环 马新洋 李明杰 王冲 全国射击锦标赛 2013.9 沈阳 

小口径自选手枪慢射 

60 发个人 571 环 曹阳 全国射击分项赛 1986.10 西安 

决赛 145.0 环 程磊 全国射击冠军赛 2013.4 江西 

团体 1683 环 刘京生 林荣海 曹阳 全国射击分项赛 1986.10 西安 

小口径自选手枪速射 

60 发个人 587 环 程刚 全国射击达标赛 1992.9 北京 

决赛 686.6 环 蒋万超 全国系列赛（第四站） 2004.10 石家庄 

团体 1751 环 申剑峰 刘金巍 程刚 华北区赛 2000.4 石家庄 

小口径标准手枪速射 

60 发个人 585 环 张国栋 华北区赛 2005.4 八一 

决赛 719 中 王铮 全国射击冠军赛 2013.4 江西 

团体 1737 环 张国栋 于峰 蒋万超 华北区赛 2005.4 八一 

中心发火手枪 60 发 
个人 588 环 程刚 全国射击达标赛 1990.6 石家庄 

团体 1712 环 冷树彬 张俊义 李列伟 华北区赛 1985.4 天津 

气手枪 60 发个人 588 环 王彪 全国系列赛(第三站) 2003.8 沈阳 

决赛 689.1 环 王彪 全国系列赛(第三站) 2003.8 沈阳 

团体 1727 环 王彪 华毅 艾跃武 华北区 2004.4 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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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成绩 创造者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10 米移动靶标准速 

30+30 个人 588 环 杨凌 48 届射击锦标赛 2002.7 芬兰 

决赛 687.9 环 杨凌 世界杯 1990.6 意大利 

团体 1727 环 杨凌 牛志远 杨新峰 华北区赛 2005.4 北京 

10 米移动靶混合速 40 

发个人 391 环 杨凌 全国系列赛(第二站) 2003.7 北京 

团体 1149 环 牛志远 杨凌 杜洪楹 全国系列赛(第二站) 2003.7 北京 

飞碟双向 125 靶个人 124 中 高喜光 全国系列赛(第一站) 1999.4 上海 

决赛 13 中 杨海剑 全国射击总决赛 2014.11 福建 

团体 355 中 杨海剑 高喜光 王墨然 华北区赛 2006.4 北京 

飞碟多向 125 靶个人 121 中 李洋 全国射击锦标赛 2015.6 上海 

决赛 13/11 中 李洋 全国射击锦标赛 2013.5 沈阳 

团体 348 中 盛永鹏 常磊 张浩 全国射击锦标赛 2015.6 上海 

飞碟双多向 150 靶个 
人 134 中 刘世瑜 全国锦标赛 1994.11 成都 

决赛 175 中 刘世瑜 全国锦标赛 1994.11 成都 

团体 380 中 刘宇昂 常磊 文宝路 全国射击锦标赛 2015.6 上海 

50 米移动靶标准速 

30+30 个人 588 环 杨凌 全国射击锦标赛 1992.10 北京 

团体 1744 环 刘云生 张志光 杨凌 全国射击锦标赛 1992.10 北京 

50 米移动靶混合速 40 

发个人 390 环 杨凌 全国射击锦标赛 1994.4 北京 

团体 1151 环 刘云生 张志光 郑长军 全国射击达标赛 1990.6 石家庄 

标准手枪 60 发个人 580 环 冷树彬 第四届全运会 1979.9 北京 

团体 1707 环 刘金巍 申剑峰 孟龙 华北区赛 1999.4 北京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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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成年组： 
 

项目 成绩 创造者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小口径标准步枪 

3*20 个人 591 环 徐姗姗 世界杯 2003.6 韩国 

决赛 462.6 环 高畅 全国射击冠军赛 2014.4 重庆 

团体 1744 环 袁芳 王蕾 徐姗姗 华北区赛 2004.4 北京 

小口径标准步枪 

60 发卧射个人 623.1 环 王一阳 全国射击锦标赛 2015.7 河南 

团体 1861.0 环 高畅 王一阳 黄烨榕 全国射击锦标赛 2015.7 河南 

气步枪 60 发个人 416.1 环 王一阳 全国射击冠军赛 2013.4 沈阳 

决赛 501.0 环 徐姗姗 华北区赛 2006.4 石家庄 

团体 1238.7 环 高畅 王一阳 王俐凝 全国射击锦标赛 2014.10 河南 

女子运动手枪 

30+30 发个人 593 环 陈颖 世界杯暨奥运热身赛 2004.4 雅典 

决赛 18/8 中 陈颖 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 2013.9 沈阳 

团体 1768 环 陈颖 李怡晗 王文丽 华北区赛 2001.4 八一 

气手枪 60 发个人 389 环 陈颖 第九届全运会 2001.11 广东 

决赛 490.9 环 陈颖 第九届全运会 2001.11 广东 

团体 1136 环 陈颖 田野 羡冬梅 全国系列赛(第二站) 2004.5 常州 

飞碟多向 75 靶个人 69 中 李清念 世界杯 2006.3 广东 

决赛 13/10 中 赵丹 全国射击冠军赛 2014.4 江西 

团体 205 中 赵丹 陆洋 李静 华北区赛 2008.06 八一 

飞碟双向 75 靶个人 73 中 李博文 全国射击冠军赛 2013.5 上海 

决赛 11/15 中 李博文 全国射击冠军赛 2013.5 上海 

团体 207 中 刘莹 邵伟萍 张丽 全国系列赛(第二站) 2001.5 西安 

飞碟双多向 120 靶 
个人 113 中 李清念 全国系列赛(第二站) 2001.5 西安 

决赛 150 中 李清念 全国系列赛(第二站) 2001.5 西安 

团体 310 中 李清念 李蕊 李欣 全国系列赛(第二站) 2005.5 北京 

10 米移动靶标准速 
 20+20 个人 391 环 张怡 全国冠军赛 1999.11 上海 

决赛 492.9 环 张怡 华北区赛 2005.4 北京 

团体 1142 环 贾烨 张怡 齐静 全国系列赛(第二站) 2005.5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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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青、少年组 
 

项目 成绩 创造者 出生年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小口径自选步枪 
3*40 个人 1140 环 高强 1996 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2014.7 江西 

团体 3399 环 王子威 刘 凯 杨子健 94-95 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2013.9 重庆 

小口径自选步枪 
60 发卧射 个人 

620.1 环 王子威 1994 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2013.9 重庆 

决赛 203.6 环 王子威 1994 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2013.9 重庆 

团体 1839.2 环 李潇 刘吴东 王子威 94-96 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2014.7 江西 

气步枪 60 发 
个人 622.6 环 张旭烨 1992 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2013.9 重庆 

决赛 183.5 环 高强 1996 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2014.7 江西 

团体 1845.5 环 高强 刘吴东 刘凯 94-96 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2013.10 长沙 

小口径自选手枪
慢射 60 发 个人 

563 环 王彪 1979 市第十届运动会 1998.8 北京 

决赛 652.1 环 倪忱忱 1985 全国第六届城运会决赛 2007.10 武汉 

团体 1638 环 王彪 丁利军 金劲 79-81 市第十届运动会 1998.8 北京 

小口径自选手枪
速射 60 发 个人 

585 环 于峰 1980 全国第五届城运会 2003.10 长沙 

团体 1720 环 李云飞 王 佳 张汉卿 1984 市第十一届运动会 2002.5 北京 

小口径标准手枪
慢加速个人 563 环 谢春腾 94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团体 1573 环 张鹏辉 苏易轩 刘子豪 94-95 北京市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0.7 北京 

小口径标准手枪
速射 60 发个人 

567 环 李亚东 1990 华北区赛 2008.05 山西 

团体 1656 环 刘旭 孙雷 王峥  北京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气手枪 60 发 
个人 582 环 倪忱忱 1985 全国第六届城运会决赛 2007.10 武汉 

决赛 681.6 环 倪忱忱 1985 全国第六届城运会决赛 2007.10 武汉 

团体 1714 环 倪忱忱 张新 张笛 85-87 全国第六届城运会预赛 2007.05 江苏 

10 米移动靶标准
速 30+30 个人 

576 环 杨新峰 1981 全国第五届城运会 2003.10 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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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成绩 创造者 出生年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决赛 675.2 环 杨新峰 1981 全国青少年比赛 2001.8 成都 

团体 1705 环 郑承富 李 晨 杨新峰 81-86 全国第五届城运会 2003.10 长沙 

50 米移动靶标准
速 30+30 个人 

574 环 朱海涛 1974 市青少年射击锦标赛 1991.8 北京 

团体 1630 环 牛志远 田 亮 李鹏 73-74 市第八届运动会 1990.4 北京 

10 米移动靶混合
速 40 发个人 

375 环 李晨 1986 北京市业余体校比赛 2004.5 北京 

团体 1088 环 王旭 郑承富 常磊 83-85 市第十一届运动会 2002.8 北京 

男子飞碟多向 

125 靶个人 117 中 李洋 1986 全国第六届城运会预赛 2007.5 江苏 

决赛 137 中 李洋 1986 全国第六届城运会预赛 2007.5 江苏 

男子飞碟双向 

125 靶个人 110 中 曹桓维 1986 全国第六届城运会预赛 2007.5 江苏 

决赛 9/7 中 于翰琦 1992 全国青少年决赛 2013.9 福建 

男子飞碟双多向 
150 靶个人 121 中 常磊 1985 全国飞碟青少年赛 2004.9 沈阳 

决赛 161 中 常磊 1985 全国青少年决赛 2004.9 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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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青、少年组 
 

项目 成绩 创造者 出生年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小口径标准步枪 3*20 

个人 581 环 徐珊珊 1983 第五届城运会预赛 2003.8 陕西 

决赛 454.5 环 黄烨榕 1995 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2015.6 江西 

团体 1727 环 张雪霞 高 畅 黄烨榕 94-95 全国青少年个人赛 2013.9 重庆 

小口径标准步枪 60 发
卧射个人 621.7 环 黄烨榕 1995 全国青少年个人赛 2013.9 重庆 

团体 1852.5 环 张雪霞 高 畅 黄烨榕 94-95 全国青少年个人赛 2013.9 重庆 

气步枪 40 发个人 418.9 环 高畅 1995 全国青少年个人赛 2013.9 重庆 

决赛 495.8 环 徐珊珊 1983 全国青少年比赛 2001.8 成都 

团体 1240.7 环 林聪慧 高畅 高立晴 95-98 全国射击锦标赛 2015.7 河南 

小口径手枪慢加速 
30+30 个人 578 环 王雪 1988 全国青少年比赛 2004.8 山东 

决赛 677.0 环 王雪 1988 全国青少年比赛 2004.8 山东 

决赛 20 发 767.3 王雪 1988 全国青少年决赛 2005.8 河南 

团体 1708 环 米彦 杜亚萍 贾梅霞 71-73 全国达标赛 1990.6 石家庄 

气手枪 40 发个人 384 环 陈颖 1977 市二青会 1995.5 北京 

决赛 472.1 环 隋然 1990 全国青少年个人赛 2009.8 无锡 

团体 1121 环 田野 羡冬梅 李怡晗 82-84 第五届城运会 2003.10 长沙 

10 米移动靶标准速 
20+20 个人 386 环 张怡 1980 第五届城运会预赛 2003.8 昆明 

决赛 486.1 环 张怡 1980 第五届城运会预赛 2003.8 昆明 

团体 1082 环 贾烨 程佳 张谧 85-86 市第十一届运动会 2002.5 北京 

10 米移动靶混合速 
40 发个人 379 环 李博文 1991 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团体 1068 环 蒋梦依 何青 王扬 87-89 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06.8 北京 

女子飞碟多向 75靶
个人 

62 中 乔榕 1989 全国青少年决赛 2007.8 河南 

决赛 78 中 乔榕 1989 全国青少年决赛 2007.8 河南 

女子飞碟双向 75靶
个人 

62 中 李洋 1985 第六届城运会预赛 2007.5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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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 箭 
（室 内） 

 

项目 成绩 创造者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男子 25 米 579 环 张峥 全国优秀射箭运动员赛 1997.1 武鸣 

        18 米 581 环 邢宇 全国室内锦标赛 2007.6 漯河 

女子 25 米 576 环 王英 全国优秀射箭运动员赛 1997.1 武鸣 

       18 米 578 环 王英 全国优秀射箭运动员赛 1997.1 武鸣 

男子反曲弓 
 

个人纪录 

比赛项目 成绩 创造者 比赛名称 时间 地点 

单轮全能 
 

1359 环 邢宇 亚运会选拔赛 2010.7 北京 

单轮 90 米 333 环 邢宇 亚运会选拔赛 2010.7 北京 

单轮 70 米 346 环 邢宇 2011 年射箭奥运会国家队选拔赛(第一阶段) 2011.3 昆明 

双轮 70 米 688 邢宇 31届奥运会选拔赛 2015.3 福建莆田 

单轮 50 米 342 环 邢宇 亚运会选拔赛 2010.7 北京 

单轮 30 米 356 环 邢宇 亚运会选拔赛 2010.7 北京 

排名轮 72 支箭 680 环 邢宇 全国射箭奥林匹克锦标赛 2010.6 浙江德清 

淘汰赛 18 支箭 172 环 李晓峰 亚运会选拔赛 2002.3 武鸣 

决赛 12 支箭 117 环 李晓峰 亚运会选拔赛 2002.3 武鸣 

决赛总成绩 36 343 环 邢宇 第六届城运会决赛 2007.10 武汉 

团体纪录 

比赛项目 成绩 创造者 比赛名称 时间 地点 

单轮 4026 环 

邢宇 

陈文圆（江苏） 

戴小祥（福建） 

第 16 届亚运会 2010.11 广州 

排名轮 1984 环 
邢宇 王震 

果磊 李乐游 
2010 年奥林匹克锦标赛 2010.6 浙江德清 

决赛 3×9 支箭 246 环 高宇 张峥 范建松 全国冠军赛 2000.4 武鸣 

决赛总成绩 487 环 
张峥 李晓峰 

范建松 刘肇雍 
全国冠军赛 2003.4 乐山 

男子团体淘汰赛 446 环 邢宇 王震 李乐游 全国奥林匹克项目个人锦标赛 2011.5 江苏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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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反曲弓 
 

个人纪录 

比赛项目 成绩 创造者 比赛名称 时间 地点 

单轮全能 1366 环 李佳蔓 第十七届亚运会第一阶段选拔赛 2014.3 莆田 

单轮 70 米 338 环 李佳蔓 第十七届亚运会第一阶段选拔赛 2014.3 莆田 

单轮 60 米 343 环 李佳蔓 第十七届亚运会第一阶段选拔赛 2014.3 莆田 

单轮 50 米 341 环 李佳蔓 青奥会选拔赛 2013.9 北京 

单轮 30 米 356 环 张晓颖 全国冠军赛 1996.4 武鸣 

排名轮 72 支箭 668 环 叶飞 奥运会选拔赛 2004.3 武鸣 

淘汰赛 18 支箭 172 环 王英 全国锦标赛 1996.10 广汉 

决赛 12 支箭 111 环 张丽莉 亚运会选拔赛 2002.3 武鸣 

决赛总成绩 36 支箭 329 环 张丽莉 亚运会选拔赛 2002.3 武鸣 

团体纪录 

比赛项目 成绩 创造者 比赛名称 时间 地点 

单轮团体 3977 环 叶飞 赵玲 钟华 李晓牧 全国射箭冠军赛 2007.4 四川 

排名轮团体 1963 环 李佳蔓 赵穆妍 朱雨薇 第一届华北区射箭公开赛 2014.9 山西 

团体决赛 3 x 9 支箭 247 环 叶飞 赵玲 钟华 张丽莉 全国锦标赛 2004.11 武鸣 

淘汰赛决赛 24 支箭 225 环 赵玲 姬润莹 王雨晴 奥林匹克淘汰赛 2013.6 浙江 

淘汰赛总成绩 2x24 支箭 440 环 李晓牧 赵宏倩 张菁萌 全国射箭冠军赛 2007.4 四川 

女子反曲弓（创造成绩） 
 

个人成绩 

比赛项目 成绩 创造者 比赛名称 时间 地点 

70 米个人淘汰赛 115 环 赵玲 第 29 届奥运会选拔赛 2008.4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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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组： 赛 车 场 自 行 车 
 

项目 成绩 创造者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男子： 

200 米(行进出发) 10.264 王鹏武 
2012 年全国场地自行车 

锦标赛暨青年赛 
2012.9.13 太原 

1 公里计时赛 1:04.539 唐道然 2009 年场地锦标赛 2009.06 北京老山 

4 公里计时个人 

追逐赛 

(电)4:40.606 
郑小海 全国场地冠军赛第二站 2007.7.15 北京 

(手)4:40.270 

4 公里计时团体 

追逐赛 
4:12.666 

薛超华 邹波 
叶振超 高志勇 

2012 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

标赛暨青年赛 
2012.9.13 太原 

奥 林 匹 克 团 体 
竞速赛(750 米) 

46:276 
张强  唐道然 

杨飞龙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 2009.10.17 济南 

女子： 

200 米(行进出发) 11.195 田芳 
2005 场地世界杯 

（第一站） 
2004.11 莫斯科 

500 米计时赛原地出发 34.00 江永华 昆明世界杯 2002.8 昆明 

1 公里计时赛 1:15.108 邵平 第七届全运会 1993.9 北京 

3 公里计时个人追逐赛 
(电)3:39.131 

孙飞燕 第十一届全运会决赛 2009.10.17 济南 
(手)3:41.600 

3 公里计时团体追逐赛 3:28.063 
王翠 姜秀杰 

陈跃 

2012 年全国场地自行

车锦标赛暨青年赛 
2012.9.13 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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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组： 
 

项目 成绩 创造者 出生年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男子： 

200 米(行进出发) 10.828 卢忠亮  
2012 年 全 国 场地自行车

锦标赛暨青年赛 
2012.9.13 太原 

1 公里计时赛 1:06.344 卢忠亮  
2012 年 全 国 场地自行车

锦标赛暨青年赛 
2012.9.13 太原 

3 公里计时个人追逐赛 3:53.20 张宏坤 1977 全国赛车场青年锦标赛 1995.7 北京 

4 公里计时团体追逐赛 5:07.14 
张宏坤 刘泊 

刘玉龙 李航 
全国青年锦标赛 1995.7 北京 

女子： 

200 米(行进出发) 12.755 江波 1989 全国赛车场青年锦标赛 2006.8 秦皇岛 

1 公里计时赛 1:21.30 刘晓芳 1974 全国赛车场青年锦标赛 1994.6 郑州 

3 公里计时个人追逐赛 4:16.26 惠鹏飞 1987 全国赛车场青年锦标赛 2004.6 北京 

创造成绩： 
 

项目 成绩 创造者 出生年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女子： 

2 公里计时个人追逐赛 
(电)2:46.565 

(手)2:46.415 
黄翔 1990 全国场地锦标赛 2008.10 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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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机 跳 伞 
 

 

项目 成绩 创造者 运动会名称 日期 地点 

男子 1000 米个人定点(人

工靶) 
16 次连续 0.00 米 高英 京鲁黑三省市对抗赛 1982.7 哈尔滨 

男子 1000 米个人定点(2 

公分电子靶) 

4 次踩点第五次 

0.02 米 
王建明 第十二届亚洲跳伞

锦标赛 
2008.10 阿联酋 

男子 2000 米个人特技 6.07 秒 何继怀 全国跳伞锦标赛 1992.10 郑州 

 

男子 1000 米四人集体定 
点(人 工 靶 五次) 

平均 0.78 米 
高英 金军 于春

张荷生 
全国跳伞锦标赛 1980.6 济南 

 

男子 1000 米四人集体定
点(电子靶总成 绩) 

1 次踩点第 2 次 

0.07 米 
何继怀 王建明 
于咏 商好学 

全国跳伞锦标赛 2001.9 安阳 

女子 1000 米个人定点(人

工靶十次) 
平均 0.03 米 李荣荣 第四届全运会 1979.9 北京 

女子 1000 米个人定点(2 

公分电子靶) 

5 次踩点第 6 次 

0.02 米 
韩秋立 第十三届世界杯跳

伞比赛 
2013.8 俄罗斯 

女子 2000 米个人特技 6.48 秒 曹彦 第三届全国体育大会 2006.5 安阳 

女子 1000 米集体定点(电

子靶总成绩) 
8 次 0.42 米 

盛军 巍宁 曹彦 
张扬 潘蕊 

全国跳伞锦标赛 2000.9 安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