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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威克多杯”湖北省大学生羽毛球锦标赛

体育道德风尚奖

先进集体：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武汉大学

湖北经济学院

武汉体育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纺织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

江汉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先进个人：

邹东京 朱姝 周中正 周瑞文 钟俊业 钟炯 赵亦聪 赵伊娜 张子涵

张蓝月 张娇 张高超 张达宽 张博 易晓培 杨永康 杨恒 徐之远

徐文豪 熊嘉琪 肖磊 向鹏 夏雨 吴子敬 吴秋实 吴广松 韦阳

王佳璀 王楚璇 汪圣 唐铮嘉 汤梓荣 覃军颖 孙思远 孙仕阳 孙鹏

孙康 宋正昆 沈凡迪 佘钧宽 佘健 任博 彭天禹 马康 马纯

罗晶 吕烨峰 刘艺 刘瑶瑶 刘婧然 刘德才 林惠娥 李思荃 李攀

黄尧 黄点 胡齐良 胡家欣 胡蝶 贺宇轩 何家俊 韩承宇 桂浩鑫

关馨雨 高帷宸 冯震宇 方奕 樊柚君 丁子辰 程苏榕 成鹏 陈紫璇

陈亦可 陈强 陈明卓 曹瑀 曹庆云 鲍开美



 2016年“威克多杯”湖北省大学生羽毛球锦标赛团体名次

名次 甲A组男团 甲A组女团 甲B组男团 甲B组女团 乙A组男团 乙A组女团

第一名
武汉大学伟士羽毛球

一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

武汉大学伟士羽毛
球一队

武汉大学伟士羽毛球
一队

第二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第三名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大学伟士羽毛球

一队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
术学院

武汉大学伟士羽毛
球二队

武汉大学伟士羽毛球
二队

江汉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长江职业学院 华中农业大学 江汉大学

第五名

武汉理工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武汉铁路职业技校学院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中南民族大学
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

技学院

湖北经济学院 湖北经济学院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武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体育学院体育
科技学院

中南民族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武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江汉大学 湖北民族学院

湖北工业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武汉铁路职业技校学院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黄冈师范学院



2016年“威克多杯”湖北省大学生羽毛球锦标赛甲组单项名次

名次 甲组男单 甲组女单 甲组男双 甲组女双 甲组混双

第一名 邓鹏(武大伟士) 易晓培(财经政法) 任冠尧/卢昊桢(武大伟士) 唐诗盈/江依(武大伟士) 程翀/曹茜茜(武大伟士)

第二名 王政玉(江汉大学) 刘毓琳(地质大学) 谢慕廷/黎祖贤(财经政法) 黄点/周益帆(湖北汽院) 沈举峻峰/刘亭(华中科大)

第三名

吕烨峰(武大伟士) 潘依唯(湖北工大) 成鹏/郭磊(轻工大) 郑莹莹/林惠娥(纺织大学) 谭晓晟/崔妍妍(华中科大)

罗世豪(武城职院) 陈亦可(武大伟士) 李舒谭/苏星宇(中南民大) 杜杨格/胡蝶(武大伟士) 夏小月/娄奥腾(武汉铁院)

第五名

杨晨(湖北工大) 曾玉笛(音乐学院) 黄冠/陆昊(华中科大) 唐王倩云/余珏(华中科大) 闵梦羽/覃军颖(地质大学)

孙鹏(武汉商贸) 张宇璇(武汉理工) 冯腾/苏俊亮(武工大邮电院) 邓欣怡/戴锦文(地质大学) 任虎/刘楒棋(中南民大)

彭天禹(湖北汽院) 田甜(武汉工商) 吴韬/余志成(工程大学) 卢玮/黎先清(华中科大) 吕鑫彬/周怡雪(湖北汽院)

洪子为(湖北经济) 江蓉(华中科大) 沈志轩/张宇洋(华中科大) 谭诗韵/张曼宁(纺织大学) 吴广松/王月(轻工大)



 2016年“威克多杯”湖北省大学生羽毛球锦标赛乙组单项名次

名次 乙A男单 乙A女单 乙A男双 乙A女双 乙B男单 乙B女单

第一名 李思荃(武大伟士) 张娱(武大伟士) 邓承航/徐宸浩(武大伟士) 王珏玺/徐晨玥(武大伟士) 张诚(华中师大) 林英诗雨(地质大学)

第二名 陶然(武大伟士) 王宬鸿(武大伟士) 邹轶民/刘正原(华中师大) 刘茜倩/郦佳瑶(武大伟士) 甘志鹏(华中农大) 刘羽琪(武大伟士)

第三名

邓雨蒙(华中农大) 陈薇(武大伟士) 李祖杰/王吉琛(武大伟士) 杨慧琳/蒋宁蔚(华中农大) 丁洋(地质大学) 陆景辰(武大伟士)

高帷宸(武大伟士) 钟炯(武大伟士) 郭是豪/胡禹晗(华中农大) 张璐奕/李婕(武大伟士) 张宁一(武大伟士) 刘媛媛(华中农大)

第五名

蒋子豪(中南民大) 黎韵洁(武体科院) 黄金豪/周鑫龙(武大伟士) 朱姝/潘玥菱(华中农大) 陈曦(地质大学)

王卓凡(武大伟士) 王隽裕子(武大伟士) 张子爵/鲜万峰(武汉体院) 杨心如/沈凡迪(华中师大)

曹流(武大伟士) 田晨(江汉大学) 黄科荣/郭宇翔(武大伟士) 陈紫璇/钟雨妮(武大伟士)

何家俊(华中师大) 麻钰(华中农大) 钟骏业/佘健(武汉体院) 杜苗/陈芬(湖北民院)



 2016年“威克多杯”湖北省大学生羽毛球锦标赛团体赛运动员名单
甲A组男子团体

名次 姓名 运动员
1 武汉大学伟士羽毛球一队 程翀 邓鹏 任冠尧 陆宣任 卢昊桢 吴秋实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子涵 陈子欣 谢慕廷 黎祖贤 张新喆 钟启翔
3 华中科技大学 黄冠 陆昊 沈志轩 张宇洋 沈举峻峰 谭晓晟
3 江汉大学 王政玉 蒋轶飞 何为 陶想
5 武汉理工大学 徐鹏 彭玄 吴可 贺宇轩 张展榕 范弘正
5 湖北经济学院 孙康 洪子为 张桓语 柯欣 高雪岩
5 中南民族大学 李舒谭 赵振潜 苏星宇 胡少军 任虎 蔡关平    
5 湖北工业大学 杨晨 冯建伟 马崇瀚 吴曙达 张执铎 赵宇寒

甲A组女子团体
名次 姓名 运动员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易晓培 杨雪 罗迪斯琦 张格 张婉秋 王竞
2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刘毓琳 邓欣怡 戴锦文 张素 闵梦羽
3 武汉大学伟士羽毛球一队 曹茜茜 陈亦可 唐诗盈 杜杨格 江依 胡蝶
3 中南民族大学 黄訸 范文燕 周奕真 陈伊妃 李维星 刘楒棋
5 武汉理工大学 鲍开美 何季凇 张宇璇 黄郁雯 刘璐溪 马麟子
5 湖北经济学院 刘婧然 胡蝶 梁清 宁家锦 方奕
5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曹瑀 赵伊那 马玉婷 曾艳棋
5 华中科技大学 唐王倩云 余珏 卢玮 黎先清 江蓉 张天骄

甲B组男子团体
名次 姓名 运动员
1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刘志一 吕元念 关键斌 许文强 周夷
2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刘冲 胡越思 马康 周超杰 纪帅智 邵义鹏
3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鲁凯庚 张伟 陈栋 肖磊 陈克辉 杨森
3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周中正 杜博文 唐勃 崔鑫伟 吴金京 柯骏
5 武汉铁路职业技校学院 汤梓潇 杨恒 娄奥腾 张震宇 李承函
5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杨柯 刘磊 张金行 石大刚 陈洋
5 武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 张高超 夏雨 胡齐良 金国龙 黄敏
5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汤浩洋 李重阳 邱钧彦 刘博涵

甲B组女子团体
名次 姓名 运动员
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陈晓艳 张怡莲 吴坤素 杨雨婷 杨雯舒
2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王楚璇 王珊 林颖欣 谭静 胡智娟 周瑜
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马纯 杨雨晴 陈子唯 范梦琴 熊远菊
3 长江职业学院 章郁青 姜凤琳 蒋湛 李赛云 陈周 李瑞
5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左江子 林雨婷 查婷 徐霞 王颜 李子娟
5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刘艺 张馨予 范紫娟 杨冬梅 朱妮
5 武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 廖雪莹 李梦菲 马莉 倪美娟 何青云
5 武汉铁路职业技校学院 夏小月 余意 余颖 韦露 沈蓓懿

乙A组男子团体
名次 姓名 运动员
1 武汉大学伟士羽毛球一队 黄金豪 陶然 曹流 周鑫龙 李思荃 李祖杰
2 华中师范大学 刘正原 赖哲蔚 邹轶民 何家俊 简彦旻 尹博文
3 武汉大学伟士羽毛球二队 黄科荣 郭宇翔 高帷宸 王卓凡 邓承航 徐宸浩
3 华中农业大学 韩承宇 郭是豪 邓雨蒙 胡禹晗 方昕逸 罗武
5 中南民族大学 蒋子豪 王元先 陈秀钦 李攀 胡小功 郑永跃
5 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 黄强 侯安道 张智祥 熊安祥 周勇成 任博
5 江汉大学 尹靖文 张博 陈雨潇 孙安朗 袁谦 尹术哲
5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李卓衡 吴子敬 吴天慧 赵佳成 陈泰安 陈中达

乙A组女子团体
名次 姓名 运动员
1 武汉大学伟士羽毛球一队 张璐奕 徐晨玥 王珏玺 李婕 钟炯 张娱
2 华中农业大学 朱姝 周莎杰 潘玥菱 谭茜兰 麻钰 蒋宁蔚
3 武汉大学伟士羽毛球二队 陈薇 王宬鸿 钟雨妮 陈紫璇 刘茜倩 刘馨怡
3 江汉大学 付倩 张娇 田晨 谭俊超 谢子安
5 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 陈小洁 陈静 李珊蓉 周瑞文 邓雪琴 薛艳红
5 中南民族大学 刘慧 刘文 周会兰 黄艳 韦海秋 补艳
5 湖北民族学院 向丹 张文杰 杨蓉 杜苗 张蓝月 陈芬
5 黄冈师范学院 孙鑫 陈守香 岑雪莲 王阳玮珣 范贝 李荣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