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竞⾛项⽬测试通讯赛成绩
内蒙古呼和浩特测试点

⽐赛时间：2020.5.8，9:30                                                  ⽐赛地点：内蒙古区⽥径中⼼
  男⼦
名次 姓名 单位 ⽐赛项⽬ 成绩 计时⽅式 ⽐赛地点 备注

1 王凯华 国家队张⾩新组 男⼦10000⽶ 39:04.0 电计时 ⽥径场

2 许皓 国家队张⾩新组 男⼦10000⽶ 39:26.2 电计时 ⽥径场

3 鲁宁 内蒙古队 男⼦10000⽶ 40:48.0 电计时 ⽥径场

4 张尧 国家队张⾩新组 男⼦10000⽶ 40:48.4 电计时 ⽥径场

5 张洪亮 国家队张⾩新组 男⼦10000⽶ 40:54.1 电计时 ⽥径场

6 ⾼⽂魁 国家队张⾩新组 男⼦10000⽶ 41:15.8 电计时 ⽥径场

7 李克⽂ 国家队张⾩新组 男⼦10000⽶ 41:16.3 电计时 ⽥径场

8 张天奇 内蒙古队 男⼦10000⽶ 41:20.3 电计时 ⽥径场

9 温永杰 国家队张⾩新组 男⼦10000⽶ 41:22.5 电计时 ⽥径场

10 王欣 内蒙古队 男⼦10000⽶ 41:22.6 电计时 ⽥径场

11 ⽩⼒嘎 内蒙古队 男⼦10000⽶ 41:36.9 电计时 ⽥径场

12 孙帅 国家队张⾩新组 男⼦10000⽶ 41:57.5 电计时 ⽥径场

13 李少伟 内蒙古队 男⼦10000⽶ 42:00.3 电计时 ⽥径场

14 ⻢有⼭ 内蒙古队 男⼦10000⽶ 42:00.3 电计时 ⽥径场

15 ⾼健 内蒙古队 男⼦10000⽶ 42:09.5 电计时 ⽥径场

16 王素福 内蒙古队 男⼦10000⽶ 42:12.6 电计时 ⽥径场

17 ⻢海⽣ 内蒙古队 男⼦10000⽶ 42:26.7 电计时 ⽥径场

18 戴建星 国家队张⾩新组 男⼦10000⽶ 42:43.7 电计时 ⽥径场

19 谢思超 内蒙古队 男⼦10000⽶ 43:09.3 电计时 ⽥径场

20 ⽜⽂超 国家队张⾩新组 男⼦10000⽶ 43:10.5 电计时 ⽥径场

21 ⻢兴业 内蒙古队 男⼦10000⽶ 44:19.2 电计时 ⽥径场

22 王岩 国家队张⾩新组 男⼦10000⽶ 44:52.6 电计时 ⽥径场

23 鞠艳双 内蒙古队 男⼦10000⽶ 45:27.4 电计时 ⽥径场

24 ⽥慧杰 内蒙古队 男⼦10000⽶ 45:36.6 电计时 ⽥径场

25 李圆 内蒙古队 男⼦10000⽶ DQ 电计时 ⽥径场

  ⼥⼦
名次 姓名 单位 ⽐赛项⽬ 成绩 计时⽅式 ⽐赛地点 备注

1 杨家⽟ 国家队张⾩新组 ⼥⼦10000⽶ 42:00.4 电计时 ⽥径场

2 梁瑞 国家队张⾩新组 ⼥⼦10000⽶ 46:26.2 电计时 ⽥径场

3 焦双双 内蒙古队 ⼥⼦10000⽶ 47:08.7 电计时 ⽥径场

4 苏⽂秀 国家队张⾩新组 ⼥⼦10000⽶ 47:13.3 电计时 ⽥径场

5 段丹丹 国家队张⾩新组 ⼥⼦10000⽶ 47:57.1 电计时 ⽥径场

6 王娇 内蒙古队 ⼥⼦10000⽶ 51:57.3 电计时 ⽥径场

7 李晓兰 内蒙古队 ⼥⼦10000⽶ 52:51.2 电计时 ⽥径场

云南呈贡测试点

⽐赛时间：2020.5.8，9:30                                                  ⽐赛地点：云南呈贡体育训练基地
  男⼦
名次 姓名 单位 ⽐赛项⽬ 成绩 计时⽅式 ⽐赛地点 备注

1 崔利宏 云南男⼦1组 男⼦10000⽶ 41:10.264 电计时 ⽥径场

2 李兴富 云南男⼦2组 男⼦10000⽶ 41:51.448 电计时 ⽥径场

3 杜⽟成 云南男⼦1组 男⼦10000⽶ 41:57.626 电计时 ⽥径场



4 张家旭 云南男⼦2组 男⼦10000⽶ 42:08.952 电计时 ⽥径场

5 杨  虎 云南男⼦2组 男⼦10000⽶ 42:18.829 电计时 ⽥径场

6 ⽜⽂斌 云南男⼦1组 男⼦10000⽶ 42:20.792 电计时 ⽥径场

7 尹  俊 云南男⼦2组 男⼦10000⽶ 42:27.484 电计时 ⽥径场

8 李勇欣 云南男⼦2组 男⼦10000⽶ 42:49.730 电计时 ⽥径场

9 李  建 云南男⼦1组 男⼦10000⽶ 43:00.432 电计时 ⽥径场

10 朱陈东 云南男⼦2组 男⼦10000⽶ 43:16.004 电计时 ⽥径场

11 卢绍兴 云南男⼦2组 男⼦10000⽶ 43:21.240 电计时 ⽥径场

12 蒙忠凯 国家队陈和林组 男⼦10000⽶ 43:30.290 电计时 ⽥径场

13 朱国⽂ 国家队陈和林组 男⼦10000⽶ 43:42.779 电计时 ⽥径场

14 ⾦贵宝 云南男⼦2组 男⼦10000⽶ 43:43.160 电计时 ⽥径场

15 彭仕义 云南男⼦1组 男⼦10000⽶ 44:24.344 电计时 ⽥径场

16 李晓彬 国家队陈和林组 男⼦10000⽶ 44:28.463 电计时 ⽥径场

17 龚⽅⻰ 云南男⼦2组 男⼦10000⽶ 44:29.492 电计时 ⽥径场

18 胡云江 云南男⼦2组 男⼦10000⽶ 44:32.066 电计时 ⽥径场

19 蒋发恩 云南男⼦2组 男⼦10000⽶ 45:04.499 电计时 ⽥径场

20 王开明 云南男⼦1组 男⼦10000⽶ 45:25.606 电计时 ⽥径场

21 尚荣江 云南男⼦1组 男⼦10000⽶ 45:29.538 电计时 ⽥径场

22 熊邓华 云南男⼦2组 男⼦10000⽶ 46:05.760 电计时 ⽥径场

23 李军冉 云南男⼦2组 男⼦10000⽶ 47:27.613 电计时 ⽥径场

24 周清灿 云南男⼦2组 男⼦10000⽶ 48:05.709 电计时 ⽥径场

⼥⼦

名次 姓名 单位 ⽐赛项⽬ 成绩 计时⽅式 ⽐赛地点 备注

1 ⻬吉卓玛 国家队陈和林组 ⼥⼦10000⽶ 45:52.890 电计时 ⽥径场

2 李⽑措 国家队陈和林组 ⼥⼦10000⽶ 46:10.393 电计时 ⽥径场

3 谢丽娟 云南⼥⼦组 ⼥⼦10000⽶ 46:53.637 电计时 ⽥径场

4 ⼨海璐 云南⼥⼦组 ⼥⼦10000⽶ 47:11.140 电计时 ⽥径场

5 李秋叶 云南⼥⼦组 ⼥⼦10000⽶ 48:03.135 电计时 ⽥径场

6 曹彩玲 云南⼥⼦组 ⼥⼦10000⽶ 49:10.574 电计时 ⽥径场

7 ⻩丽薇 云南⼥⼦组 ⼥⼦10000⽶ 49:48.669 电计时 ⽥径场

8 赵慧敏 云南⼥⼦组 ⼥⼦10000⽶ 50:26.249 电计时 ⽥径场

9 钱  静 云南⼥⼦组 ⼥⼦10000⽶ 52:28.772 电计时 ⽥径场

河北秦皇岛测试点

⽐赛时间：2020.5.8，9:30                                                ⽐赛地点：秦皇岛训练基地
  男⼦
名次 姓名 单位 ⽐赛项⽬ 成绩 计时⽅式 ⽐赛地点 备注

1 王瑞 国家队外教组 男⼦10000⽶ 40:10 ⼿计时 ⽥径场

2 张俊 国家队外教组 男⼦10000⽶ 40:14 ⼿计时 ⽥径场

3 蔡泽林 国家队外教组 男⼦10000⽶ 41:07 ⼿计时 ⽥径场

3 王钦 国家队外教组 男⼦10000⽶ 41:07 ⼿计时 ⽥径场

⼥⼦



名次 姓名 单位 ⽐赛项⽬ 成绩 计时⽅式 ⽐赛地点 备注

1 吕秀芝 国家队外教组 ⼥⼦10000⽶ 44:24 ⼿计时 ⽥径场

1 ⻢振霞 国家队外教组 ⼥⼦10000⽶ 44:24 ⼿计时 ⽥径场

吉林⻓⽩⼭测试点

⽐赛时间：2020.5.8，9:30                                                ⽐赛地点：吉林⼆道⽩河镇
  男⼦
名次 姓名 单位 ⽐赛项⽬ 成绩 计时⽅式 ⽐赛地点 备注

1 陈定 国家队孙荔安组 男⼦10公⾥ 40:51 ⼿计时 公路

2 ⻩浩峰 国家队孙荔安组 男⼦10公⾥ 41.17 ⼿计时 公路

3 梁鸿权 ⼴东队 男⼦10公⾥ 44.20 ⼿计时 公路

4 刘⾏ ⼴东队 男⼦10公⾥ 44.22 ⼿计时 公路

姜铁 吉林队 男⼦10公⾥ DNF ⼿计时 公路

徐丙琨 吉林队 男⼦10公⾥ DNF ⼿计时 公路

1 张丞源 ⼴东队 男⼦20公⾥ 1:25:47 ⼿计时 公路

2 周应成 ⼴东队 男⼦20公⾥ 1:26:59 ⼿计时 公路

3 李锦鹏 ⼴东队 男⼦20公⾥ 1:27:07 ⼿计时 公路

4 李洪杰 ⼴东队 男⼦20公⾥ 1:27:40 ⼿计时 公路

5 陈强 ⼴东队 男⼦20公⾥ 1:28:38 ⼿计时 公路

1 孙松 国家队孙荔安组 男⼦35公⾥ 2:32:14 ⼿计时 公路

2 扎西扬本 国家队孙荔安组 男⼦35公⾥ 2:33:45 ⼿计时 公路

⼥⼦

名次 姓名 单位 ⽐赛项⽬ 成绩 计时⽅式 ⽐赛地点 备注

1 孙啟娥 ⼴东队 ⼥⼦10公⾥ 45:44 ⼿计时 公路

1 张玲芬 ⼴东队 ⼥⼦20公⾥ 1:31:11 ⼿计时 公路

2 汤绍佳 ⼴东队 ⼥⼦20公⾥ 1:37:02 ⼿计时 公路

1 陆燕兰 ⼴东队 ⼥⼦5公⾥ 24:15 ⼿计时 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