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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办单位

北京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

北京市柔道协会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体育运动中心

三、协办单位

北京华玉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四、时间和地点

2022 年 11 月 6 日在燕山体育运动中心（北京市房山区燕房路 52 号）

五、竞赛组别及项目

（一）竞赛组别

甲组（男、女）：2004 年 1 月 1 日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17-18 岁） 

（二）竞赛项目

男子甲组：50公斤级、55公斤级、60公斤级、66公斤级、73公斤级、81公斤级、

90 公斤级、100 公斤级、+100 公斤级、无差级别。

女子甲组 ：40 公斤级、45 公斤级、48 公斤级、52 公斤级、57 公斤级、63 公斤

级、70 公斤级、78 公斤级、+78 公斤级、无差级别。

六、运动员资格

（一）符合市运会竞赛组别年龄段的运动员，参赛资格须符合《北京市第十六届

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竞赛规程总则》运动员资格规定。

（二）市运会竞赛组别年龄段以外的运动员，参赛资格须符合北京市体育局《北

京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京体竞技字〔2011〕10 号）以及《北

京市体育局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北京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工作的通知》（京体青字  

2022 年北京市青少年柔道锦标赛
竞赛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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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 号）的有关规定，完成 2022 年度北京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

七、参加办法

（一）以区为单位组队参加。

（二）经二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三）每单位可报领队 1人，教练员 2至 3人，运动员报名人数不限。

八、竞赛办法

（一）采用北京市柔道协会审定的最新竞赛规则。

（二）报名确认后不得更改，各项目各组别如报名参赛 3 人（队）或参赛运动员

均代表同 1 个单位时，可进行比赛和录取名次，进入市运会决赛。如所报级别不足 3

人时，可在领队会议上升降级别，但不允许跨级或替换运动员。如调整后仍不足3人，

不进行比赛； 

（三）领队会议于赛前一周召开，会上将最后确认参赛运动员名单，教练员或领

队签字后生效；

（四）比赛时运动员须持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参赛；

（五）服装要求将参照全国比赛有关服装管理规定执行。

九、报名办法

（一）网络报名：各参赛单位于 2022 年 4 月 8 日前在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

际交流中心官方网站 (https://www.bjcac.org.cn) 进行网络预报名；

（二）提交材料：各参赛单位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 -15 日将以下材料送交北京

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 406 室。

1. 加盖参赛单位公章报名表一份；

2. 领队签字并加盖参赛单位公章参赛承诺书一份；

3. 参赛领队、教练员和队医身份证复印件，参赛运动员身份证（户籍卡）和学

籍卡复印件；

4. 参赛领队、教练员、队医和运动员的保险证明复印件；

5. 参赛运动员及监护人签字运动员参赛声明；

（三）逾期未报名或未提交材料按不参赛处理，报名后不得更改，报名表无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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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章不予接收，不在参赛人员名单内的人员届时不得入场；

（四）本次比赛不收取报名费。

联系人：李荣，联系电话：63177012

电子邮箱：lirong@tyj.beijing.gov.cn

十、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本次比赛各组别录取前八名，参赛不足 8 名递减一名录取。各组别前三名颁发奖

牌和成绩证书，其他录取名次颁发成绩证书。

十一、运动员技术等级

（一）本次比赛甲组运动员，可根据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及《北京

市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申请相应等级。

（二）申请等级所需《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运动员技术等级成绩证明单》由参

赛单位或运动员自行在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官网“政策法规”栏目

（https://www.bjcac.org.cn/a/detail/8099.html）下载打印，填写信息后以区为单位，

统一交至组委会审核。

十二、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险

（一）所有参赛人员要按照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健身场所和体育赛事活动

疫情常态化防控指引》及有关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二）所有参赛人员须在赛前完成全部疫苗接种工作方可参赛，确保赛前 21 日

未离京，未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并按照赛前规定时间提交核酸检测报告、疫苗接种完

成证明。进入比赛场馆前在现场进行扫码登记，并出示“北京健康宝”无异常健康码；

（三）各参赛单位须为本单位所有人员，包括领队、教练员、队医和运动员购买

意外伤害保险，其在比赛中发生的任何意外伤害等事故，主办和承办单位不承担任何

责任。

十三、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

（一）若比赛中出现兴奋剂违规行为，将取消运动员所获比赛成绩名次及奖励，

并按照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二）参赛人员违反赛风赛纪规定，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干扰赛场秩序、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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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奖、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名次者，一经查实，取消其参赛资格和成绩名次及奖励，

并按照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十四、仲裁和裁判员

（一）本次比赛设立仲裁委员会并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要求对比赛进行仲裁判定。

（二）所有裁判员由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商市柔道协会统一选派。

十五、本规程解释、修改权属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未尽事宜由

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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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委员会

主    任：邵晓军   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主任

 李国利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体育运动中心主任

     王晓琨   北京市柔道协会会长

副主任：尹保树    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副主任

               李大志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体育运动中心副主任

               孟祥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体育运动中心副主任

 吴智辛   北京市柔道协会副会长

委    员：田    侠   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奥运项目管理二部副部长

 李    杨   北京市柔道协会秘书长

    李    荣   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奥运项目管理二部干部

               各参赛单位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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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机构

综合办公室

付    佳      孙    欣    

竞赛处

田    侠      李    靖      李    杨      解静琳      李    荣 

疫情防控处

沈洪桥      杨    潇      徐    诺 

安保处

刘瑞征      罗    军 

宣传处

鲍晓静      陈钰潇      刘斯斯 

后勤保障处

任丽杰      吴雪岭      章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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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裁：王铁梁     李    杨    马端斌

裁  判  长：李晓东

副裁判长：何云龙     乔    宇     张金来    师    云 

编  排  长：李彩红     胡    鹰 

检  录  长：梁    勇 

广        播：马菁楠 

裁  判  员：王    琨      高    升      刘    莎      齐素霞      康    健      王    返      

 张    潇 王德靖 刘    意    孙    硕    祁文文     何志强                  

 陆防华    单新建    任雅楠      闫    帅 董雪雷    费子旭   

 裘    喆      孔献东 刘江霞    苗志军    赵睿锋      刘文举

                   刘博文    张傲雪    杨    罡

裁判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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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区
 

领    队：吴卫国

教    练：王耀明    潘希芳    康    建    何云龙

运动员：冯梓炀    裴欣然    邓思琦    袁晨煊    王欣娜    孟    娜

         童    乐    尹子轩    高宇韩    韩景伊

西城区

领    队：肖沛然

教    练：沙贵珍    乔    宇

运动员：刘一正    王陆陆    王欣馨

朝阳区 

领    队：柳光楠

教    练：汤礼红    李    辉

运动员：李范依然    李佳霖    焦雨晨    夏    硕    张    博

参赛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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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 

领    队：张海峰

教    练：齐素霞    张    威    张子涵   

运动员：王    皓    刘泽乐    邓    斌    左仕博    李    硕    康    摄

         王焌棵    陈    旭    陈鸿福    牛宏宇    李文鑫    陈鸿禄

         管思衡    杨    君    高屹鸣    赵晨博    赵志远    杨炜烨

         赵    博    韦仲泽    李    幸    高    祎    李一帆

丰台区 

领    队：张志鹏

教    练：仇忠伟    刘江霞    申    旭

运动员：冯琨皓    程金正    张济鸥

石景山区

领    队：李    亚

教    练：任雅楠    魏嘉良

运动员：高宇鑫    王嘉伟    魏嘉宏    高彤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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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

领    队：盖国煜

教    练：张荫霞

运动员：朱柏睿

房山区 

领    队：吴    峥

教    练：梁    勇    崔阳阳

运动员：马精锐    王    镇    刘荣霖    高新欣    王梓歆    高子怡

         秦一鸣    李云杰   

通州区 

领    队：邓    伟

教    练：秦海月

运动员：刘嘉乐    周子洋    塔锦添    卢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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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区 

领    队：刘振庆

教    练：刘    颖    范子仙

运动员：段云天    刘鸿伟    李奕锋    王    鑫    翟炳奇    王正阳

         张明阳    李博浩    徐    帅    郭金磊    赵睿喆    胡昊伯

         仇博朗    段赫男    郭兆宇    王子阳    崔可欣    张乔裕

         赵一鸣    邓佳祺    史峰宇    任宇欣    刘宇航    李羽鑫

         彭子璇    孙慧悦    张子寒    刘鑫淼    韩悦儿    王祎硕

         孙雨蒙    彭馨禾

昌平区 

领    队：徐玉琥

教    练：张    炜    方    岩

运动员：赵文祺    侯璘璘    张欣意    李子一    马滢智    任    雯

         陈彩旋    朱晓北    张    晶    晏梓阳    张晶晶    薛雅琪

         房志杰    刘宇翔    王天豪    李    正    徐云平    张孝明

         谷宇然    吴续晨

密云区 

领    队：陈生良

教    练：巫    燕

运动员：王京豪    贾海艺    马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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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阵表

1台 对阵表
场馆：燕山体育运动中心

场次 轮次 白方姓名 代表队 蓝方姓名 代表队 级别 备注
A1001 1/8 韦仲泽 海淀区 -VS- 王子阳 顺义区 男甲+100kg
A1002 1/8 吴续晨 昌平区 -VS- 夏硕 朝阳区 男甲+100kg
A1003 1/8 张孝明 昌平区 -VS- 赵志远 海淀区 男甲+100kg
A1004 1/8 段赫男 顺义区 -VS- 韩景伊 东城区 男甲+100kg
A1005 1/8 张博 朝阳区 -VS- 杨君 海淀区 男甲+100kg
A1006 1/8 仇博朗 顺义区 -VS- 程金正 丰台区 男甲+100kg
A1007 1/8 杨炜烨 海淀区 -VS- 郭兆宇 顺义区 男甲+100kg
A1008 1/4 A1001胜者 -VS- A1002胜者 男甲+100kg
A1009 1/4 A1003胜者 -VS- A1004胜者 男甲+100kg
A1010 1/4 A1005胜者 -VS- A1006胜者 男甲+100kg
A1011 1/4 A1007胜者 -VS- 谷宇然 昌平区 男甲+100kg
A1012 1/4 高屹鸣 海淀区 -VS- 贾海艺 密云区 男甲-81kg
A1013 1/4 陈旭 海淀区 -VS- 朱柏睿 门头沟 男甲-81kg
A1014 1/4 王焌棵 海淀区 -VS- 王正阳 顺义区 男甲-81kg
A1015 1/4 陈鸿福 海淀区 -VS- 翟炳奇 顺义区 男甲-81kg
A1016 1/4 刘荣霖 房山区 -VS- 刘鸿伟 顺义区 男甲-73kg
A1017 1/4 马精锐 房山区 -VS- 高宇韩 东城区 男甲-73kg
A1018 1/4 李奕锋 顺义区 -VS- 张济鸥 丰台区 男甲-73kg
A1019 1/4 王镇 房山区 -VS- 徐云平 昌平区 男甲-73kg
A1020 1/4 康摄 海淀区 -VS- 童乐 东城区 男甲-66kg
A1021 1/4 刘泽乐 海淀区 -VS- 高宇鑫 石景山区 男甲-66kg
A1022 1/4 尹子轩 东城区 -VS- 王京豪 密云区 男甲-66kg
A1023 1/4 李硕 海淀区 -VS- 魏嘉宏 石景山区 男甲-66kg
A1024 1/4 刘一正 西城区 -VS- 管思衡 海淀区 男甲-100kg
A1025 1/4 冯琨皓 丰台区 -VS- 赵睿喆 顺义区 男甲-100kg
A1026 1/4 马晨阳 密云区 -VS- 郭金磊 顺义区 男甲-100kg
A1027 1/4 胡昊伯 顺义区 -VS- 牛宏宇 海淀区 男甲-100kg
A1028 1/4 史峰宇 顺义区 -VS- 李范依然 朝阳区 女甲-57kg
A1029 1/4 崔可欣 顺义区 -VS- 高子怡 房山区 女甲-57kg
A1030 1/4 晏梓阳 昌平区 -VS- 李幸 海淀区 女甲-57kg
A1031 1/2 A1008胜者 -VS- A1009胜者 男甲+100kg
A1032 1/2 A1010胜者 -VS- A1011胜者 男甲+100kg
A1033 1/2 A1012胜者 -VS- A1013胜者 男甲-8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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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 对阵表
场馆：燕山体育运动中心

场次 轮次 白方姓名 代表队 蓝方姓名 代表队 级别 备注
A1034 1/2 A1014胜者 -VS- A1015胜者 男甲-81kg
A1035 1/2 A1016胜者 -VS- A1017胜者 男甲-73kg
A1036 1/2 A1018胜者 -VS- A1019胜者 男甲-73kg
A1037 1/2 A1020胜者 -VS- A1021胜者 男甲-66kg
A1038 1/2 A1022胜者 -VS- A1023胜者 男甲-66kg
A1039 1/2 A1024胜者 -VS- A1025胜者 男甲-100kg
A1040 1/2 A1026胜者 -VS- A1027胜者 男甲-100kg
A1041 1/2 A1028胜者 -VS- A1029胜者 女甲-57kg
A1042 1/2 A1030胜者 -VS- 张乔裕 顺义区 女甲-57kg
A1043 Rep.1 A1008负者 -VS- A1009负者 男甲+100kg 负者第7名
A1044 Rep.1 A1010负者 -VS- A1011负者 男甲+100kg 负者第7名
A1045 Rep.1 A1012负者 -VS- A1013负者 男甲-81kg 负者第7名
A1046 Rep.1 A1014负者 -VS- A1015负者 男甲-81kg 负者第7名
A1047 Rep.1 A1016负者 -VS- A1017负者 男甲-73kg 负者第7名
A1048 Rep.1 A1018负者 -VS- A1019负者 男甲-73kg 负者第7名
A1049 Rep.1 A1020负者 -VS- A1021负者 男甲-66kg 负者第7名
A1050 Rep.1 A1022负者 -VS- A1023负者 男甲-66kg 负者第7名
A1051 Rep.1 A1024负者 -VS- A1025负者 男甲-100kg 负者第7名
A1052 Rep.1 A1026负者 -VS- A1027负者 男甲-100kg 负者第7名
A1053 Rep.1 A1028负者 -VS- A1029负者 女甲-57kg 负者第7名
A1054 Bro.m A1043胜者 -VS- A1032负者 男甲+100kg 铜牌赛
A1055 Bro.m A1044胜者 -VS- A1031负者 男甲+100kg 铜牌赛
A1056 Bro.m A1045胜者 -VS- A1034负者 男甲-81kg 铜牌赛
A1057 Bro.m A1046胜者 -VS- A1033负者 男甲-81kg 铜牌赛
A1058 Bro.m A1047胜者 -VS- A1036负者 男甲-73kg 铜牌赛
A1059 Bro.m A1048胜者 -VS- A1035负者 男甲-73kg 铜牌赛
A1060 Bro.m A1049胜者 -VS- A1038负者 男甲-66kg 铜牌赛
A1061 Bro.m A1050胜者 -VS- A1037负者 男甲-66kg 铜牌赛
A1062 Bro.m A1051胜者 -VS- A1040负者 男甲-100kg 铜牌赛
A1063 Bro.m A1052胜者 -VS- A1039负者 男甲-100kg 铜牌赛
A1064 Bro.m A1053胜者 -VS- A1042负者 女甲-57kg 铜牌赛
A1065 Bro.m A1030负者 -VS- A1041负者 女甲-57kg 铜牌赛
A1066 Final A1031胜者 -VS- A1032胜者 男甲+100kg 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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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北京市青少年柔道锦标赛

1台 对阵表
场馆：燕山体育运动中心

场次 轮次 白方姓名 代表队 蓝方姓名 代表队 级别 备注
A1067 Final A1033胜者 -VS- A1034胜者 男甲-81kg 决赛
A1068 Final A1035胜者 -VS- A1036胜者 男甲-73kg 决赛
A1069 Final A1037胜者 -VS- A1038胜者 男甲-66kg 决赛
A1070 Final A1039胜者 -VS- A1040胜者 男甲-100kg 决赛
A1071 Final A1041胜者 -VS- A1042胜者 女甲-57kg 决赛
A2001 1/4 韩悦儿 顺义区 -VS- 高祎 海淀区 女甲无差
A2002 1/4 李一帆 海淀区 -VS- 秦一鸣 房山区 女甲无差
A2003 1/2 A2001胜者 -VS- 邓佳祺 顺义区 女甲无差
A2004 1/2 A2002胜者 -VS- 刘鑫淼 顺义区 女甲无差
A2005 Bro.m A2001负者 -VS- A2004负者 女甲无差 铜牌赛
A2006 Bro.m A2002负者 -VS- A2003负者 女甲无差 铜牌赛
A2007 Final A2003胜者 -VS- A2004胜者 女甲无差 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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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北京市青少年柔道锦标赛

2台 对阵表
场馆：燕山体育运动中心

场次 轮次 白方姓名 代表队 蓝方姓名 代表队 级别 备注

B1001 1/4 赵博 海淀区 -VS- 徐帅 顺义区 男甲-90kg
B1002 1/4 陈鸿禄 海淀区 -VS- 王鑫 顺义区 男甲-90kg
B1003 1/4 李文鑫 海淀区 -VS- 高新欣 房山区 男甲-90kg
B1004 1/4 赵晨博 海淀区 -VS- 李博浩 顺义区 男甲-90kg
B1005 1/4 彭子璇 顺义区 -VS- 高祎 海淀区 女甲-70kg
B1006 1/4 任宇欣 顺义区 -VS- 孟娜 东城区 女甲-70kg
B1007 1/4 李一帆 海淀区 -VS-  高彤彤 石景山区 女甲-70kg
B1008 1/4 孙雨蒙 顺义区 -VS- 刘宇航 顺义区 女甲+78kg
B1009 1/4 韩悦儿 顺义区 -VS- 薛雅琪 昌平区 女甲+78kg
B1010 1/4 孙慧悦 顺义区 -VS- 李云杰 房山区 女甲+78kg
B1011 1/4 秦一鸣 房山区 -VS- 张子寒 顺义区 女甲-78kg
B1012 1/4 赵一鸣 顺义区 -VS- 刘鑫淼 顺义区 女甲-78kg
B1013 1/4 张晶晶 昌平区 -VS- 邓思琦 东城区 女甲-52kg
B1014 1/4 冯梓炀 东城区 -VS- 袁晨煊 东城区 女甲-52kg
B1015 1/4 张 晶 昌平区 -VS- 卢彬 通州区 女甲-45kg
B1016 1/4 任雯 昌平区 -VS- 王欣馨 西城区 女甲-45kg
B1017 1/4 马滢智 昌平区 -VS- 赵文祺 昌平区 女甲-40kg
B1018 1/4 侯璘璘 昌平区 -VS- 王梓歆 房山区 女甲-40kg
B1019 1/4 王嘉伟 石景山区 -VS- 焦雨晨 朝阳区 男甲-55kg
B1020 1/4 李佳霖 朝阳区 -VS- 王皓 海淀区 男甲-55kg
B1021 1/4 李正 昌平区 -VS- 段云天 顺义区 男甲-50kg
B1022 1/4 房志杰 昌平区 -VS- 王陆陆 西城区 男甲-50kg
B1023 1/2 B1001胜者 -VS- B1002胜者 男甲-90kg
B1024 1/2 B1003胜者 -VS- B1004胜者 男甲-90kg
B1025 1/2 B1005胜者 -VS- B1006胜者 女甲-70kg
B1026 1/2 B1007胜者 -VS- 李羽鑫 顺义区 女甲-70kg
B1027 1/2 B1008胜者 -VS- B1009胜者 女甲+78kg
B1028 1/2 B1010胜者 -VS- 王祎硕 顺义区 女甲+78kg
B1029 1/2 B1011胜者 -VS- 彭馨禾 顺义区 女甲-78kg
B1030 1/2 B1012胜者 -VS- 邓佳祺 顺义区 女甲-78kg
B1031 1/2 B1013胜者 -VS- 王欣娜 东城区 女甲-52kg
B1032 1/2 B1014胜者 -VS- 裴欣然 东城区 女甲-5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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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北京市青少年柔道锦标赛

2台 对阵表
场馆：燕山体育运动中心

场次 轮次 白方姓名 代表队 蓝方姓名 代表队 级别 备注

B1033 1/2 B1015胜者 -VS- 陈彩旋 昌平区 女甲-45kg
B1034 1/2 B1016胜者 -VS- 朱晓北 昌平区 女甲-45kg
B1035 1/2 B1017胜者 -VS- 张欣意 昌平区 女甲-40kg
B1036 1/2 B1018胜者 -VS- 李子一 昌平区 女甲-40kg
B1037 1/2 B1019胜者 -VS- 邓斌 海淀区 男甲-55kg
B1038 1/2 B1020胜者 -VS- 左仕博 海淀区 男甲-55kg
B1039 1/2 B1021胜者 -VS- 刘宇翔 昌平区 男甲-50kg
B1040 1/2 B1022胜者 -VS- 王天豪 昌平区 男甲-50kg
B1041 Rep.1 B1001负者 -VS- B1002负者 男甲-90kg 负者第7名
B1042 Rep.1 B1003负者 -VS- B1004负者 男甲-90kg 负者第7名
B1043 Rep.1 B1005负者 -VS- B1006负者 女甲-70kg 负者第7名
B1044 Rep.1 B1008负者 -VS- B1009负者 女甲+78kg 负者第7名
B1045 Bro.m B1041胜者 -VS- B1024负者 男甲-90kg 铜牌赛
B1046 Bro.m B1042胜者 -VS- B1023负者 男甲-90kg 铜牌赛
B1047 Bro.m B1043胜者 -VS- B1026负者 女甲-70kg 铜牌赛
B1048 Bro.m B1007负者 -VS- B1025负者 女甲-70kg 铜牌赛
B1049 Bro.m B1044胜者 -VS- B1028负者 女甲+78kg 铜牌赛
B1050 Bro.m B1010负者 -VS- B1027负者 女甲+78kg 铜牌赛
B1051 Bro.m B1011负者 -VS- B1030负者 女甲-78kg 铜牌赛
B1052 Bro.m B1012负者 -VS- B1029负者 女甲-78kg 铜牌赛
B1053 Bro.m B1013负者 -VS- B1032负者 女甲-52kg 铜牌赛
B1054 Bro.m B1014负者 -VS- B1031负者 女甲-52kg 铜牌赛
B1055 Bro.m B1015负者 -VS- B1034负者 女甲-45kg 铜牌赛
B1056 Bro.m B1016负者 -VS- B1033负者 女甲-45kg 铜牌赛
B1057 Bro.m B1017负者 -VS- B1036负者 女甲-40kg 铜牌赛
B1058 Bro.m B1018负者 -VS- B1035负者 女甲-40kg 铜牌赛
B1059 Bro.m B1019负者 -VS- B1038负者 男甲-55kg 铜牌赛
B1060 Bro.m B1020负者 -VS- B1037负者 男甲-55kg 铜牌赛
B1061 Bro.m B1021负者 -VS- B1040负者 男甲-50kg 铜牌赛
B1062 Bro.m B1022负者 -VS- B1039负者 男甲-50kg 铜牌赛
B1063 Final B1023胜者 -VS- B1024胜者 男甲-90kg 决赛
B1064 Final B1025胜者 -VS- B1026胜者 女甲-70kg 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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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北京市青少年柔道锦标赛

2台 对阵表
场馆：燕山体育运动中心

场次 轮次 白方姓名 代表队 蓝方姓名 代表队 级别 备注

B1065 Final B1027胜者 -VS- B1028胜者 女甲+78kg 决赛
B1066 Final B1029胜者 -VS- B1030胜者 女甲-78kg 决赛
B1067 Final B1031胜者 -VS- B1032胜者 女甲-52kg 决赛
B1068 Final B1033胜者 -VS- B1034胜者 女甲-45kg 决赛
B1069 Final B1035胜者 -VS- B1036胜者 女甲-40kg 决赛
B1070 Final B1037胜者 -VS- B1038胜者 男甲-55kg 决赛
B1071 Final B1039胜者 -VS- B1040胜者 男甲-50kg 决赛
B2001 1/16 杨君 海淀区 -VS- 翟炳奇 顺义区 男甲无差
B2002 1/16 李文鑫 海淀区 -VS- 李博浩 顺义区 男甲无差
B2003 1/16 段赫男 顺义区 -VS- 谷宇然 昌平区 男甲无差
B2004 1/16 张博 朝阳区 -VS- 郭兆宇 顺义区 男甲无差
B2005 1/16 胡昊伯 顺义区 -VS- 程金正 丰台区 男甲无差
B2006 1/16 刘一正 西城区 -VS- 杨炜烨 海淀区 男甲无差
B2007 1/16 韦仲泽 海淀区 -VS- 仇博朗 顺义区 男甲无差
B2008 1/16 张孝明 昌平区 -VS- 夏硕 朝阳区 男甲无差
B2009 1/16 赵晨博 海淀区 -VS- 吴续晨 昌平区 男甲无差
B2010 1/16 王正阳 顺义区 -VS- 赵志远 海淀区 男甲无差
B2011 1/8 B2001胜者 -VS- B2002胜者 男甲无差
B2012 1/8 B2003胜者 -VS- 韩景伊 东城区 男甲无差
B2013 1/8 B2004胜者 -VS- 陈鸿禄 海淀区 男甲无差
B2014 1/8 B2005胜者 -VS- 马晨阳 密云区 男甲无差
B2015 1/8 B2006胜者 -VS- B2007胜者 男甲无差
B2016 1/8 B2008胜者 -VS- 贾海艺 密云区 男甲无差
B2017 1/8 B2009胜者 -VS- 王焌棵 海淀区 男甲无差
B2018 1/8 B2010胜者 -VS- 冯琨皓 丰台区 男甲无差
B2019 1/4 B2011胜者 -VS- B2012胜者 男甲无差
B2020 1/4 B2013胜者 -VS- B2014胜者 男甲无差
B2021 1/4 B2015胜者 -VS- B2016胜者 男甲无差
B2022 1/4 B2017胜者 -VS- B2018胜者 男甲无差
B2023 1/2 B2019胜者 -VS- B2020胜者 男甲无差
B2024 1/2 B2021胜者 -VS- B2022胜者 男甲无差
B2025 Rep.1 B2019负者 -VS- B2020负者 男甲无差 负者第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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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 对阵表
场馆：燕山体育运动中心

场次 轮次 白方姓名 代表队 蓝方姓名 代表队 级别 备注

B2026 Rep.1 B2021负者 -VS- B2022负者 男甲无差 负者第7名
B2027 Bro.m B2025胜者 -VS- B2024负者 男甲无差 铜牌赛
B2028 Bro.m B2026胜者 -VS- B2023负者 男甲无差 铜牌赛
B2029 Final B2023胜者 -VS- B2024胜者 男甲无差 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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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人数统计表

序号 单位
运动员

合计
男 女

1 东城区 4 6 10

2 西城区 2 1 3

3 朝阳区 4 1 5

4 海淀区 20 3 23

5 丰台区 3 0 3

6 石景山区 3 1 4

7 门头沟区 1 0 1

8 房山区 4 4 8

9 通州区 3 1 4

10 顺义区 16 16 32

11 昌平区 8 12 20

12 密云区 3 0 3

总计 71 45 116

竞赛日程
日程安排

日期 活动内容

11月6日

8:30各级别称量体重
单元 一台 二台

1单元
9:30分开
始比赛

男甲+100kg
男甲-100kg
男甲-66kg
男甲-73kg
男甲-81kg
女甲-57kg 
 (71场）

女甲-40kg
女甲-45kg
女甲-52kg
女甲-70kg
女甲-78kg
女甲+78kg
男甲-55kg
男甲-50kg
男甲-90kg 
(71场）

2单元 女甲无差 
（7场）

男甲无差  29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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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人数统计表参赛人数统计表

序号 单位
运动员

合计
男 女

1 东城区 4 6 10

2 西城区 2 1 3

3 朝阳区 4 1 5

4 海淀区 20 3 23

5 丰台区 3 0 3

6 石景山区 3 1 4

7 门头沟区 1 0 1

8 房山区 4 4 8

9 通州区 3 1 4

10 顺义区 16 16 32

11 昌平区 8 12 20

12 密云区 3 0 3

总计 71 45 116

日程安排

日期 活动内容

11月6日

8:30各级别称量体重
单元 一台 二台

1单元
9:30分开
始比赛

男甲+100kg
男甲-100kg
男甲-66kg
男甲-73kg
男甲-81kg
女甲-57kg 
 (71场）

女甲-40kg
女甲-45kg
女甲-52kg
女甲-70kg
女甲-78kg
女甲+78kg
男甲-55kg
男甲-50kg
男甲-90kg 
(71场）

2单元 女甲无差 
（7场）

男甲无差  29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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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北京市青少年柔道锦标赛

秩 序 册
主办单位：北京市体育局

承办单位：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

                  北京市柔道协会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体育运动中心

协办单位：北京华玉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6日

燕山体育运动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