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
雪上项目比赛（单板滑雪项目）

主办单位：吉林省体育局

承办单位：吉林省体育局雪上运动管理中心

吉林万峰实业有限公司

比赛地点：通化万峰滑雪场

比赛时间：2022 年 1 月 2 日-2022 年 1 月 7 日

成 绩 册



   

 

 
 

领队会召开时间与地点 

          2022-1-6              18:30-20:00                   通化万峰滑雪场山地运动学院二楼 A 教室 

竞赛项目 / 竞赛组别 

平行大回转          甲组（女、男） \ 乙组（女、男）\丙组（女、男） 

仲裁 姓名  线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吉林省 线路名称 C3 雪道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起点高度 m 662（甲、乙）/632（丙）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终点高度 m 482/542/572；482/542/572 

   垂直高度 m 180/180/120/90；150/90/60 

   线路长度 m ---- 

第一次滑行 第二次滑行 

线路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线路设计 --- --- 

试滑运动员 试滑运动员 

-A-   ---   -A-   ---   

-B-   ---   -B-   ---   

-C-   ---   -C-   ---   

旗门数/转弯数    开放 旗门数/转弯数    开放 

天气预报                  在领队会上公布关于天气情况的信息 

竞赛办公室工作时间                8:30 ----18:00 

会议纪要： 

各队均出席领队会 

1.竞赛主持领队会议。2.组委会官员致欢迎辞。3.省反兴奋剂讲座。4.技术代表提出竞赛要求；技术代表主

持旗门设计抽签仪式。5.裁判长主持抽签仪式；6.裁判长介绍线路情况；7.竞赛长介绍比赛组织情况：①两次滑

行、旗门线路不变、女男一条线路；②每个组别均是女子先出发；③第二次滑行出发顺序采用前五倒逆的方式；

8.各队没有异议；9.发放号码衣。  

计时器： Microgate  计算机： Thinkpad 竞赛秘书签字：付继侬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项目）

领队会议记录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32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

垂直高差 90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数 14 转弯数 14 旗门数 14 转弯数 14

比赛时间 10：20 比赛时间 11:00

试滑员 试滑员

参赛运动员人数：15

出发顺序 号码 姓名 单位

1 29 张允童 昌邑区

2 31 李朝静 辉南县

3 32 姜开悦 辉南县

4 38 杨初夏 长春新区

5 39 陈俊宏 昌邑区

6 41 马樱函 昌邑区

7 42 靳羽琪 九台区

8 46 李明桐 辉南县

9 50 杨雅茹 辉南县

10 51 李欣 辉南县

11 53 任博冉 船营区

12 54 岳嘉仪 长春新区

13 55 王一可 昌邑区

14 56 张研烁 德惠市

15 57 王子怡 九台区

第一次滑行 第二次滑行

C3

万峰滑雪场 2022/1/7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丙女 大回转 第一次滑行出发顺序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32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

垂直高差 90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数 14 转弯数 14 旗门数 14 转弯数 14

比赛时间 10：20 比赛时间 11:00

试滑员 试滑员

名次 号码 姓名 单位 滑行成绩

1 57 王子怡 九台区 30.81

2 39 陈俊宏 昌邑区 31.66

3 42 靳羽琪 九台区 33.69

4 53 任博冉 船营区 33.71

5 29 张允童 昌邑区 36.28

6 38 杨初夏 长春新区 37.11

7 41 马樱函 昌邑区 38.24

8 56 张研烁 德惠市 41.56

9 55 王一可 昌邑区 44.86

10 46 李明桐 辉南县 57.22

11 31 李朝静 辉南县 1:10.08

12 51 李欣 辉南县 1:14.11

13 54 岳嘉仪 长春新区 1:34.66

14 50 杨雅茹 辉南县 1:36.78

未出发 1

32 姜开悦 辉南县

  

参赛运动员人数：15

第一次滑行 第二次滑行

C3

万峰滑雪场 2022/1/7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丙女 大回转 第一次滑行成绩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32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

垂直高差 90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数 14 转弯数 14 旗门数 14 转弯数 14

比赛时间 10：20 比赛时间 11:00

试滑员 试滑员

出发顺序 号码 姓名 单位 滑行成绩

1 29 张允童 昌邑区 36.28

2 53 任博冉 船营区 33.71

3 42 靳羽琪 九台区 33.69

4 39 陈俊宏 昌邑区 31.66

5 57 王子怡 九台区 30.81

6 38 杨初夏 长春新区 37.11

7 41 马樱函 昌邑区 38.24

8 56 张研烁 德惠市 41.56

9 55 王一可 昌邑区 44.86

10 46 李明桐 辉南县 57.22

11 31 李朝静 辉南县 1:10.08

12 51 李欣 辉南县 1:14.11

13 54 岳嘉仪 长春新区 1:34.66

14 50 杨雅茹 辉南县 1:36.78

第二次滑行

参赛运动员人数：14

第一次滑行

2022/1/7

C3

万峰滑雪场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丙女 大回转 第二次滑行出发顺序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32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

垂直高差 90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数 14 转弯数 14 旗门数 14 转弯数 14

比赛时间 10：20 比赛时间 11:00

试滑员 试滑员

名次 号码 姓名 单位
第一次

滑行成绩
 第二次
滑行成绩

总成绩

1 57 王子怡 九台区 30.81 31.45 1:02.26

2 39 陈俊宏 昌邑区 31.66 30.61 1:02.27

3 53 任博冉 船营区 33.71 31.34 1:05.05

4 42 靳羽琪 九台区 33.69 36.02 1:09.71

5 29 张允童 昌邑区 36.28 37.15 1:13.43

6 38 杨初夏 长春新区 37.11 38.83 1:15.94

7 41 马樱函 昌邑区 38.24 38.49 1:16.73

8 56 张研烁 德惠市 41.56 42.79 1:24.35

9 55 王一可 昌邑区 44.86 52.39 1:37.25

10 31 李朝静 辉南县 1:10.08 53.65 2:03.73

11 50 杨雅茹 辉南县 1:36.78 1:12.82 2:49.60

12 54 岳嘉仪 长春新区 1:34.66 1:21.17 2:55.83

13 51 李欣 辉南县 1:14.11 1:47.49 3:01.60

14 46 李明桐 辉南县 57.22 21258 3:09.80

第一次滑行 未出发

1

32 姜开悦 辉南县

技术代表：

第一次滑行 第二次滑行

参赛运动员人数：15

万峰滑雪场 2022/1/7

C3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丙女 大回转成绩公告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C3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32米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米

垂直高差 90米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数 14 转弯数 14 旗门数 14 转弯数 14

比赛时间 10:40 比赛时间 11:20

试滑员 试滑员

出发顺序 号码 姓名 单位

1 20 杜宜轩 昌邑区

2 21 刘松霖 九台区

3 23 于泷皓 船营区

4 25 付东泽 昌邑区

5 26 衣珈乐 船营区

6 27 姜智严 九台区

7 28 宋欣洋 绿园区

8 29 臧芃博 长春新区

9 30 栾佳翼 辉南县

10 31 黄琨皓 九台区

11 32 韩丰阳 昌邑区

12 33 李科贤 长春新区

13 34 程春 德惠市

14 35 王洪飞 德惠市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丙男 大回转 第一次滑行出发顺序

万峰滑雪场 2022/1/7

参赛运动员人数：14

第一次滑行 第二次滑行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C3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32米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米

垂直高差 90米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数 14 转弯数 14 旗门数 14 转弯数 14

比赛时间 10:40 比赛时间 11:20

试滑员 试滑员

名次 号码 姓名 单位 滑行成绩

1 26 衣珈乐 船营区 30.47

2 23 于泷皓 船营区 33.02

3 27 姜智严 九台区 35.93  

4 25 付东泽 昌邑区 39.91

5 32 韩丰阳 昌邑区 40.31

6 20 杜宜轩 昌邑区 42.45

7 30 栾佳翼 辉南县 44.33

8 35 王洪飞 德惠市 46.91

9 21 刘松霖 九台区 47.54

10 34 程春 德惠市 47.58

11 28 宋欣洋 绿园区 50.04

12 31 黄琨皓 九台区 51.65

13 29 臧芃博 长春新区 53.37

14 33 李科贤 长春新区 1:40.77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丙男 大回转 第一次滑行成绩

万峰滑雪场 2022/1/7

参赛运动员人数：14

第一次滑行 第二次滑行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C3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32米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米

垂直高差 90米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数 14 转弯数 14 旗门数 14 转弯数 14

比赛时间 10:40 比赛时间 11:20

试滑员 试滑员

出发顺序 号码 姓名 单位 滑行成绩

1 32 韩丰阳 昌邑区 40.31

2 25 付东泽 昌邑区 39.91

3 27 姜智严 九台区 35.93

4 23 于泷皓 船营区 33.02

5 26 衣珈乐 船营区 30.47

6 20 杜宜轩 昌邑区 42.45

7 30 栾佳翼 辉南县 44.33

8 35 王洪飞 德惠市 46.91

9 21 刘松霖 九台区 47.54

10 34 程春 德惠市 47.58

11 28 宋欣洋 绿园区 50.04

12 31 黄琨皓 九台区 51.65

13 29 臧芃博 长春新区 53.37

14 33 李科贤 长春新区 1:40.77

万峰滑雪场 2022/1/7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丙男 大回转 第二次滑行出发顺序

参赛运动员人数：14

第一次滑行 第二次滑行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C3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32米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米

垂直高差 90米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数 14 转弯数 14 旗门数 14 转弯数 14

比赛时间 10:40 比赛时间 11:20

试滑员 试滑员

名次 号码 姓名 单位
第一次

滑行成绩
 第二次
滑行成绩

总成绩

1 23 于泷皓 船营区 33.02 34.41 1:07.43

2 27 姜智严 九台区 35.93 34.43 1:10.36

3 25 付东泽 昌邑区 39.91 35.50 1:15.41

4 32 韩丰阳 昌邑区 40.31 41.05 1:21.36

5 20 杜宜轩 昌邑区 42.45 40.96 1:23.41

6 21 刘松霖 九台区 47.54 43.42 1:30.96

7 30 栾佳翼 辉南县 44.33 48.28 1:32.61

8 35 王洪飞 德惠市 46.91 46.01 1:32.92

9 34 程春 德惠市 47.58 48.52 1:36.10

10 31 黄琨皓 九台区 51.65 50.02 1:41.67

11 28 宋欣洋 绿园区 50.04 55.11 1:45.15

12 29 臧芃博 长春新区 53.37 103.91 1:57.28

13 33 李科贤 长春新区 1:40.77 150.35 3:31.12

第二次滑行 犯规

26 衣珈乐 船营区

技术代表：

万峰滑雪场

第一次滑行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丙男   大回转成绩公告

2022/1/7

第二次滑行

参赛运动员人数：14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62米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米

垂直高差 120米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比赛时间 9:05 比赛时间 9:50

试滑员 试滑员

参赛运动员人数：2

出发顺序 号码 姓名 单位

1 24 韩非桐 梅河新区

2 25 董宇悦 长春市

第一次滑行 第二次滑行

C3

万峰滑雪场 2022/1/7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乙女 大回转 第一次滑行出发顺序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62米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米

垂直高差 120米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比赛时间 9:05 比赛时间 9:50

试滑员 试滑员

名次 号码 姓名 单位 滑行成绩

1 25 董宇悦 长春市 32.83

2 24 韩非桐 梅河新区 44.80

未出发 0

未完成 0

犯  规 0

  

参赛运动员人数：2

第一次滑行 第二次滑行

C3

万峰滑雪场 2022/1/7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乙女 大回转 第一次滑行成绩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62米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米

垂直高差 120米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比赛时间 9:05 比赛时间 9:50

试滑员 试滑员

出发顺序 号码 姓名 单位 滑行成绩

1 24 韩非桐 梅河新区 44.80

2 25 董宇悦 长春市 32.83

第二次滑行

参赛运动员人数：2

第一次滑行

2022/1/7

C3

万峰滑雪场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乙女 大回转 第二次滑行出发顺序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62米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米

垂直高差 120米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比赛时间 9:05 比赛时间 9:50

试滑员 试滑员

名次 号码 姓名 单位
第一次

滑行成绩
 第二次
滑行成绩

总成绩

1 25 董宇悦 长春市 32.83 34.42 1:07.25

2 24 韩非桐 梅河新区 44.80 40.00 1:24.80

技术代表：

第一次滑行 第二次滑行

参赛运动员人数：2

万峰滑雪场 2022/1/7

C3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乙女 大回转成绩公告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C3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62米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米

垂直高差 120米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比赛时间 9:15 比赛时间 9:55

试滑员 试滑员

出发顺序 号码 姓名 单位

1 11 郇明睿 吉林市

2 12 于继尧 吉林市

3 14 张越鑫 吉林市

4 15 曹洪瑞 吉林市

5 16 韩佳森 吉林市

6 17 于天程 吉林市

7 18 安禹丞 吉林市

8 19 韩佳轩 吉林市

参赛运动员人数：8

第一次滑行 第二次滑行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乙男 大回转 第一次滑行出发顺序

万峰滑雪场 2022/1/7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C3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62米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米

垂直高差 120米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比赛时间 9:15 比赛时间 9:55

试滑员 试滑员

名次 号码 姓名 单位 滑行成绩

1 19 韩佳轩 吉林市 31.98

2 12 于继尧 吉林市 36.24

3 11 郇明睿 吉林市 38.69  

4 17 于天程 吉林市 54.93

5 16 韩佳森 吉林市 58.25

未出发 2

14 张越鑫 吉林市

15 曹洪瑞 吉林市

犯规 1

18 安禹丞 吉林市

参赛运动员人数：8

第一次滑行 第二次滑行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乙男 大回转 第一次滑行成绩

万峰滑雪场 2022/1/7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C3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62米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米

垂直高差 120米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比赛时间 9:15 比赛时间 9:55

试滑员 试滑员

出发顺序 号码 姓名 单位 滑行成绩

1 16 韩佳森 吉林市 58.25

2 17 于天程 吉林市 54.93

3 11 郇明睿 吉林市 38.69

4 12 于继尧 吉林市 36.24

5 19 韩佳轩 吉林市 31.98

参赛运动员人数：5

第一次滑行 第二次滑行

万峰滑雪场 2022/1/7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乙男 大回转 第二次滑行出发顺序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C3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62米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米

垂直高差 120米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长春市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比赛时间 9:15 比赛时间 9:55

试滑员 试滑员

名次 号码 姓名 单位
第一次

滑行成绩
 第二次
滑行成绩

总成绩

1 19 韩佳轩 吉林市 31.98 36.39 1:08.37

2 12 于继尧 吉林市 36.24 38.64 1:14.88

3 11 郇明睿 吉林市 38.69 36.84 1:15.53

4 17 于天程 吉林市 54.93 42.46 1:37.39

5 16 韩佳森 吉林市 58.25 53.99 1:52.24

第一次滑行 未出发

2

14 张越鑫 吉林市

15 曹洪瑞 吉林市

第一次滑行 犯规

1

18 安禹丞 吉林市

技术代表：

第二次滑行

参赛运动员人数：8

万峰滑雪场

第一次滑行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乙男 大回转成绩公告

2022/1/7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62米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米

垂直高差 120米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比赛时间 8:45 比赛时间 9:25

试滑员 试滑员

参赛运动员人数：6

出发顺序 号码 姓名 单位

1 5 李佳徽 长春市

2 13 陈奕然 长春市

3 19 刘馥嘉 吉林市

4 20 赵若伊 吉林市

5 21 陶岚 吉林市

6 23 杜曼 长春市

第一次滑行 第二次滑行

C3

万峰滑雪场 2022/1/7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甲女 大回转 第一次滑行出发顺序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62米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米

垂直高差 120米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比赛时间 8:45 比赛时间 9:25

试滑员 试滑员

名次 号码 姓名 单位 滑行成绩

1 5 李佳徽 长春市 34.18

2 21 陶岚 吉林市 36.72

3 23 杜曼 长春市 36.83

4 13 陈奕然 长春市 39.01

未出发 1

20 赵若伊 吉林市

犯  规 1

19 刘馥嘉 吉林市

  

参赛运动员人数：6

第一次滑行 第二次滑行

C3

万峰滑雪场 2022/1/7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甲女 大回转 第一次滑行成绩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62米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米

垂直高差 120米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比赛时间 8:45 比赛时间 9:25

试滑员 试滑员

出发顺序 号码 姓名 单位 滑行成绩

1 13 陈奕然 长春市 39.01

2 23 杜曼 长春市 36.83

3 21 陶岚 吉林市 36.72

4 5 李佳徽 长春市 34.18

第二次滑行

参赛运动员人数：4

第一次滑行

2022/1/7

C3

万峰滑雪场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甲女 大回转 第二次滑行出发顺序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62米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米

垂直高差 120米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比赛时间 8:45 比赛时间 9:25

试滑员 试滑员

名次 号码 姓名 单位
第一次

滑行成绩
 第二次
滑行成绩

总成绩

1 5 李佳徽 长春市 34.18 36.00 1:10.18

2 23 杜曼 长春市 36.83 38.12 1:14.95

3 13 陈奕然 长春市 39.01 37.01 1:16.02

4 21 陶岚 吉林市 36.72 41.34 1:18.06

第一次滑行 未出发 1

20 赵若伊 吉林市

犯  规 1

19 刘馥嘉 吉林市

技术代表：

第一次滑行 第二次滑行

参赛运动员人数：6

万峰滑雪场 2022/1/7

C3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甲女 大回转 成绩公告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C3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62米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米

垂直高差 120米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比赛时间 8;55 比赛时间 9:35

试滑员 试滑员

出发顺序 号码 姓名 单位

1 3 高博 通化市

2 4 李鑫 吉林市

3 5 安俊伍 吉林市

4 6 尹子郡 吉林市

5 7 张毓曦 吉林市

6 8 胡轩儒 吉林市

7 9 张智硕 吉林市

参赛运动员人数：7

第一次滑行 第二次滑行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甲男 大回转 第一次滑行出发顺序

万峰滑雪场 2022/1/7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C3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62米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米

垂直高差 120米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比赛时间 8;55 比赛时间 9:35

试滑员 试滑员

名次 号码 姓名 单位 滑行成绩

1 3 高博 通化市 31.29

2 9 张智硕 吉林市 31.75

3 4 李鑫 吉林市 33.70  

4 5 安俊伍 吉林市 33.89

5 8 胡轩儒 吉林市 44.31

6 7 张毓曦 吉林市 51.02

7 6 尹子郡 吉林市 1:57.57

参赛运动员人数：7

第一次滑行 第二次滑行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甲男 大回转 第一次滑行成绩

万峰滑雪场 2022/1/7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C3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62米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米

垂直高差 120米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比赛时间 8:55 比赛时间 9:35

试滑员 试滑员

出发顺序 号码 姓名 单位 滑行成绩

1 8 胡轩儒 吉林市 44.31

2 5 安俊伍 吉林市 33.89

3 4 李鑫 吉林市 33.70

4 9 张智硕 吉林市 31.75

5 3 高博 通化市 31.29

6 7 张毓曦 吉林市 51.02

7 6 尹子郡 吉林市 1:57.57

参赛运动员人数：7

第一次滑行 第二次滑行

万峰滑雪场 2022/1/7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甲男 大回转 第二次滑行出发顺序



仲裁 技术数据

技术代表 张冬生 省雪上中心 线路名称    C3

裁判长 金  鑫 吉林市 起点高度 662米

竞赛长 张  毅 长春市 终点高度 542米

垂直高差 120米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设计 路文平 长春市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旗门数 17 转弯数 17

比赛时间 8:55 比赛时间 9:35

试滑员 试滑员

名次 号码 姓名 单位
第一次

滑行成绩
 第二次
滑行成绩

总成绩

1 3 高博 通化市 31.29 31.70 1:02.99

2 9 张智硕 吉林市 31.75 33.50 1:05.25

3 4 李鑫 吉林市 33.70 33.04 1:06.74

4 5 安俊伍 吉林市 33.89 34.08 1:07.97

5 8 胡轩儒 吉林市 44.31 44.29 1:28.60

6 7 张毓曦 吉林市 51.02 49.57 1:40.59

7 6 尹子郡 吉林市 1:57.57 109.22 3:06.79

技术代表：

第二次滑行

参赛运动员人数：7

万峰滑雪场

第一次滑行

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回转比赛

甲男 大回转成绩公告

202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