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比赛项目 队伍名称 分数 排名

1 俱乐部幼儿甲组-花球校园啦啦操示范套路(第三套) 中国儿童中心天使宝贝啦啦队 432 第一名

2 俱乐部儿童丙组-花球校园啦啦操示范套路(第三套)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星
雁啦啦队

379 第一名

3

俱乐部儿童混合组-花球校园啦啦操示范套路(第三套)
中国儿童中心天使宝贝啦啦队 397 第二名

4 中国儿童中心天使宝贝啦啦队 416 第一名

5 公开幼儿混合组-花球校园啦啦操示范套路(第三套) 红黄蓝世华水岸幼儿园乐熹宝贝
啦啦队

431 第一名

6 公开儿童甲组-花球校园啦啦操示范套路(第三套)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
学舞动炫彩啦啦队

451 第一名

7 公开儿童甲组-花球校园(大课间)啦啦操自选动作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

学舞动炫彩啦啦队
411 第一名

8 公开儿童甲组-街舞校园(大课间)啦啦操自选动作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小学翠微飞翔

啦啦队
454 第一名

9 公开儿童乙组-花球校园啦啦操示范套路(第三套) 北京市海淀区西苑小学小海棠啦
啦队

467 第一名

裁判长签字：



序号 比赛项目 队伍名称 分数 排名

10

公开儿童混合组-花球校园啦啦操示范套路(第三套)

北京市昌平区霍营中心小学和美
少年啦啦队

366 第三名

11 西城区青年湖小学青小娃娃啦啦
队

398 第二名

12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昌平学校紫韵
丁香啦啦队

439 第一名

13 公开少年乙组-花球校园啦啦操示范套路(第三套) 北京市第八中学北京八中致美啦
啦队

366 第一名

14 公开少年混合组-花球校园(大课间)啦啦操自选动作
北京市八一学校本校区北京市八

一学校本部啦啦队
435 第一名

15 公开青年丙组-爵士校园啦啦操示范套路(第三套) 首都师范大学尖果啦啦队 455 第一名

16 公开少年甲组-小团体配合技巧(4-5人) 北京市第一0一中学A-ONE技巧
啦啦队

574 第一名

17 公开少年甲组-小团体配合技巧(4-5人) 北京市第一0一中学A-ONE技巧
啦啦队

542 第二名

18 公开少年甲组-小团体配合技巧(4-5人) 北京市第一0一中学A-ONE技巧
啦啦队

510 第三名

裁判长签字：



序号 比赛项目 队伍名称 分数 排名

1 俱乐部儿童乙组-爵士规
定动作(2022版)-1级

北京酷啦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酷
艺啦啦队

473 第一名

2 俱乐部儿童混合组-花球
规定动作(2022版)-1级 中国儿童中心天使宝贝啦啦队 469 第一名

3 俱乐部儿童混合组-技巧
0级规定动作(2022版)

北京市海淀区七一小学小海娃啦
啦队

470 第一名

4 公开儿童甲组-爵士规定
动作(2022版)-1级

北京蓝色蜂鸟迷你啦啦操队乐动
啦啦队

445 第一名

5 公开儿童乙组-花球规定
动作(2022版)-2级

北京市海淀区西苑小学小海棠啦
啦队

499 第一名

6 公开儿童乙组-爵士规定
动作(2022版)-0级 北京金融街润泽学校润泽啦啦队 487 第一名

7 公开儿童混合组-花球规
定动作(2022版)-0级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昌平学校紫韵
丁香啦啦队

465 第一名

8
公开儿童混合组-花球规
定动作(2022版)-1级-1

级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首都
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啦啦队

477 第一名

9
公开儿童混合组-爵士规
定动作(2022版)-1级

北京蓝色蜂鸟迷你啦啦操队菲悦
啦啦队

444 第二名

10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昌平学校紫韵
丁香啦啦队

471 第一名

裁判长签字：



序号 比赛项目 队伍名称 分数 排名

11 公开儿童混合组-爵士规
定动作(2022版)-2级

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Wonder 
baby啦啦队

466 第一名

12 公开少年乙组-花球规定
动作(2022版)-0级

北京市第一0一中学A-ONE校园
啦啦队

466 第一名

13 公开少年乙组-花球规定
动作(2022版)-1级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回龙观育新学
校Dragon Team啦啦队

474 第一名

14
公开少年乙组-爵士规定

动作(2022版)-1级

北京钱学森中学cheer啦啦队 457 第二名

15 北京一零一中石油分校啦啦队 469 第一名

16 公开少年混合组-花球规
定动作(2022版)-0级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苹果园中学分
校DREAM啦啦队

420 第一名

17 公开青年乙组-花球规定
动作(2022版)-4级 中央民族大学怡美啦啦队 499 第一名

18 公开青年乙组-爵士规定
动作(2022版)-2级 首体研究生队CUPES啦啦队 488 第一名

19 公开青年丙组-花球规定
动作(2022版)-4级 首都师范大学尖果啦啦队 430 第一名

裁判长签字：



序号 比赛项目 队伍名称 分数 名次

1 俱乐部幼儿乙组-集体花
球自选动作

北京酷啦啦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萌娃啦啦队

487 第一名

2 俱乐部儿童甲组-集体花
球自选动作

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
Wonder baby啦啦队

521 第一名

3 俱乐部儿童甲组-集体爵
士自选动作

北京酷啦啦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艺术俱乐部啦啦队

533 第一名

4 俱乐部儿童乙组-集体花
球自选动作

爱力佳体育艺术培训中心
追光逐梦啦啦队

483 第一名

5 俱乐部儿童乙组-集体街
舞自选动作

北京酷啦啦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未来啦啦队

478 第一名

6 俱乐部儿童乙组-集体自
由舞蹈自选动作-道具组

北京酷啦啦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艺术俱乐部啦啦队

489 第一名

7 俱乐部儿童丙组-集体花
球自选动作

北京盈秀之韵体育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盈润啦啦队

475 第一名

8 俱乐部儿童混合组-集体
花球自选动作

北京盈秀之韵体育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盈润啦啦队

472 第一名

9 公开儿童乙组-集体花球
自选动作

北京育翔小学回龙观学校
逐梦育翔啦啦队

452 第一名

裁判长签字：



序号 比赛项目 队伍名称 分数 名次

10 公开儿童丙组-集体花球
自选动作

北京育翔小学回龙观学校
育翔啦啦队

450 第一名

11 公开儿童混合组-集体花
球自选动作

北京育翔小学回龙观学校
逐梦啦啦队

437 第一名

12 公开少年乙组-集体花球
自选动作

北京啦啦操体育考级中心
星之耀啦啦队

554 第一名

13 公开少年混合组-集体技
巧(2级)自选动作-混合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学
校Dance life啦啦队

564 第一名

14 公开青年甲组-双人街舞
自选动作

北京师范大学啦啦队 462 第一名
裁判长签字：



序号 比赛项目 队伍名称 分数 名次

15

公开青年乙组-双人爵士
自选动作

首都体育学院CUPES啦啦
队

556 第一名

16 首都体育学院CUPES啦
啦队

538 第二名

17 吉林体育学院DH6啦啦
队

530 第三名

18 吉林体育学院DH6啦啦队 517 第四名

19 公开青年甲组-集体花球
自选动作

中央民族大学怡美啦啦
队

561 第一名

20 公开青年乙组-集体花球
自选动作

首都体育学院CUPES啦
啦队

576 第一名

21 公开青年丙组-双人爵士
自选动作

首都师范大学尖果啦啦
队

568 第一名

22
公开青年乙组-双人花球

自选动作

首都体育学院CUPES啦
啦队

588 第一名

23 首都体育学院CUPES啦
啦队

577 第二名

裁判长签字：



序号 比赛项目 队伍名称 参赛者 分数 名次

1

啦啦队队长争霸赛
儿童组-规定动作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
属小学Star Girl啦啦队

周方雨 594 第一名

2 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第
二小学Unicorn啦啦队

李上源 577 第二名

3 北京全明星啦啦操考级中
心星之耀啦啦队

谭梦迪 568 第三名

4 北京市中科启元学校酷啦
啦队

张盈睿 559 第四名

5 北京跳跳糖国际俱乐部
CHEER POPING啦啦队

张筱涵 555 第五名

6 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第
二小学Unicorn啦啦队

梁雨欣 552 第六名

7 北京市中科启元学校酷啦
啦队

殷梓宁 550 第七名

8 北京蓝色蜂鸟迷你啦啦操
队菲悦啦啦队

付文萱 548 第八名

9 北京跳跳糖国际俱乐部
CHEER POPING啦啦队

陈啸轩 547

10 北京跳跳糖国际俱乐部
CHEER POPING啦啦队

冯舒畅 544

裁判长签字：



序号 比赛项目 队伍名称 参赛者 分数 名次

11

啦啦队队长争霸赛
儿童组-规定动作

北京蓝色蜂鸟迷你啦啦操
队菲悦啦啦队

隗一祎 540

12 北京全明星啦啦操考级中
心星之耀啦啦队

房宣潼 535

13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
属小学Star Girl啦啦队

尚琳涵 533

14 北京铁路实验小学啦啦队 陈可 523

15 北京全明星啦啦操考级中
心星之耀啦啦队

刘天舞 521

16 北京全明星啦啦操考级中
心星之耀啦啦队

李卓恩 520

17 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第
二小学Unicorn啦啦队

张开然 517

18 北京全明星啦啦操考级中
心星之耀啦啦队

张渲淇 515

19 北京全明星啦啦操考级中
心星之耀啦啦队

李馥儿 514

20 北京蓝色蜂鸟迷你啦啦操
队超悦啦啦队

周炳萱 511

裁判长签字：



序号 比赛项目 队伍名称 参赛者 分数 名次

21

啦啦队队长争霸赛
青少年组-规定动作

北京啦啦操体育考级中心
全明星啦啦队

李怡瑶 579 第一名

22 北京啦啦操体育考级中心
全明星啦啦队

张一辰 570 第二名

23 北京啦啦操体育考级中心
全明星啦啦队

王远晴 564 第三名

24 北京蓝色蜂鸟迷你啦啦操
队乐动啦啦队

原宣棋 537 第四名

25 北京蓝色蜂鸟迷你啦啦操
队乐动啦啦队

董依山 533 第五名

26 北京蓝色蜂鸟迷你啦啦操
队乐动啦啦队

王淑颖 531 第六名

27 北京蓝色蜂鸟迷你啦啦操
队超悦啦啦队

李梓妍 527 第七名

28 北京市第一0一中学A-
ONE舞蹈啦啦队

姜雨彤 526 第八名

29 北京北极星啦啦操俱乐部
北极星啦啦队

杜奕欣 525

30 北京啦啦操体育考级中心
全明星啦啦队

刘忆珘 512

裁判长签字：



序号 比赛项目 队伍名称 参赛者 分数 名次

1

双人儿童组
-双人爵士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
小学Star Girl啦啦队

尚琳涵,周方雨 494 第一名

2 北京酷啦啦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艺术啦啦队

马嘉悦,张颖函 481 第二名

3 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第二
小学Unicorn啦啦队

李上源,付文萱 472 第三名

4 北京市中科启元学校酷啦啦
队

刘宸溪,刘宸林 462 第四名

5
北京普润赛丝国际体育科技
有限公司PRINCESS啦啦

队

杨昕霖，YEUNG YAN LAM,
杨昕颖YEUNG YAN WING 462 第四名

6 北京酷啦啦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艺术啦啦队

申若兰,张子萱 445 第六名

裁判长签字：



序号 比赛项目 队伍名称 参赛者 分数 名次

7

双人儿童组
-双人花球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
火蓝啦啦队

楼易霏,张腾月 500 第一名

8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
火蓝啦啦队

邢楚宁,徐夕淼 490 第二名

9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
火蓝啦啦队

刘沐芊,陈奕彤 486 第三名

10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
火蓝啦啦队

孙王萱,张曦文 479 第四名

11
北京普润赛丝国际体育科技
有限公司PRINCESS啦啦

队

杨昕霖，YEUNG YAN LAM,
杨昕颖YEUNG YAN WING 450 第五名

12 北京蓝色蜂鸟迷你啦啦操队
菲悦啦啦队

李上源,付文萱 450 第五名

13 北京蓝色蜂鸟迷你啦啦操队
乐动啦啦队

李梓妍,周炳萱 443 第七名

裁判长签字：



序号 比赛项目 队伍名称 参赛者 分数 名次

14

双人儿童组
-双人花球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民族
啦啦队

张雨彤,潘樱凡 442 第八名

15 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第二
小学Unicorn啦啦队

张开然,梁雨欣 442 第八名

16 北京蓝色蜂鸟迷你啦啦操队
菲悦啦啦队

田晓彤,宋玟睿 438

17 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第二
小学Unicorn啦啦队

张清然,杜泽茜 438

18 北京蓝色蜂鸟迷你啦啦操队
菲悦啦啦队

赵菀怡,国紫乔 426

19 北京蓝色蜂鸟迷你啦啦操队
菲悦啦啦队

刘博心,李筱铮 419

裁判长签字：



序号 比赛项目 队伍名称 参赛者 分数 名次

20
双人儿童组
-双人街舞

北京市中科启元学校酷啦啦
队

巫知宸,王世龙 467 第一名

21 北京蓝色蜂鸟迷你啦啦操队
菲悦啦啦队

陈可,隗一祎 461 第二名

22

双人少年组
-双人花球

北京市第一0一中学A-ONE
舞蹈啦啦队

卢梦瑾,卢梦瑜 507 第一名

23 北京啦啦操体育考级中心星
之耀啦啦队

张一辰,李怡瑶 489 第二名

24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通
州校区）SSFTZ啦啦队

赵莺歌,李卓颖 454 第三名

25 北京蓝色蜂鸟迷你啦啦操队
乐动啦啦队

原宣棋,李梦琪 446 第四名

26 北京市第一0一中学A-ONE
舞蹈啦啦队

韩宇瑒,李越慕 439 第五名

裁判长签字：



序号 比赛项目 队伍名称 参赛者 分数 名次

27

双人少年组
-双人爵士

北京市昌平区百善学校百善
学校啦啦队

杨祎冉,姚嵚城 477 第一名

28 北京啦啦操体育考级中心星
之耀啦啦队

王睿萌,凌翌宸 476 第二名

29 北京蓝色蜂鸟迷你啦啦操队
乐动啦啦队

董依山,王淑颖 446 第三名

30 北京市第一0一中学A-ONE
舞蹈啦啦队

王远晴,姜雨彤 443 第四名

31 双人大学组
-双人花球

首体研究生队CUPES啦啦
队

郭晨晨 宋东爽 482 第一名

裁判长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