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 序号 省份 城市 关联店铺 报名地址 联系方式

1 北京 北京 北京羽动风云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40-8网羽有约体育 13811105775

2 北京 北京 北京元国顺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号友谊宾馆北门 13911356756

3 北京 北京 北京天维育星店 北京市顺义区建新北区9号楼1-2 15210043691

4 北京 北京 北京天元启康 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5号鸿彤体育尤尼克斯专柜 13520780609

5 河北 石家庄 顶尖体育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东风路9-1号YONEX店 15630430778

6 北京 北京 北京新羽乐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号友谊宾馆北门 13911356756

7 北京 北京 北京康仕顿 北京市东城区将王府井大街利生商厦3层 13901140795

8 北京 北京 元国顺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号友谊宾馆北门 13911356756

9 北京 北京 北京元国顺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号友谊宾馆北门 13911356756

10 河北 石家庄 石家庄锐特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319-2号 13931177971

11 河北 邢台 邢台健冠 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公园东街乒羽训练中心 13021453333

12 内蒙古 包头 裕林体育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体育馆道民族路小学万达校区南1号底店 18004722599

13 内蒙古 包头 包头冠杰体育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民主路与青山路交汇处兄弟体育 18686183658

14 内蒙古 呼和浩特 内蒙古飞翱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文化宫街五幼底楼飞翱体育 13948417058

15 内蒙古 乌海 龙锋体育 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五一花园外围 13847338796

16 山东 济南 济南东城大羽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三箭瑞福苑1区5号楼103商铺 18615216115

17 山东 济南 济南东城大羽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三箭瑞福苑1区5号楼103商铺 18615216115

18 山东 青岛 青岛玛吉利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北仲路30号卓恒体育 18660251318

19 山东 青岛 青岛玛吉利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北仲路30号卓恒体育 18660251318

20 山西 阳泉 山西阳泉鑫羽 山西省阳泉市体育馆院内 13353532369

21 天津 天津 祈福众辉 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128号 13001394888

22 天津 天津 天津祈福众辉 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128号 13001394888

1 安徽 合肥 安徽枫林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83号（诚成网羽店） 程洁/13205518899

2 江苏 常州 常州枫垚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府南路10号 18014326678

3 江苏 南京 南京吉睿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永庆巷路2号 13814072168

4 江苏 南京 无锡天成 无锡市南长区健康路159-1号 18605102711

5 江苏 南京 南京鼎威 江苏省南京市百步坡6号101室 18551766811

6 江苏 无锡 无锡天成 无锡市南长区健康路159-1号 1860510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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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江苏 无锡 沸点体育 无锡市南长区健康路159-1号 18605102711

8 江西 南昌 江西省南昌市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福州路70号 杨越峰/13077995555

9 江西 南昌 江西格方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福州路70号 杨越峰/13077995555

10 上海 上海 上海虎啸 上海市虹口区汶水东路326号-2 刘君 13641812327

11 上海 上海 上海羽束 上海市长宁区双流路255号 甘鹏 15800623878

12 上海 上海 上海羽束 上海市长宁区双流路255号 甘鹏 15800623878

13 上海 上海 上海羽束 上海市长宁区双流路255号 甘鹏 15800623878

14 上海 上海 上海羽束 上海市长宁区双流路255号 甘鹏 15800623878

15 上海 上海 上海羽束 上海市长宁区双流路255号 甘鹏 15800623878

1 福建 厦门 厦门仟维体育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体育路80号B015室（AI运动汇）七星体育 18605927878

2 福建 厦门 厦门仟维体育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体育路80号B015室（AI运动汇）七星体育 18605927878

3 福建 厦门 厦门金鑫龙体育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408号体育中心综合楼奇越体育 13600906346

4 福建 厦门 厦门金鑫龙体育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408号体育中心综合楼奇越体育 13600906346

5 福建 厦门 厦门金鑫龙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408号体育中心综合楼奇越体育 13600906346

6 广东 佛山 佛山天宏文体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大道北92-14号（天宏体育） 13727320140

7 广东 佛山 佛山天宏文体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大道北92-14号（天宏体育） 13727320140

8 广东 佛山 佛山天宏文体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大道北92-14号（天宏体育） 13727320140

9 广东 佛山 佛山天宏文体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大道北92-14号（天宏体育） 13727320140

10 广州 广州 广州酷健体育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钟四路工业一路7号 13527722276

11 广东 广州 广州酷健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钟四路工业一路7号 13527722276

12 广州 广州 广州酷健体育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钟四路工业一路7号 13527722276

13 广州 广州 广州酷健体育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钟四路工业一路7号 13527722276

14 广州 广州 广州酷健体育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钟四路工业一路7号 13527722276

15 广东 广州 广州酷健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钟四路工业一路7号 13527722276

16 广东 江门 江门原泰体育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建设路27号一汇广场一楼1025铺棱速体育 0750-3916113

1 甘肃 兰州 兰州天创 甘肃省兰州市电力修造厂西家属院-天创欢朋球馆店 13919963073

2 宁夏 银川 银川远博道胜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湖滨西街151号 18909514473

3 宁夏 银川 银川远博道胜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湖滨西街151号 18909514473

4 宁夏 石嘴山 世达之星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湖滨西街142号世达体育 13995200692

5 陕西 西安 陕西五环 西安市未央区凤城六路与未央路十字向北150米西 五环北交店 029-89619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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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陕西 西安 陕西五环
西安市雁塔区西安高新路 五环高新工厂店18号4F
西安市雁塔区唐延路唐延中心城 五环唐延路店

029-81328200

8 陕西 西安 陕西五环

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14号省体育场 五环省体店3F

西安市碑林区西大街18号五环钟楼旗舰店3F

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南路493号航天大厦 五环长安南路店

029-85368351

1 黑龙江 大庆 大庆百年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广厦小区A-4-07 13359618133

2 黑龙江 大庆 大庆百年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广厦小区A-4-07 13359618133

3 黑龙江 哈尔滨 哈尔滨宝博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街85号 13604805959

4 黑龙江 哈尔滨 哈尔滨宝博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街85号 13604805959

5 吉林 吉林 吉林方园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东辽小区16号楼10号网点，方圆体育 13944217776

6 吉林 吉林 吉林方圆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东辽小区16号楼10号网点，方圆体育 13944217776

7 吉林 松原 松原劲博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金钻商圈金钻路333号乐家小区对面，劲博体育 15694387799

8 吉林 松原 松原劲博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金钻商圈金钻路333号乐家小区对面，劲博体育 15694387799

9 吉林 长春 长春明锐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大街与大经路交汇 天天体育商城YONEX 15843026000

10 吉林 长春 长春隆达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西长春大街1056号 15904439935

11 辽宁 沈阳 沈阳原动力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民主路225号（原动力体育） 15840113770

12 辽宁 抚顺 抚顺通达 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西四路4号（通达体育商城） 13898343581

13 辽宁 沈阳 沈阳奔跑体育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民主路225号（奔跑体育） 13478219444

14 辽宁 沈阳 原动力体育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民主路225号（奔跑体育） 13478219444

15 辽宁 沈阳 沈阳奔跑体育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民主路225号（奔跑体育） 13478219444

16 辽宁 沈阳 原动力体育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民主路225号（奔跑体育） 13478219444

17 辽宁 沈阳 沈阳奥林达体育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陵东街12号（奥林体育） 13998320127

18 辽宁 营口 营口生生体育 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盼盼路南6-16（生生体育） 15904172599

1 湖北 荆州 荆州利华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沙北新区工农路与徐桥路交汇处 丁启红18071281320

2 河南 郑州 郑州斯威特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嵩山路伊河路交叉口向西五百米嵩山饭店西边30米路南 李超13838277671

3 湖北 武汉 武汉羽森 湖北省武汉市经开区武汉体育中心羽毛球训练馆 周珏13667238297

4 湖北 武汉 武汉高瞻体育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皮子街160号E栋3单元1层1号高瞻体育 文森18627709615

5 湖北 宜昌 宜昌球友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西陵二路51-6-82号球友体育 陈吉勇13972605595

6 湖南 常德 常德艾羽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洞庭大道1093号门面丹阳天桥旁（亚太体育） 胡雨玲15367777227

7 湖南 娄底 娄底明扬文体超市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长青中街220号 欧阳18207388992

8 湖南 长沙 长沙天之健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170号 王星1770845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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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湖南 长沙 长沙天之健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170号 周睿18569467657

1 贵州 贵阳 贵州祥文体育 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风情园祥文体育 王祥文18685555165

2 贵州 兴义 贵州毕节融聚康体育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碧阳街道文博路招商花园城市酒店式公寓商铺1-1-43 魏钿英/15177776136

3 四川 巴中市 巴中嘉鸿体育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江北巴人广场前排门市326号康乐体育 王小皲/15378255888

4 四川 成都 成都蓉城羽事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棕南正街1号附10号成都蓉城羽事 娄磊/15828522046

5 四川 内江 内江怡扬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太白路53号怡扬体育 13320691844

6 四川 德阳 四川嘉钰德盛 四川省德阳市绵远街148-150号一帆体育YONEX专卖店 杨光儒/13689613083

7 云南 昆明 昆明云洋体育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112号附23号 13908807967

8 云南 昆明 昆明云洋体育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112号附23号 13908807967

9 重庆 重庆 重庆羽临商贸 重庆市江北区洋河北路6号力帆体育城4楼乐博汇羽毛球馆 13908358096

10 重庆 重庆 重庆羽临商贸 重庆市江北区洋河北路6号力帆体育城4楼乐博汇羽毛球馆 13908358096

11 重庆 重庆 重庆北羽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街道建新西路国兴北岸江山东区11栋北羽体育会馆 15923256798

12 重庆 重庆 重庆健克体育用品 重庆市渝中区体育村35号圣火体育 13658365881

13 重庆 重庆 重庆北羽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街道建新西路国兴北岸江山东区11栋北羽体育会馆 15923256798

14 重庆 重庆 YONEX 北羽会馆专卖店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街道建新西路国兴北岸江山东区11栋北羽体育会馆 15923256798

15 重庆 重庆 重庆北羽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街道建新西路国兴北岸江山东区11栋北羽体育会馆 15923256798

16 重庆 重庆 重庆北羽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街道建新西路国兴北岸江山东区11栋北羽体育会馆 15923256798

17 重庆 重庆 重庆北羽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街道建新西路国兴北岸江山东区11栋北羽体育会馆 15923256798

18 重庆 重庆 重庆健克 重庆市渝中区体育村35号圣火体育 13658365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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