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康德杯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A比赛

（重庆渝中赛区）

成

绩

册
主办单位：国家体育总局乒羽管理中心

承办单位：重庆市体育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重庆市乒乓球协会/重庆市渝中区体育局/重庆市康德乒乓球俱乐部

时间：2013年9月25日-29日  地点：重庆市体育馆



 2013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A第二站名次表

名 次 男子团体 女子团体

第1名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河南

第2名 河南卫华集团（红） 重庆康德渝中

第3名 山东鲁能（红） 河南卫华集团

第4名 上海澹泊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第5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山东胜利东胜

第6名 天津富士达 江苏江阴正恒

第7名 宁波临海乒校 成都娇子

第8名 山东师范大学 八一

第9名 北京大兴区 山东鲁能

第10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北京控股集团

第11名 云南电网 四川川威劲力先锋汽车

第12名 山东体彩 辽宁大连新衡业.上方

第13名 黑龙江全利 湖南凤凰神凤文化景区

第14名 河南乾坤集团 福建

第15名 山东鲁能（绿） 黑龙江

第16名 浙江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第17名 辽宁铁岭银行 宁夏蓝山投资置业

第18名 埃及 浙江

第19名 广州双鱼 广西中恒集团

第20名 八一熔盛重工（红） 动感地带-深大

第21名 河南卫华集团（蓝） 国泰人寿

第22名 北京华夏银行 湖南鼎盛石油

第23名 八一熔盛重工（绿） 山东体彩

第24名 天津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2013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A第二站（重庆渝中赛区）
比  赛  名  次

2013年9月25-29日 重庆



 2013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A第二站第一次淘汰赛名次

A组 B组 A组 B组

第1名 天津富士达 宁波临海乒校 北京控股集团 山东胜利东胜

第2名 山东鲁能（红）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河南卫华集团 河南

第3名 云南电网 上海澹泊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辽宁大连新衡业.上方

第4名 山东体彩 山东师范大学 重庆康德渝中 成都娇子

第5名 河南卫华集团（红） 北京大兴区 山东鲁能
四川川威劲力先锋汽

车

第6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八一 江苏江阴正恒

第7名 浙江 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 宁夏蓝山投资置业

第8名 埃及 北京华夏银行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湖南鼎盛石油

第9名 河南乾坤集团 河南卫华集团（蓝） 福建 动感地带-深大

第10名 八一熔盛重工（红） 山东鲁能（绿）
湖南凤凰神凤文化景

区
浙江

第11名 天津 辽宁铁岭银行 山东体彩 广西中恒集团

第12名 八一熔盛重工（绿） 广州双鱼 国泰人寿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2013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A第二站（重庆渝中赛区）
第一次淘汰赛名次

男子团体 女子团体
名 次



 2013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A第二站第二次淘汰赛名次

名 次 男子团体 女子团体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江苏江阴正恒

山东鲁能（红） 山东胜利东胜

天津富士达 成都娇子

宁波临海乒校 河南卫华集团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河南

河南卫华集团（红） 山东鲁能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北京控股集团

北京大兴区 四川川威劲力先锋汽车

山东师范大学 重庆康德渝中

上海澹泊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云南电网 八一

山东体彩 辽宁大连新衡业.上方

河南乾坤集团 福建

黑龙江全利 湖南凤凰神凤文化景区

浙江 黑龙江

山东鲁能（绿）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辽宁铁岭银行 国泰人寿

河南卫华集团（蓝） 宁夏蓝山投资置业

北京华夏银行 湖南鼎盛石油

埃及 山东体彩

广州双鱼 浙江

八一熔盛重工（绿） 广西中恒集团

八一熔盛重工（红）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天津 动感地带-深大

并列第17名

并列第19名

并列第21名

并列第23名

2013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A第二站（重庆渝中赛区）
第二次淘汰赛名次

并列第13名

并列第15名

并列第9名

并列第11名

并列第1名

并列第3名

并列第5名

并列第7名



名 次 男子团体 女子团体

第1名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河南

第2名 河南卫华集团（红） 重庆康德渝中

上海澹泊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山东鲁能（红） 河南卫华集团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山东胜利东胜

山东师范大学 江苏江阴正恒

宁波临海乒校 成都娇子

天津富士达 八一

北京大兴区 山东鲁能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北京控股集团

云南电网 四川川威劲力先锋汽车

山东体彩 辽宁大连新衡业.上方

黑龙江全利 湖南凤凰神凤文化景区

河南乾坤集团 福建

山东鲁能（绿） 黑龙江

浙江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埃及 宁夏蓝山投资置业

八一熔盛重工（红） 广西中恒集团

广州双鱼 动感地带-深大

辽宁铁岭银行 浙江

八一熔盛重工（绿）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河南卫华集团（蓝） 山东体彩

北京华夏银行 国泰人寿

天津 湖南鼎盛石油

并列第21名

并列第9名

并列第13名

并列第17名

2013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A第二站（重庆渝中赛区）
第三次淘汰赛名次

并列第3名

并列第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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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10007   河南乾坤集团  --  浙江  2 :3  Matchnum:10069   河南卫华集团（红）  --  浙江  3 :1
  任浩 --   王殿阳 3:1 (8,9,-7,6)   陈剑（瑞） --   王之旭 2:3 (6,-4,-6,10,-3)
  夏易正 --   吕翔 3:0 (7,7,8)   柳洋 --   吕翔 3:2 (-8,10,8,-5,8)
  王林堃 --   翟羽佳 2:3 (8,-8,3,-12,-9)   柳洋 --   王之旭 3:2 (7,-8,9,-9,10)
耿梓浩 王之旭 金义雄 翟羽佳

  任浩 --   吕翔 2:3 (10,12,-6,-3,-8)   陈剑（瑞） --   吕翔 3:1 (7,12,-7,6)
  夏易正 --   王之旭 1:3 (-11,-5,13,-8)  Matchnum:10070   埃及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2 :3
 Matchnum:10008   河南卫华集团（红）  --  天津  3 :0   BIALY,Mohamed莫哈莫的恩 --   于迪扬 3:0 (2,8,9)
  陈剑（瑞） --   邹航程 3:0 (8,7,8)   ASSAR,Omar  奥马阿色 --   徐豪 1:3 (-2,10,-8,-5)
  王振 --   杨子恒 3:0 (5,7,12)   SHOUMAN,Mohamed莫哈莫--   于迪扬 0:3 (-7,-5,-4)
  柳洋 --   邹航程 3:0 (6,6,12) ASSAR,Khalid  海力特阿色 张成

金义雄 宋佳旺   BIALY,Mohamed莫哈莫的恩 --   徐豪 3:0 (9,7,7)
 Matchnum:10009   八一熔盛重工（红）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1 :3   LASHIN,Sayed  赛义的信 --   张成 0:3 (-6,-6,-8)
  刘亚楠 --   于迪扬 3:0 (8,8,17)  Matchnum:10071   天津  --  河南乾坤集团  1 :3
  周恺 --   徐豪 0:3 (-7,-10,-6)   杨子恒 --   任浩 2:3 (-5,8,-5,6,-9)
  周恺 --   张成 1:3 (-4,5,-9,-5)   宋佳旺 --   夏易正 0:3 (-5,-7,-7)
宋旭 于迪扬   邹航程 --   耿梓浩 3:2 (-5,-10,9,12,11)
  刘亚楠 --   徐豪 0:3 (-9,-9,-5) 宋佳旺 任浩

 Matchnum:10010   八一熔盛重工（绿）  --  埃及  0 :3   杨子恒 --   夏易正 0:3 (-5,-4,-2)
  赵钊彦 --   BIALY,Mohamed莫哈2:3 (10,-7,-7,9,-10)  Matchnum:10072   八一熔盛重工（绿）  --  八一熔盛重工（红）  0 :3
  任帆 --   ASSAR,Omar  奥马阿2:3 (-7,7,-5,9,-8)   赵钊彦 --   尹嘉旭 1:3 (9,-8,-3,-4)
  曹猛 --   SHOUMAN,Mohamed0:3 (-9,-8,-9)   任帆 --   宋旭 1:3 (-10,9,-7,-8)
廖泓然 BIALY,Mohamed莫哈莫的恩   曹猛 --   周恺 1:3 (-5,3,-1,-9)
 Matchnum:10067   山东体彩  --  天津富士达  0 :3 廖泓然 刘亚楠

  于子洋 --   郑培峰 1:3 (-9,-7,8,-8)  Matchnum:10105   天津富士达  --  山东鲁能（红）  3 :1
  郭文 --   高宁（新） 0:3 (-4,-6,-1)   高宁（新） --   刘丁硕 3:0 (7,8,7)
  范创维 --   佩尔森（瑞） 0:3 (-9,-5,-8)   郑培峰 --   孔令轩 1:3 (-8,-2,6,-8)
郭文 郑培峰   佩尔森（瑞） --   骆怡欣 3:0 (6,6,3)
 Matchnum:10068   山东鲁能（红）  --  云南电网  3 :2 郑培峰 宋香辰

  孔令轩 --   李卓阳 3:0 (7,2,7)   高宁（新） --   孔令轩 3:1 (6,-10,7,4)
  刘丁硕 --   吉田海伟（日） 1:3 (8,-11,-6,-6)  Matchnum:10106   山东体彩  --  云南电网  2 :3
  骆怡欣 --   李卓阳 0:3 (-6,-8,-11)   于子洋 --   李卓阳 3:2 (-9,7,9,-9,8)
宋香辰 介健伟   范创维 --   马建 2:3 (-10,6,-9,9,-7)
  孔令轩 --   吉田海伟（日） 3:2 (6,-9,-10,6,6)   范创维 --   李卓阳 0:3 (-4,-10,-6)
  刘丁硕 --   介健伟 3:2 (7,-7,-7,5,8) 郭文 介健伟

 Matchnum:10107   河南卫华集团（红）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3 :1   于子洋 --   马建 3:0 (4,12,4)
  王振 --   于迪扬 3:2 (12,-13,7,-10,8)   张杰特 --   介健伟 1:3 (-7,-8,9,-6)
  金义雄 --   徐豪 1:3 (-8,7,-8,-6)  Matchnum:10110   八一熔盛重工（绿）  --  天津  0 :3
  柳洋 --   于迪扬 3:0 (9,11,9)   任帆 --   邹航程 0:3 (-9,-9,-6)
金义雄 张成   赵钊彦 --   杨子恒 2:3 (-7,-5,6,9,-8)
  王振 --   徐豪 3:0 (5,4,5)   曹猛 --   邹航程 2:3 (-8,12,-7,8,-9)
 Matchnum:10108   浙江  --  埃及  3 :0 廖泓然 宋佳旺

  翟羽佳 --   SHOUMAN,Moham3:0 (9,9,8)  Matchnum:10038   山东体彩  --  河南卫华集团（红）  3 :2
  王殿阳 --   BIALY,Mohamed莫3:1 (-6,7,12,9)   于子洋 --   王振 1:3 (-11，-11,9，-9)
王殿阳/王之旭 --   SHOUMAN,Moham3:1 (3,-8,4,10)   范创维 -- 陈剑 1:3 (-5，-11,8，-6)

  范创维 --   柳洋 3:1 (-8,12,2,11)
郭文 金义雄

  于子洋 -- 陈剑 3:1(12,10，-7,8)
郭文 --   王振 3:1(8,10，-11,10)

男子团体第一次淘汰赛A组

1. 天津富士达

2. 轮空
 

3. 浙江

4. 河南乾坤集团

5. 河南卫华集团（红）

6. 天津

3:1 3:2

 
7. 轮空

8. 山东体彩
3:0 3:1

9. 山东鲁能（红）

10. 轮空
 

11.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3:0 3:0

12. 八一熔盛重工（红）

13. 埃及

14. 八一熔盛重工（绿）
 

15. 轮空

16. 云南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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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10011   河南卫华集团（蓝）  --  北京华夏银行  0 :3  Matchnum:10075   北京华夏银行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0 :3
  姚文嘉 --   石铭禹 2:3 (10,-1,-4,8,-3)   杨策 --   高华江 0:3 (-5,-9,-8)
  金基焕（韩） --   杨策 0:3 (-8,-7,-7)   石铭禹 --   王麒凯 1:3 (-10,-4,8,-6)
  李兴威 --   石铭禹 0:3 (-9,-11,-6)   孙晓萌 --   高华江 0:3 (-3,-4,-9)
金基焕（韩） 孙晓萌 石铭禹 朱毅

 Matchnum:10012   辽宁铁岭银行  --  山东师范大学  2 :3  Matchnum:10076   北京大兴区  --  黑龙江全利  3 :1
  陈丰（新） --   赵韦靖 3:1 (7,9,-8,10)   金戈锋（朝） --   张蕾 3:0 (4,5,2)
  房胤池 --   魏世皓 2:3 (11,-6,8,-9,-14)   赖佳新 --   黄镇廷（香） 2:3 (11,-7,-10,7,-7)
  房胤池 --   赵韦靖 3:1 (-5,11,8,6)   吴迪 --   姜海洋 3:2 (9,-5,-9,4,4)
邢航玮 何承轩 金南哲（朝） 孙建

  陈丰（新） --   魏世皓 1:3 (-5,-6,5,-4)   金戈锋（朝） --   黄镇廷（香） 3:0 (3,6,12)
  吴俊翰 --   何承轩 0:3 (-8,-5,-4)  Matchnum:10111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  宁波临海乒校  2 :3
 Matchnum:10013   北京大兴区  --  山东鲁能（绿）  3 :1   汪佳男 --   冯极 0:3 (-10,-9,-10)
  金戈锋（朝） --   陈柏宇 3:2 (-10,6,-5,4,8)   刘燚 --   李木桥 3:0 (4,3,7)
  金南哲（朝） --   陶文章 3:0 (12,5,10)   林帅 --   杨啸 3:2 (-11,-7,5,7,7)
  吴迪 --   韩传熙 2:3 (6,-10,9,-9,-6) 杨晓夫 陈家乐

金南哲（朝） 陈柏宇   汪佳男 --   李木桥 1:3 (-6,-10,9,-4)
  金戈锋（朝） --   陶文章 3:1 (5,2,-9,11)   林帅 --   杨啸 1:3 (-6,7,-5,-8)
 Matchnum:10014   广州双鱼  --  黑龙江全利  2 :3  Matchnum:10112   上海澹泊  --  山东师范大学  3 :0
  周启豪 --   孙建 2:3 (-6,7,10,-9,-7)   赵子豪 --   赵韦靖 3:2 (-8,7,-8,11,6)
  陆永辉 --   黄镇廷（香） 0:3 (-12,-10,-8)   陈曦 --   魏世皓 3:0 (7,9,11)
  陆永辉 --   姜海洋 3:2 (5,-9,-12,8,4)   陈曦 --   赵韦靖 3:1 (6,9,-8,10)
吴志祺（台） 张蕾 张一博（日） 何承轩

  周启豪 --   黄镇廷（香） 3:2 (-7,7,7,-7,7)  Matchnum:10113   北京大兴区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3 :2
  吴志祺（台） --   孙建 0:3 (-5,-6,-6)   金戈锋（朝） --   高华江 3:1 (7,9,-9,4)
 Matchnum:10073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  山东师范大学  3 :1   金南哲（朝） --   王麒凯 1:3 (-9,7,-9,-7)
  刘燚 --   何承轩 3:0 (4,6,14)   吴迪 --   朱毅 2:3 (-6,4,-5,7,-8)
  汪佳男 --   魏世皓 1:3 (-7,2,-6,-6) 金南哲（朝） 高华江

  徐克 --   赵韦靖 3:0 (5,7,4)   金戈锋（朝） --   王麒凯 3:1 (-5,7,7,6)
杨晓夫 何承轩   吴迪 --   朱毅 3:2 (-8,-9,8,8,9)
  刘燚 --   魏世皓 3:0 (7,11,8)  Matchnum:10114   北京华夏银行  --  黑龙江全利  2 :3
 Matchnum:10074   上海澹泊  --  宁波临海乒校  2 :3   王楚钦 --   张蕾 3:0 (11,9,7)
  赵子豪 --   冯极 2:3 (6,-7,6,-7,-6)   刘宇恒 --   黄镇廷（香） 0:3 (-6,-10,-5)
  陈曦 --   杨啸 3:1 (5,-4,4,8)   刘宇恒 --   姜海洋 0:3 (-7,-9,-8)
  陈曦 --   冯极 3:1 (-8,10,7,3) 孙晓萌 孙建

张一博（日） 李木桥   王楚钦 --   黄镇廷（香） 3:2 (-10,10,8,-9,14)
  赵子豪 --   杨啸 2:3 (-8,11,-3,10,-7)   孙晓萌 --   孙建 2:3 (7,-7,-8,10,-4)
  张一博（日） --   李木桥 2:3 (-8,4,8,-11,-9)  Matchnum:10116   辽宁铁岭银行  --  广州双鱼  3 :2
 Matchnum:10115   河南卫华集团（蓝）  --  山东鲁能（绿）  3 :0   房胤池 --   吴志祺（台） 3:2 (6,-7,11,-6,9)
  姚文嘉 --   陈柏宇 3:1 (5,9,-9,10)   陈丰（新） --   周启豪 0:3 (-3,-9,-8)
  崔德华（韩） --   刘龙涛 3:1 (11,3,-5,6)   吴俊翰 --   吴志祺（台） 1:3 (-4,7,-5,-10)
  金基焕（韩） --   陈柏宇 3:0 (5,11,11) 邢航玮 陆永辉

李兴威 韩传熙   房胤池 --   周启豪 3:2 (8,7,-8,-3,13)
 Matchnum:10041  北京华夏银行  --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2 :3   邢航玮 --   张甫州 3:1 (8,3,-8,5)
杨策 -- 杨晓夫 3:1 (-6,10,12,8)
  王楚钦 --   刘燚 0:3 (-5,-3，-10)
  刘宇恒 --   徐克 1:3 (5，-4，-5，-8)
石铭禹 杨晓夫

杨策 --   刘燚 1:3(9，-5，-5，-9)

男子团体第一次淘汰赛B组

1.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7. 轮空

2. 轮空
 

3. 河南卫华集团（蓝）

4. 北京华夏银行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3:2 3:0

9. 上海澹泊

5. 山东师范大学

6. 辽宁铁岭银行
 

3:2 3:2 3:0 3:2

10. 轮空
 

11. 山东鲁能（绿）

8.

12. 北京大兴区

13. 黑龙江全利

14. 广州双鱼
 

15. 轮空

16. 宁波临海乒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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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20013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  湖南凤凰神凤文化景区  3 :2  Matchnum:20088   黑龙江  --  八一  1 :3
  陈雯妍 --   刘娅琳 3:0 (12,5,6)   王曼昱 --   李彦瑾 3:1 (-6,9,17,12)
  邓悦 --   杨飞飞 0:3 (-6,-3,-6)   邹阳 --   徐琪 1:3 (-8,-8,2,-8)
  丁雪 --   周一涵 0:3 (-4,-6,-5)   王宇婷 --   祖帅 1:3 (-4,7,-7,-8)
耿亚宁 林叶 李嘉睿 黄凡真

  陈雯妍 --   杨飞飞 3:1 (14,-4,6,6)   王曼昱 --   徐琪 0:3 (-12,-8,-8)
  邓悦 --   周一涵 3:1 (6,-7,8,11)  Matchnum:20129   河南卫华集团  --  北京控股集团  1 :3
 Matchnum:20014   河南卫华集团  --  山东体彩  3 :1   徐肖源（韩） --   孙晨 3:0 (3,5,7)
  金正（朝） --   许诺 3:0 (5,6,7)   金正（朝） --   彭雪 0:3 (-7,-5,-11)
  车英心（朝） --   商圆圆 3:0 (7,9,12)   周昕怡 --   孙晨 0:3 (-9,-4,-8)
  周昕怡 --   杨玉琴 0:3 (-12,-6,-3) 张天琦 李佳原

张天琦 许诺   徐肖源（韩） --   彭雪 1:3 (-12,-11,4,-10)
  金正（朝） --   商圆圆 3:0 (9,4,8)  Matchnum:20130   重庆康德渝中  --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0 :3
 Matchnum:20015   国泰人寿  --  黑龙江  2 :3   石贺净（韩） --   林红 2:3 (-10,-9,9,9,-7)
  林佳慧 --   邹阳 3:1 (9,-9,6,9)   马越斐 --   肖萌 2:3 (7,-9,8,-7,-10)
  刘馨尹 --   王曼昱 0:3 (-6,-7,-8)   易芳贤 --   林红 1:3 (-8,-9,7,-9)
  刘馨尹 --   王宇婷 3:0 (5,9,10) 姚俊羽 侯林

张雅全 李嘉睿  Matchnum:20131   山东鲁能  --  八一  3 :1
  林佳慧 --   王曼昱 0:3 (-3,-5,-8)   刘铭 --   祖帅 3:1 (1,-5,7,2)
  张雅全 --   邹阳 0:3 (-2,-4,-6)   范思琦 --   黄凡真 3:0 (8,9,7)
 Matchnum:20016   八一  --  福建  3 :0   高天 --   李彦瑾 0:3 (-5,-1,-7)
  徐琪 --   安子昱 3:0 (9,6,8) 高冉 徐琪

  祖帅 --   林臻怡 3:0 (10,5,8)   刘铭 --   黄凡真 3:2 (-8,-7,7,5,8)
  李彦瑾 --   陈颖 3:0 (11,5,5)  Matchnum:20132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  黑龙江  1 :3
祖帅 沈佳颖   耿亚宁 --   李嘉睿 3:0 (6,4,8)
 Matchnum:20085   重庆康德渝中  --  河南卫华集团  2 :3   陈雯妍 --   邹阳 2:3 (-7,7,9,-6,-5)
  马越斐 --   徐肖源（韩） 3:1 (6,4,-6,8)   邓悦 --   王曼昱 1:3 (-8,6,-5,-8)
  石贺净（韩） --   金正（朝） 1:3 (-9,7,-7,-5) 丁雪 王宇婷

  易芳贤 --   周昕怡 3:2 (5,8,-9,-7,7)   耿亚宁 --   邹阳 2:3 (-7,6,8,-1,-9)
姚俊羽 张天琦  Matchnum:20133   福建  --  湖南凤凰神凤文化景区  3 :1
  马越斐 --   金正（朝） 1:3 (-4,3,-8,-9)   林臻怡 --   刘娅琳 3:2 (9,-6,-14,7,5)
  姚俊羽 --   徐肖源（韩） 1:3 (-9,-7,5,-7)   安子昱 --   杨飞飞 0:3 (-6,-9,-5)
 Matchnum:20086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  北京控股集团  1 :3   陈颖 --   周一涵 3:0 (17,9,9)
  肖萌 --   李佳原 3:1 (6,5,-10,7) 沈佳颖 林叶

  牛洋 --   彭雪 2:3 (11,-3,10,-10,-8)   林臻怡 --   杨飞飞 3:2 (7,-10,5,-9,9)
  林红 --   孙晨 0:3 (-6,-8,-9)  Matchnum:20134   山东体彩  --  国泰人寿  3 :0
侯林 李佳原   商圆圆 --   刘馨尹 3:0 (9,8,7)
  肖萌 --   彭雪 0:3 (-9,-10,-3)   许诺 --   张雅全 3:0 (10,7,4)
 Matchnum:20087   山东鲁能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3 :1   许诺 --   林佳慧 3:0 (5,5,9)
  范思琦 --   丁雪 3:1 (-9,7,5,9) 杨玉琴 刘馨尹

  刘铭 --   陈雯妍 2:3 (-9,-8,12,1,-9)  Matchnum:20049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  重庆康德渝中  2 :3
  崔雪聪 --   邓悦 3:2 (7,-10,-9,9,10)   陈雯妍 --   马越斐 1:3 (-4，-11,12，-7)
高天 耿亚宁   邓悦 --   石贺净（韩） 3:0 (5,8,4)
  范思琦 --   陈雯妍 3:0 (7,6,8) 丁雪 --   易芳贤 0:3 (-9，-8.-11)

  耿亚宁 姚俊羽

  陈雯妍 --   石贺净（韩） 3:2 (-9，-7,3,4,6)
  邓悦 -- 姚俊羽 0:3 (-7，-9，-3)

女子团体第一次淘汰赛A组

1. 重庆康德渝中

2. 轮空
 

3.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4. 湖南凤凰神凤文化景区

5. 河南卫华集团

6. 山东体彩
 

7. 轮空

3:1 3:0 3:1
8. 山东鲁能

3:0 3:1
9. 北京控股集团

10. 轮空
 

11. 国泰人寿

12. 黑龙江

13. 福建

14. 八一
 

15. 轮空

16.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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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20017   成都娇子  --  浙江  3 :0  Matchnum:20094   江苏江阴正恒  --  宁夏蓝山投资置业  3 :0
  李皓晴（香） --   王澜睿 3:1 (15,6,-8,12)   陈可 --   毛欣欢 3:1 (-9,8,5,7)
  吴颖岚（香） --   史尖 3:0 (7,10,7)   刘婓 --   薛丝雨 3:1 (4,-9,5,9)
  杨晶旭 --   孙雯蕾 3:0 (5,9,1)   谢心悦 --   毛欣欢 3:1 (5,-9,5,9)
章媛 董婕 顾翎铃 王苹珠

 Matchnum:20018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  山东胜利东胜  0 :3  Matchnum:20135   山东胜利东胜  --  河南  3 :2
  魏闻声 --   李安琪 1:3 (8,-3,-8,-7)   陈思羽（台） --   袁雪娇 3:1 (3,12,-10,6)
  王姝 --   杨艳梅 0:3 (-9,-5,-3)   杨艳梅 --   赵雪 0:3 (-11,-9,-9)
  王姝 --   陈思羽（台） 2:3 (12,-3,-2,10,-6)   胡乃煜 --   侯晓旭 0:3 (-2,-6,-5)
姜宇杉 杜凯琹（香） 李安琪 江艳

 Matchnum:20019   广西中恒集团  --  江苏江阴正恒  1 :3   陈思羽（台） --   赵雪 3:1 (-7,4,9,6)
  殷洁 --   刘婓 0:3 (-5,-4,-9)   李安琪 --   侯晓旭 3:2 (-9,9,5,-7,5)
  侯胜 --   陈可 0:3 (-10,-9,-8)  Matchnum:20136   成都娇子  --  辽宁大连新衡业.上方  2 :3
  侯胜 --   谢心悦 3:0 (6,5,5)   李皓晴（香） --   黄丁若 3:1 (-12,8,5,6)
黄文倩 顾翎铃   俞杨 --   兰曦 0:3 (-6,-7,-7)
  殷洁 --   陈可 2:3 (5,-5,17,-8,-5)   吴颖岚（香） --   郭琳 2:3 (-8,5,-3,6,-8)
 Matchnum:20020   河南  --  动感地带-深大  3 :0 杨晶旭 黄丁若

  袁雪娇 --   吴月娇 3:0 (7,6,8)   李皓晴（香） --   兰曦 3:2 (10,-9,4,-2,5)
  赵雪 --   周芳芳 3:0 (4,8,11)   吴颖岚（香） --   郭琳 2:3 (-4,3,8,-8,-8)
  江艳 -- 周晓 3:1 (6,8,-6,7)  Matchnum:20137   江苏江阴正恒  --  四川川威劲力先锋汽车  2 :3
侯晓旭 姜美顺（韩）   陈可 --   平野早矢香（日） 1:3 (-8,8,-5,-5)
 Matchnum:20091   山东胜利东胜  --  成都娇子  3 :0   谢心悦 --   聂维 1:3 (-4,9,-8,-6)
  杨艳梅 --   俞杨 3:2 (-7,9,-9,4,13)   刘亭杉 --   刘天禄 3:2 (-11,8,-4,10,9)
  陈思羽（台） --   李皓晴（香） 3:0 (4,8,4) 顾翎铃 陶冶

  陈思羽（台） --   杨晶旭 3:2 (-8,6,-5,8,9)   陈可 --   聂维 3:2 (-6,4,10,-8,10)
杜凯琹（香） 章媛   刘亭杉 --   平野早矢香（日） 1:3 (7,-5,-7,-4)
 Matchnum:20092   河南  --  辽宁大连新衡业.上方  3 :2  Matchnum:20138   宁夏蓝山投资置业  --  湖南鼎盛石油  3 :1
  赵雪 --   郭琳 3:0 (5,7,10)   薛丝雨 --   扑朵儿（朝） 3:0 (3,7,13)
  江艳 --   兰曦 2:3 (9,-8,6,-9,-10)   毛欣欢 --   韩彗雪（朝） 3:1 (11,9,-9,7)
  袁雪娇 --   刘祖辰 2:3 (9,-16,-7,7,-7)   毛欣欢 --   赵阁 1:3 (7,-3,-7,-8)
江艳 黄丁若 王苹珠 田璐璐

  赵雪 --   兰曦 3:2 (5,-5,-8,7,7)   薛丝雨 --   韩彗雪（朝） 3:2 (6,-9,7,-9,9)
  袁雪娇 --   郭琳 3:0 (3,8,9)  Matchnum:20139   浙江  --  动感地带-深大  0 :3
 Matchnum:20093   四川川威劲力先锋汽车  --  湖南鼎盛石油  3 :2   王澜睿 --   周晓 2:3 (-5,11,5,-9,-10)
  聂维 --   朱敏佳 3:0 (10,7,8)   史尖 --   周芳芳 0:3 (-4,-9,-8)
  平野早矢香（日） --   韩彗雪（朝） 3:0 (6,9,7)   孙雯蕾 --   姜美顺（韩） 2:3 (5,-6,4,-5,-5)
  刘天禄 --   赵阁 0:3 (-4,-5,-5) 董婕 左璐

陶冶 田璐璐  Matchnum:20140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  广西中恒集团  1 :3
  聂维 --   韩彗雪（朝） 2:3 (3,-8,-5,10,-9)   王姝 --   侯胜 0:3 (-6,-4,-2)
  平野早矢香（日） --   朱敏佳 3:0 (6,9,5)   姜宇杉 --   殷洁 3:2 (-8,-2,9,9,7)
 Matchnum:20054   山东胜利东胜  --  四川先锋汽车  3 :2   姜宇杉 --   侯胜 0:3 (-7,-2,-9)
  杨艳梅 --   平野早矢香（日） 3:0 (13,7,7) 魏闻声 黄文倩

李安琪 --   聂维 3:0 (-10，-5，-3)   王姝 --   殷洁 2:3 (9,6,-7,-9,-4)
  陈思羽（台） --   刘天禄 3:1 (8，-9,5,9)  Matchnum:20137   江苏江阴正恒  --  辽宁大连新衡业.上方  2 :3
杜凯琹（香） 陶冶 刘斐 -- 黄丁若 0:3 (-6，-7，-4)
  杨艳梅   聂维 2:3 (3，-10，-10,8，-8) 谢心悦 --   兰曦 0:3 (-1,-5，-2)
  陈思羽（台）   平野早矢香（日） 3:0 (5,9,7) 陈可 --   郭琳 3:1 (-7,9,9,9)

谢心悦 黄丁若

刘斐 --   兰曦 3:0 (6,8,4)
陈可 --   郭琳 1:3(5，-7，-7，-8)

女子团体第一次淘汰赛B组

1. 湖南鼎盛石油

2. 轮空
 

3. 成都娇子

4. 浙江

5. 山东胜利东胜

6.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7. 轮空

3:2 3:2 3:2
8. 四川川威劲力先锋汽车

3:1 3:0
9. 辽宁大连新衡业.上方

3:1

10. 轮空
 

11. 江苏江阴正恒

 
15. 轮空

12. 广西中恒集团

13. 河南

16. 宁夏蓝山投资置业

14. 动感地带-深大



 2013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A第二站比赛成绩  第5页

  1

 3  1  3:0

 
4 3  3:0

 4  3:1  8  3:0  6  3:2
5 3 1

5  6  3:1

 
 8 6  3:2

 
 8

  9

 11  9  3:1

 
12 11  3:1

12 11 16
 13  3:0  14  3:2  9  3:1

13  14  3:1

 
 14 16  3:2

 
 16

 Matchnum:10015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  山东师范大学  3 :0  Matchnum:10048   河南卫华集团（红）  --  宁波临海乒校  2 :3
  徐豪 --   何承轩 3:2 (-10,6,-9,4,4)   王振 --   李木桥 3:0 (6,5,9)
  张成 --   魏世皓 3:2 (9,8,-10,-6,10)   陈剑（瑞） --   杨啸 1:3 (-2,-7,8,-9)
  于迪扬 --   何承轩 3:0 (4,11,5)   柳洋 --   李木桥 3:0 (7,7,7)
张成 赵韦靖 金义雄 冯极

 Matchnum:10016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  云南电网  3 :1   王振 --   杨啸 0:3 (-6,-6,-11)
  朱毅 --   介健伟 3:2 (-9,6,3,-13,3)   陈剑（瑞） --   冯极 1:3 (6,-8,-7,-6)
  高华江 --   吉田海伟（日） 1:3 (-10,-13,8,-5)  Matchnum:10079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  天津富士达  3 :2
  高华江 --   介健伟 3:2 (9,-8,-5,7,5)   朱毅 --   郑培峰 2:3 (-2,9,-7,5,-6)
王麒凯 李卓阳   高华江 --   高宁（新） 2:3 (9,-11,-7,9,-7)
  朱毅 --   吉田海伟（日） 3:2 (-3,10,6,-7,7)   高华江 --   佩尔森（瑞） 3:1 (8,9,-5,4)
 Matchnum:10017   山东体彩  --  北京大兴区  1 :3 王麒凯 郑培峰

  于子洋 --   金南哲（朝） 2:3 (6,-8,7,-6,-4)   朱毅 --   高宁（新） 3:2 (-7,9,-3,8,9)
  郭文 --   金戈锋（朝） 0:3 (-7,-8,-7)   王麒凯 --   佩尔森（瑞） 3:2 (-4,7,9,-5,11)
  范创维 --   吴迪 3:1 (-9,11,6,14)  Matchnum:10080   山东鲁能（红）  --  宁波临海乒校  3 :1
郭文 金南哲（朝）   孔令轩 --   杨啸 3:1 (-9,5,9,8)
  于子洋 --   金戈锋（朝） 0:3 (-2,-10,-3)   刘丁硕 --   李木桥 3:0 (11,7,15)
 Matchnum:10018   上海澹泊  --  河南卫华集团（红）  1 :3   宋香辰 -- 冯极 1:3 (-9,3,-6,-6)
  赵子豪 --   柳洋 1:3 (7,-9,-9,-12) 骆怡欣 陈家乐

  陈曦 --   陈剑（瑞） 0:3 (-9,-8,-8)   孔令轩 --   李木桥 3:0 (7,7,12)
  陈曦 --   柳洋 3:0 (7,8,9)  Matchnum:10081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0 :3
张一博（日） 金义雄   徐豪 --   杨晓夫 1:3 (-4,10,-6,-10)
  赵子豪 --   陈剑（瑞） 2:3 (-9,8,8,-10,-8)   张成 --   刘燚 0:3 (-5,-4,-9)
 Matchnum:10045   天津富士达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3 :0   张成 --   杨晓夫 2:3 (-5,-12,14,15,-5)
  高宁（新） --   张成 3:1 (-10,7,3,7) 于迪扬 汪佳男

  郑培峰 --   徐豪 3:0 (8,6,6)  Matchnum:10082   北京大兴区  --  河南卫华集团（红）  2 :3
  陈鑫 --   于迪扬 3:1 (6,-5,10,9)   吴迪 --   柳洋 3:1 (3,9,-11,9)
郭凯 张成   金戈锋（朝） --   王振 3:2 (-4,8,8,-8,7)
 Matchnum:10046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3 :2   赖佳新 --   柳洋 1:3 (-8,-13,7,-4)
  朱毅 --   汪佳男 3:1 (-8,6,7,8) 金南哲（朝） 金义雄

  高华江 --   刘燚 1:3 (-9,-8,8,-8)   吴迪 --   王振 1:3 (-6,7,-8,-11)
  王麒凯 --   杨晓夫 3:2 (7,10,-2,-9,9)   赖佳新 --   陈剑（瑞） 1:3 (8,-9,-9,-11)
高华江 徐克  Matchnum:10083   山东师范大学  --  云南电网  3 :1
  朱毅 --   刘燚 2:3 (-5,9,-2,-5,-4)   魏世皓 --   和祥 3:2 (-11,6,7,-15,9)
  王麒凯 --   徐克 3:0 (7,10,5)   何承轩 --   介健伟 3:2 (-6,9,7,-4,9)
 Matchnum:10047   山东鲁能（红）  --  北京大兴区  3 :1   赵韦靖 --   和祥 2:3 (5,7,-5,-3,-6)
  孔令轩 --   金南哲（朝） 3:2 (-6,4,-9,6,7) 何承轩 李卓阳

  刘丁硕 --   金戈锋（朝） 3:1 (6,6,-8,7)   魏世皓 --   介健伟 3:0 (9,5,6)
  宋香辰 --   吴迪 0:3 (-8,-10,-12)  Matchnum:10084   山东体彩  --  上海澹泊  0 :3
骆怡欣 金南哲（朝）   张杰特 --   陈曦 0:3 (-9,-8,-9)
  孔令轩 --   金戈锋（朝） 3:1 (7,-12,3,7)   范创维 --   赵子豪 0:3 (-4,-11,-10)

  范创维 --   陈曦 0:3 (-5,-7,-1)
郭文 张一博（日）

男子团体第二次淘汰赛1-12名组

16. 宁波临海乒校

13. 上海澹泊

14. 河南卫华集团（红）

 
15. 轮空

10. 轮空

 
11. 北京大兴区

12. 山东体彩

9. 山东鲁能（红）

 
7. 轮空

8.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4. 山东师范大学

5. 云南电网

6.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1. 天津富士达

2. 轮空

 
3.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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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10019   辽宁铁岭银行  --  八一熔盛重工（红）  3 :2  Matchnum:10052   黑龙江全利  --  河南卫华集团（蓝）  3 :2
  房胤池 --   周恺 3:2 (-5,3,-4,6,9)   黄镇廷（香） --   崔德华（韩）1:3 (-8,9,-3,-6)
  陈丰（新） --   刘亚楠 2:3 (-9,10,-12,8,-8)   姜海洋 --   姚文嘉 0:3 (-11,-10,-8)
  邢航玮 --   周恺 1:3 (-8,-5,6,-7)   姜海洋 --   金基焕（韩）3:0 (6,4,7)
吴俊翰 尹嘉旭 孙建 李兴威

  房胤池 --   刘亚楠 3:2 (8,-5,9,-9,5)   黄镇廷（香） --   姚文嘉 3:1 (-5,7,5,5)
  陈丰（新） --   宋旭 3:2 (8,4,-5,-7,8)   孙建 --   崔德华（韩）3:2 (-9,5,-5,10,7)
 Matchnum:10020   河南乾坤集团  --  广州双鱼  3 :2  Matchnum:10085   河南乾坤集团  --  浙江  3 :1
  夏易正 --   陆永辉 3:0 (5,8,6)   夏易正 --   翟羽佳 3:2 (-10,3,11,-9,7)
  王林堃 --   周启豪 3:2 (9,7,-11,-5,6)   任浩 --   王之旭 3:0 (7,8,7)
  耿梓浩 --   陆永辉 0:3 (-6,-16,-13)   耿梓浩 --   翟羽佳 1:3 (8,-6,-6,-9)
王林堃 吴志祺（台） 王林堃 吕翔

  夏易正 --   周启豪 1:3 (-9,-7,10,-4)   夏易正 --   王之旭 3:0 (1,5,6)
  任浩 --   吴志祺（台） 3:2 (10,-7,8,-6,12)  Matchnum:10086   黑龙江全利  --  山东鲁能（绿）  3 :0
 Matchnum:10021   八一熔盛重工（绿）  --  山东鲁能（绿）  2 :3   黄镇廷（香） --   刘龙涛 3:2 (9,-7,-2,7,10)
  赵钊彦 --   陈柏宇 3:1 (3,6,-8,7)   张蕾 --   韩传熙 3:0 (9,7,6)
  任帆 --   刘龙涛 2:3 (6,-9,5,-9,-9)   姜海洋 --   陈柏宇 3:0 (8,8,7)
  廖泓然 --   韩传熙 3:0 (6,8,9) 孙建 刘龙涛

曹猛 陶文章  Matchnum:10087   辽宁铁岭银行  --  北京华夏银行  3 :2
  赵钊彦 --   刘龙涛 1:3 (-16,-8,10,-6)   房胤池 --   刘宇恒 2:3 (6,10,-8,-1,-1)
  廖泓然 --   韩传熙 1:3 (6,-7,-9,-6)   吴俊翰 --   石铭禹 0:3 (-4,-6,-6)
 Matchnum:10022   河南卫华集团（蓝）  --  天津  3 :2   陈丰（新） --   王楚钦 3:1 (7,-7,10,8)
  姚文嘉 --   邹航程 3:1 (2,-7,10,9) 邢航玮 杨策

  崔德华（韩） --   杨子恒 0:3 (-2,-9,-6)   房胤池 --   石铭禹 3:1 (-4,8,6,1)
  李兴威 --   宋佳旺 2:3 (9,-7,-6,8,-5)   陈丰（新） --   王楚钦 3:1 (8,-8,10,4)
金基焕（韩） 邹航程  Matchnum:10088   埃及  --  河南卫华集团（蓝）  0 :3
  姚文嘉 --   杨子恒 3:2 (-5,7,-9,6,7)   LASHIN,Sayed  赛--   崔德华（韩）2:3 (3,10,-6,-5,-9)
  崔德华（韩） --   宋佳旺 3:0 (5,8,11)   ASSAR,Omar  奥马--   姚文嘉 2:3 (8,-7,6,-6,-9)
 Matchnum:10049   辽宁铁岭银行  --  浙江  1 :3   SHOUMAN,Moham--   李兴威 2:3 (10,15,-8,-8,-5)
  房胤池 --   王之旭 3:0 (7,9,4) ASSAR,Khalid  海力特阿金基焕（韩）

  陈丰（新） --   吕翔 0:3 (-9,-11,-3)  Matchnum:10089   八一熔盛重工（红）  --  广州双鱼  2 :3
  吴俊翰 --   翟羽佳 0:3 (-5,-7,-7)   刘亚楠 --   陆永辉 2:3 (9,-9,-8,9,-9)
邢航玮 王之旭   周恺 --   周启豪 1:3 (7,-9,-7,-10)
  房胤池 --   吕翔 1:3 (-11,5,-13,-5)   周恺 --   陆永辉 3:2 (-6,8,-5,10,3)
 Matchnum:10050   北京华夏银行  --  河南乾坤集团  1 :3 尹嘉旭 吴志祺（台）

  杨策 --   任浩 1:3 (8,-7,-8,-8)   刘亚楠 --   周启豪 3:2 (-10,10,8,-7,8)
  石铭禹 --   夏易正 3:1 (-6,11,5,8)   宋旭 --   吴志祺（台）0:3 (-6,-6,-4)
  石铭禹 --   王林堃 1:3 (-7,-3,10,-9)  Matchnum:10090   八一熔盛重工（绿）  --  天津  3 :2
王楚钦 耿梓浩   赵钊彦 --   邹航程 3:0 (6,5,7)
  杨策 --   夏易正 0:3 (-8,-7,-3)   任帆 --   杨子恒 1:3 (8,-11,-4,-4)
 Matchnum:10051   埃及  --  山东鲁能（绿）  0 :3   廖泓然 --   邹航程 1:3 (-8,4,-6,-11)
  BIALY,Mohamed莫 --   陈柏宇 0:3 (-13,-1,-8) 曹猛 宋佳旺

  ASSAR,Khalid  海力--   刘龙涛 1:3 (-9,-10,7,-6)   赵钊彦 --   杨子恒 3:0 (9,7,5)
  SHOUMAN,Moham--   陈柏宇 0:3 (-4,-8,-12)   廖泓然 --   宋佳旺 3:2 (-3,-8,10,3,6)
ASSAR,Khalid  海力特阿色韩传熙

男子团体第二次淘汰赛13-24名组

16. 黑龙江全利

13. 河南卫华集团（蓝）

14. 天津

 
15. 轮空

10. 轮空

 
11. 八一熔盛重工（绿）

12. 山东鲁能（绿）

9. 埃及

6. 广州双鱼

 
7. 轮空

8. 北京华夏银行

 
3. 辽宁铁岭银行

4. 八一熔盛重工（红）

5. 河南乾坤集团

1. 浙江

2. 轮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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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20021   重庆康德渝中  --  江苏江阴正恒  2 :3  Matchnum:20060   山东鲁能  --  山东胜利东胜  0 :3
  姚俊羽 --   刘婓 1:3 (-9,9,-6,-7)   范思琦 --   陈思羽（台） 2:3 (3,9,-5,-2,-7)
  易芳贤 --   陈可 3:2 (-6,8,-10,5,8)   刘铭 --   杨艳梅 0:3 (-5,-10,-9)
  易芳贤 --   谢心悦 2:3 (4,-8,-8,4,-5)   高天 --   李安琪 2:3 (-8,-5,5,4,-10)
马越斐 顾翎铃 崔雪聪 杜凯琹（香）

  姚俊羽 --   陈可 3:1 (9,3,-8,4)  Matchnum:20097   成都娇子  --  江苏江阴正恒  1 :3
  石贺净（韩） --   刘婓 0:3 (-15,-8,-8)   俞杨 --   刘婓 0:3 (-5,-5,-9)
 Matchnum:20022   成都娇子  --  八一  3 :0   吴颖岚（香） --   陈可 2:3 (8,-7,10,-9,-8)
  李皓晴（香） --   黄凡真 3:0 (9,1,3)   章媛 --   谢心悦 3:2 (-7,8,-10,7,4)
  吴颖岚（香） --   徐琪 3:0 (7,9,12) 杨晶旭 顾翎铃

  杨晶旭 --   李彦瑾 3:2 (7,-11,7,-9,8)   俞杨 --   陈可 0:3 (-6,-6,-6)
章媛 祖帅  Matchnum:20098   河南卫华集团  --  山东胜利东胜  2 :3
 Matchnum:20023   四川川威劲力先锋汽车  --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3 :2   金正（朝） --   杨艳梅 3:1 (-6,8,6,7)
  聂维 --   牛洋 3:0 (7,4,9)   徐肖源（韩） --   陈思羽（台） 3:1 (-7,8,8,9)
  平野早矢香（日） --   肖萌 1:3 (-8,-4,5,-8)   周昕怡 --   李安琪 0:3 (-7,-3,-7)
  陶冶 --   林红 3:2 (5,-5,8,-6,8) 张天琦 杜凯琹（香）

刘天禄 侯林   金正（朝） --   陈思羽（台） 0:3 (-5,-10,-9)
  聂维 --   肖萌 1:3 (-5,-8,5,-8)   徐肖源（韩） --   杨艳梅 2:3 (15,-5,6,-7,-6)
  平野早矢香（日） --   林红 3:2 (5,-7,11,-10,11)  Matchnum:20099   北京控股集团  --  河南  0 :3
 Matchnum:20024   辽宁大连新衡业.上方  --  山东鲁能  2 :3   李佳原 --   袁雪娇 1:3 (-4,-6,7,-3)
  兰曦 --   刘铭 3:1 (-7,8,10,7)   孙晨 --   侯晓旭 2:3 (8,-6,-9,8,-3)
  郭琳 --   范思琦 2:3 (-3,-6,10,7,-7)   孙晨 --   袁雪娇 0:3 (-6,-10,-9)
  黄丁若 --   高天 2:3 (9,9,-4,-6,-5) 彭雪 江艳

刘祖辰 朱璐瑶  Matchnum:20100   四川川威劲力先锋汽车  --  山东鲁能  0 :3
  兰曦 --   范思琦 3:2 (7,-5,9,-6,8)   陶冶 --   刘铭 0:3 (-3,-4,-10)
  郭琳 --   刘铭 1:3 (-6,-7,9,-3)   刘天禄 --   范思琦 1:3 (-7,-7,9,-9)
 Matchnum:20057   江苏江阴正恒  --  北京控股集团  3 :2   聂维 --   崔雪聪 2:3 (4,-10,-6,9,-9)
  陈可 --   李佳原 3:0 (5,6,4) 平野早矢香（日） 高天

  刘婓 --   彭雪 1:3 (-5,8,-10,-9)  Matchnum:20101   八一  --  重庆康德渝中  1 :3
  谢心悦 --   李佳原 1:3 (9,-8,-4,-7)   黄凡真 --   姚俊羽 2:3 (7,-6,-5,8,-8)
顾翎铃 孙晨   李彦瑾 --   马越斐 3:1 (10,9,-10,9)
  陈可 --   彭雪 3:1 (-8,8,8,8)   李彦瑾 --   易芳贤 1:3 (-7,-11,7,-11)
  刘婓 --   孙晨 3:0 (5,2,11) 徐琪 姚俊羽

 Matchnum:20058   成都娇子  --  河南  3 :2   黄凡真 --   马越斐 2:3 (6,-6,-11,4,-4)
  李皓晴（香） --   赵雪 2:3 (1,-4,-9,6,-9)  Matchnum:20102   辽宁大连新衡业.上方  --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1 :3
  吴颖岚（香） --   袁雪娇 3:1 (6,3,-9,7)   兰曦 --   侯林 2:3 (-10,3,8,-9,-9)
  章媛 --   江艳 3:0 (9,8,3)   黄丁若 --   肖萌 2:3 (8,12,-3,-7,-8)
杨晶旭 侯晓旭   郭琳 --   林红 3:1 (10,10,-10,8)
  李皓晴（香） --   袁雪娇 1:3 (-4,10,-7,-10) 黄丁若 侯林

  吴颖岚（香） --   赵雪 3:2 (-9,-9,8,4,3)   兰曦 --   肖萌 1:3 (-6,-9,9,-6)
 Matchnum:20059   河南卫华集团  --  四川川威劲力先锋汽车  3 :1
  徐肖源（韩） --   平野早矢香（日） 3:1 (-4,6,9,11)
  金正（朝） --   聂维 3:1 (4,8,-5,8)
  周昕怡 --   陶冶 1:3 (-4,8,-4,-6)
张天琦 刘天禄

  徐肖源（韩） --   聂维 3:0 (6,7,7)

女子团体第二次淘汰赛1-12名组

16. 山东胜利东胜

13. 辽宁大连新衡业.上方

14. 山东鲁能

 
15. 轮空

10. 轮空

 
11. 四川川威劲力先锋汽车

12.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9. 河南卫华集团

6. 八一

 
7. 轮空

8. 河南

 
3. 江苏江阴正恒

4. 重庆康德渝中

5. 成都娇子

1. 北京控股集团

2. 轮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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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20025   浙江  --  国泰人寿  2 :3
  史尖 --   刘馨尹 3:1 (3,5,-7,5)  Matchnum:20063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  山东体彩  3 :2
  王澜睿 --   林佳慧 1:3 (-3,-11,9,-7)   邓悦 --   许诺 3:1 (8,-3,9,8)
  孙雯蕾 --   刘馨尹 2:3 (12,15,-7,-8,-9)   耿亚宁 --   商圆圆 0:3 (-10,-7,-10)
董婕 张雅全   丁雪 --   许诺 0:3 (-7,-2,-3)
  史尖 --   林佳慧 3:2 (9,-9,4,-5,5) 陈雯妍 杨玉琴

  王澜睿 --   张雅全 2:3 (10,14,-3,-9,-9)   邓悦 --   商圆圆 3:0 (9,10,9)
 Matchnum:20026   福建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3 :1   陈雯妍 --   杨玉琴 3:1 (-5,7,10,3)
  林臻怡 --   王姝 3:0 (3,7,5)  Matchnum:20103   福建  --  黑龙江  3 :2
  陈颖 --   魏闻声 0:3 (-11,-4,-7)   安子昱 --   李嘉睿 3:0 (4,3,8)
  陈颖 --   王姝 3:0 (5,9,5)   陈颖 --   王曼昱 0:3 (-6,-4,-2)
沈佳颖 姜宇杉   陈颖 --   邹阳 3:1 (-6,8,7,3)
  林臻怡 --   魏闻声 3:0 (8,5,3) 沈佳颖 王宇婷

 Matchnum:20027   山东体彩  --  动感地带-深大  3 :2   安子昱 --   王曼昱 0:3 (-6,-4,-7)
  商圆圆 --   姜美顺（韩） 2:3 (8,7,-13,-9,-8)   沈佳颖 --   邹阳 3:2 (8,7,-3,-4,8)
  许诺 --   周芳芳 3:2 (-5,-8,10,3,11)  Matchnum:20104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  湖南凤凰神凤文化景区  0 :3
  许诺 --   姜美顺（韩） 3:2 (6,10,-9,-7,8)   邓悦 --   林叶 2:3 (-8,6,-2,14,-8)
杨玉琴 左璐   陈雯妍 --   刘娅琳 2:3 (8,-9,9,-6,-4)
  商圆圆 --   周芳芳 2:3 (10,-8,-10,12,-11)   丁雪 --   周一涵 1:3 (8,-5,-6,-8)
  杨玉琴 -- 左璐 3:2 (-7,-13,6,10,7) 耿亚宁 林叶

 Matchnum:20028   湖南凤凰神凤文化景区  --  广西中恒集团  3 :1  Matchnum:20105   国泰人寿  --  湖南鼎盛石油  3 :2
  杨飞飞 --   黄文倩 3:1 (-8,10,4,7)   林佳慧 --   田璐璐 3:0 (9,5,8)
  周一涵 --   殷洁 1:3 (-8,-10,11,-1)   张雅全 --   韩彗雪（朝） 0:3 (-8,-3,-6)
  周一涵 --   黄文倩 3:1 (-10,3,8,11)   刘馨尹 --   赵阁 0:3 (-9,-6,-5)
刘娅琳 侯胜 张雅全 田璐璐

  杨飞飞 --   殷洁 3:0 (9,7,9)   林佳慧 --   韩彗雪（朝） 3:0 (5,9,7)
 Matchnum:20061   国泰人寿  --  黑龙江  1 :3   刘馨尹 --   赵阁 3:1 (11,-12,6,13)
  林佳慧 --   邹阳 2:3 (7,-14,8,-8,-5)  Matchnum:20106   山东体彩  --  宁夏蓝山投资置业  0 :3
  张雅全 --   王曼昱 1:3 (-15,9,-7,-8)   许诺 --   薛丝雨 0:3 (-12,-9,-5)
  刘馨尹 --   王宇婷 3:1 (12,-9,8,10)   商圆圆 --   毛欣欢 0:3 (-7,-6,-9)
张雅全 李嘉睿   商圆圆 --   薛丝雨 2:3 (-4,7,-7,7,-9)
  林佳慧 --   王曼昱 2:3 (-8,-7,8,9,-3) 杨玉琴 王苹珠

 Matchnum:20062   福建  --  湖南鼎盛石油  3 :2  Matchnum:20107   浙江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3 :0
  林臻怡 --   朱敏佳 3:1 (8,7,-7,6)   史尖 --   王姝 3:1 (9,6,-11,9)
  安子昱 --   韩彗雪（朝） 0:3 (-5,-6,-6)   王澜睿 --   姜宇杉 3:2 (4,-9,-4,10,5)
  陈颖 --   赵阁 3:1 (-3,8,6,10)   孙雯蕾 --   王姝 3:2 (-5,8,-9,5,10)
沈佳颖 田璐璐 董婕 魏闻声

  林臻怡 --   韩彗雪（朝） 1:3 (-6,-6,5,-8)  Matchnum:20108   广西中恒集团  --  动感地带-深大  3 :2
  沈佳颖 --   赵阁 2:1 (9,-9,7)   侯胜 --   周晓 3:2 (-3,-3,9,4,8)
 Matchnum:20064   宁夏蓝山投资置业  --  湖南凤凰神凤文化景区  0 :3   殷洁 --   周芳芳 2:3 (6,9,-5,-7,-8)
  薛丝雨 --   刘娅琳 2:3 (6,6,-6,-9,-8)   黄文倩 --   姜美顺（韩） 3:1 (14,-1,1,11)
  王苹珠 --   杨飞飞 0:3 (-2,-6,-2) 殷洁 左璐

  毛欣欢 --   周一涵 2:3 (-6,11,8,-9,-3)   侯胜 --   周芳芳 1:3 (-7,7,-8,-4)
王苹珠 刘娅琳   黄文倩 --   吴月娇 3:2 (6,-3,-9,9,8)

16. 宁夏蓝山投资置业

女子团体第二次淘汰赛13-24名组

13. 湖南凤凰神凤文化景区

14. 广西中恒集团

 
15. 轮空

10. 轮空

 
11. 山东体彩

12. 动感地带-深大

9.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6.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7. 轮空

8. 湖南鼎盛石油

 
3. 国泰人寿

4. 浙江

5. 福建

1. 黑龙江

2. 轮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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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10023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  上海澹泊  0 :3  Matchnum:10055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  天津富士达  3 :1
  徐豪 --   陈曦 1:3 (-8,9,-7,-3)   刘燚 --   郑培峰 3:1 (5,-8,9,9)

  于迪扬 --   赵子豪 1:3 (7,-6,-3,-7)   杨晓夫 --   高宁（新） 1:3 (-9,-9,13,-9)

  于迪扬 --   陈曦 1:3 (8,-3,-4,-14)   徐克 --   佩尔森（瑞） 3:2 (6,-7,10,-4,8)

张成 张一博（日） 杨晓夫 郭凯

 Matchnum:10024   河南卫华集团（红）  --  山东体彩  3 :0   刘燚 --   高宁（新） 3:1 (-13,9,5,6)

  陈剑（瑞） --   郭文 3:0 (7,7,10)  Matchnum:10056   山东鲁能（红）  --  山东师范大学  3 :0
  王振 --   于子洋 3:1 (3,9,-6,5)   刘丁硕 --   赵韦靖 3:0 (5,8,9)

  柳洋 --   范创维 3:0 (9,6,5)   孔令轩 --   何承轩 3:0 (12,7,3)

金义雄 张杰特   宋香辰 --   魏世皓 3:0 (8,7,6)

 Matchnum:10025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  云南电网  3 :0 骆怡欣 赵韦靖

  刘燚 --   介健伟 3:1 (5,-13,4,9)  Matchnum:10091   河南卫华集团（红）  --  上海澹泊  3 :0
  徐克 --   和祥 3:0 (3,3,5)   王振 --   赵子豪 3:0 (6,5,5)

  徐克 --   介健伟 3:0 (2,9,3)   陈剑（瑞） --   陈曦 3:0 (10,6,5)

杨晓夫 李卓阳   柳洋 --   赵子豪 3:1 (3,-7,3,6)

 Matchnum:10026   北京大兴区  --  山东师范大学  1 :3 金义雄 张一博（日）

  金戈锋（朝） --   赵韦靖 3:2 (9,-12,4,-2,7)  Matchnum:10092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  山东鲁能（红）  3 :1
  金南哲（朝） --   魏世皓 1:3 (-8,7,-5,-9)   刘燚 --   刘丁硕 3:0 (4,8,5)

  吴迪 --   赵韦靖 2:3 (7,-5,2,-7,-6)   徐克 --   孔令轩 0:3 (-10,-7,-4)

金南哲（朝） 何承轩   徐克 --   骆怡欣 3:0 (10,6,7)

  金戈锋（朝） --   魏世皓 2:3 (-9,6,8,-8,-8) 杨晓夫 宋香辰

 Matchnum:10053   上海澹泊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3 :0   刘燚 --   孔令轩 3:1 (5,13,-7,5)

  赵子豪 --   朱毅 3:1 (4,-9,6,17)  Matchnum:10129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  河南卫华集团（红）  3 :0
  陈曦 --   王麒凯 3:2 (-6,-4,6,9,7)   刘燚 --   柳洋 3:0 (9,9,8)

  陈曦 --   朱毅 3:0 (4,8,5)   徐克 --   王振 3:0 (9,10,6)

张一博（日） 高华江   杨晓夫 --   柳洋 3:0 (8,11,8)

 Matchnum:10054   宁波临海乒校  --  河南卫华集团（红）  2 :3 徐克 金义雄

  杨啸 --   柳洋 3:0 (9,6,10)

  冯极 --   王振 1:3 (-3,-3,9,-1)

  冯极 --   柳洋 0:3 (-9,-10,-7)

李木桥 金义雄

  杨啸 --   王振 3:2 (9,4,-9,-8,6)

  李木桥 --   陈剑（瑞） 1:3 (-14,10,-3,-9)

1.

男子团体第三次淘汰赛1-12名组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轮空

上海澹泊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2.

 
3.

 
4.

 
5.

 
6.

 
7.

河南卫华集团（红）

山东体彩

轮空

 
8.

3:0
9.

 
10.

 

宁波临海乒校

天津富士达

轮空

云南电网11.

 
13.

 
14.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北京大兴区

山东师范大学

 
12.

 
15.

 
16.

轮空

山东鲁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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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10027   八一熔盛重工（绿）  --  埃及  0 :3
  赵钊彦 --   BIALY,Mohamed莫哈莫的恩 2:3 (-9,7,-13,1,-9)
  任帆 --   ASSAR,Omar  奥马阿色 1:3 (-9,-8,8,-11)
  廖泓然 --   SHOUMAN,Mohamed莫哈莫1:3 (-9,12,-9,-5)
曹猛 BIALY,Mohamed莫哈莫的恩

 Matchnum:10028   辽宁铁岭银行  --  天津  3 :2
  房胤池 --   宋佳旺 3:1 (-11,8,3,5)
  吴俊翰 --   杨子恒 0:3 (-8,-9,-24)

  陈丰（新） --   邹航程 2:3 (-6,2,-11,9,-5)

邢航玮 宋佳旺

  房胤池 --   杨子恒 3:2 (-9,6,-8,6,8)

  陈丰（新） --   邹航程 3:1 (-10,9,5,6)

 Matchnum:10029   河南卫华集团（蓝）  --  八一熔盛重工（红）  1 :3
  姚文嘉 --   周恺 0:3 (-9,-6,-11)

  崔德华（韩） --   刘亚楠 3:2 (16,-8,7,-10,10)

  李兴威 --   尹嘉旭 1:3 (-11,4,-5,-6)

金基焕（韩） 周恺

  姚文嘉 --   刘亚楠 1:3 (-6,-7,9,-3)

 Matchnum:10030   广州双鱼  --  北京华夏银行  3 :2
  周启豪 --   王楚钦 3:1 (6,8,-6,5)

  陆永辉 --   杨策 0:3 (-8,-7,-6)

  陆永辉 --   孙晓萌 2:3 (6,-5,-3,7,-6)

吴志祺（台） 石铭禹

  周启豪 --   杨策 3:0 (11,6,4)

  吴志祺（台） --   石铭禹 3:1 (7,-8,7,11)

16. 河南乾坤集团

男子团体第三次淘汰赛13-24名组

13. 北京华夏银行

14. 广州双鱼

 
15. 轮空

10. 轮空

 
11. 八一熔盛重工（红）

12. 河南卫华集团（蓝）

9. 山东鲁能（绿）

 
7. 轮空

8. 浙江

4. 埃及

5. 辽宁铁岭银行

6. 天津

1. 黑龙江全利

2. 轮空

 
3. 八一熔盛重工（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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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20029   四川川威劲力先锋汽车  --  重庆康德渝中  1 :3  Matchnum:20066   河南卫华集团  --  八一  3 :2
  聂维 --   姚俊羽 2:3 (6,10,-5,-6,-8)   金正（朝） --   徐琪 0:3 (-9,-7,-6)

  平野早矢香（ --   马越斐 1:3 (-9,-5,8,-7)   徐肖源（韩） --   李彦瑾 3:2 (4,-8,-11,9,8)

  平野早矢香（ --   易芳贤 3:2 (-8,2,8,-7,7)   周昕怡 --   黄凡真 0:3 (-12,-5,-14)

刘天禄 姚俊羽 张天琦 祖帅

  聂维 --   马越斐 1:3 (9,-9,-8,-14)   金正（朝） --   李彦瑾 3:1 (6,7,-10,7)

 Matchnum:20030   山东鲁能  --  八一  2 :3   徐肖源（韩） --   徐琪 3:0 (4,6,7)

  范思琦 --   李彦瑾 1:3 (-7,-7,3,-10)  Matchnum:20067   成都娇子  --  河南  0 :3
  刘铭 --   黄凡真 3:0 (5,4,6)   李皓晴（香） --   袁雪娇 0:3 (-8,-3,-8)

  崔雪聪 --   李彦瑾 2:3 (7,-10,7,-10,-2)   吴颖岚（香） --   赵雪 0:3 (-10,-6,-4)

高天 徐琪   章媛 --   袁雪娇 2:3 (7,4,-9,-5,-8)

  范思琦 --   黄凡真 3:1 (6,-7,1,8) 杨晶旭 江艳

  刘铭 --   徐琪 0:3 (-3,-8,-9)  Matchnum:20068   山东胜利东胜  --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0 :3
 Matchnum:20031   辽宁大连新衡业.上方  --  河南  1 :3   杨艳梅 --   林红 0:3 (-9,-11,-6)

  兰曦 --   袁雪娇 3:0 (6,5,11)   陈思羽（台） --   肖萌 2:3 (9,-6,6,-7,-9)

  郭琳 --   赵雪 1:3 (12,-12,-8,-8)   李安琪 --   林红 0:3 (-3,-3,-9)

  郭琳 --   侯晓旭 2:3 (8,-9,9,-11,-6) 杜凯琹（香） 侯林

黄丁若 江艳  Matchnum:20109   河南卫华集团  --  重庆康德渝中  2 :3
  兰曦 --   赵雪 2:3 (5,-4,8,-7,-3)   金正（朝） --   姚俊羽 3:1 (8,3,-4,6)

 Matchnum:20032   北京控股集团  --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0 :3   徐肖源（韩） --   马越斐 3:1 (7,9,-13,3)

  彭雪 --   牛洋 2:3 (8,-8,3,-7,-4)   周昕怡 --   易芳贤 1:3 (-6,9,-3,-7)

  孙晨 --   肖萌 1:3 (-5,6,-8,-2) 张天琦 姚俊羽

  孙晨 --   林红 0:3 (-7,-4,-6)   金正（朝） --   马越斐 2:3 (9,-10,10,-3,-6)

李佳原 侯林   徐肖源（韩） --   石贺净（1:3 (3,-9,-6,-9)

 Matchnum:20065   江苏江阴正恒  --  重庆康德渝中  1 :3  Matchnum:20110   河南  --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3 :0
  陈可 --   马越斐 3:1 (5,-7,6,8)   赵雪 --   林红 3:0 (7,10,7)

  刘婓 --   姚俊羽 2:3 (9,-2,7,-8,-9)   袁雪娇 --   肖萌 3:1 (7,-9,4,9)

  谢心悦 --   易芳贤 1:3 (-9,-5,8,-11)   侯晓旭 --   林红 3:2 (7,-12,-10,4,10)

顾翎铃 马越斐 江艳 侯林

  陈可 --   姚俊羽 1:3 (7,-5,-6,-7)  Matchnum:20153   河南  --  重庆康德渝中  3 :0
  赵雪 --   马越斐 3:2 (5,-10,-9,8,16)

  袁雪娇 --   石贺净（3:0 (4,10,9)

  江艳 --   易芳贤 3:1 (-7,10,8,9)

侯晓旭 姚俊羽

女子团体第三次淘汰赛1-12名组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15. 轮空

 
16. 山东胜利东胜

11. 辽宁大连新衡业.上方

 
12. 河南

 
13. 北京控股集团

 
14.

 
8. 河南卫华集团

3:0
9. 成都娇子

 
10. 轮空

 

四川川威劲力先锋汽车

 
5. 山东鲁能

 
6. 八一

 
7. 轮空

1. 江苏江阴正恒

 
2. 轮空

 
3. 重庆康德渝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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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20033   山东体彩  --  广西中恒集团  2 :3
  商圆圆 --   殷洁 0:3 (-8,-6,-2)

  杨玉琴 --   侯胜 3:1 (8,-8,5,3)

  许诺 --   殷洁 3:1 (-5,8,9,8)

杨玉琴 黄文倩

  商圆圆 --   侯胜 0:3 (-8,-6,-8)

  许诺 --   黄文倩 0:3 (-9,-16,-10)

 Matchnum:20034   国泰人寿  --  动感地带-深大  2 :3
  林佳慧 --   吴月娇 3:2 (-5,5,-9,4,9)

  张雅全 --   周芳芳 0:3 (-9,-4,-4)

  刘馨尹 --   左璐 3:2 (-5,7,9,-9,7)

张雅全 姜美顺（韩）

  林佳慧 --   周芳芳 0:3 (-5,-9,-7)

  刘馨尹 --   姜美顺（韩） 1:3 (8,-4,-7,-8)

 Matchnum:20035   宁夏蓝山投资置业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3 :1
  薛丝雨 --   姜宇杉 3:1 (-10,5,8,5)

  毛欣欢 --   魏闻声 3:0 (9,5,6)

  毛欣欢 --   姜宇杉 1:3 (-6,11,-7,-9)

王苹珠 王姝

  薛丝雨 --   魏闻声 3:0 (5,5,7)

 Matchnum:20036   湖南鼎盛石油  --  浙江  2 :3
  韩彗雪（朝） --   王澜睿 3:1 (11,6,-1,9)

  田璐璐 --   史尖 1:3 (9,-6,-9,-9)

  赵阁 --   孙雯蕾 0:3 (-1,-10,-5)

田璐璐 董婕

  韩彗雪（朝） --   史尖 3:0 (2,8,3)

  朱敏佳 --   郭奕宸 1:3 (-10,5,-7,-6)

1. 湖南凤凰神凤文化景区

2. 轮空

 
3. 广西中恒集团

4. 山东体彩

5. 国泰人寿

6. 动感地带-深大

9. 黑龙江

 
7. 轮空

8.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红

女子团体第三次淘汰赛13-24名组

16. 福建

13. 湖南鼎盛石油

14. 浙江

 
15. 轮空

10. 轮空

 
11.

12. 宁夏蓝山投资置业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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