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名

沈阳水务乒乓球俱乐部

沈阳水务乒乓球俱乐部沈阳水务乒乓球俱乐部

沈阳水务乒乓球俱乐部 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

第

2
名

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第

3
名

无锡市惠钧李惠芬乒乓球俱乐部

无锡市惠钧李惠芬乒乓球俱乐部无锡市惠钧李惠芬乒乓球俱乐部

无锡市惠钧李惠芬乒乓球俱乐部 武汉宏大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武汉宏大乒乓球俱乐部一队武汉宏大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武汉宏大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第

4
名

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第

5
名

马鞍山风起中文网飞翔俱乐部

马鞍山风起中文网飞翔俱乐部马鞍山风起中文网飞翔俱乐部

马鞍山风起中文网飞翔俱乐部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第

6
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

第

7
名

江西

江西江西

江西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第

8
名

重庆市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市乒乓球队一队重庆市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市乒乓球队一队 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一队

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一队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一队

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一队

第

9
名

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二队

第

10
名

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一队

第

11
名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一队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一队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一队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一队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第

12
名

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 浙江队

浙江队浙江队

浙江队

第

13
名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第

14
名

深圳市深大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深圳市深大乒乓球俱乐部一队深圳市深大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深圳市深大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一队

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一队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一队

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一队

第

15
名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一队 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二队

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二队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二队

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二队

第

16
名

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第

17
名

河南范县

河南范县河南范县

河南范县 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

第

18
名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0539俱乐部

0539俱乐部0539俱乐部

0539俱乐部

第

19
名

山东鲁能乒乓球学校

山东鲁能乒乓球学校山东鲁能乒乓球学校

山东鲁能乒乓球学校 上海龙腾俱乐部

上海龙腾俱乐部上海龙腾俱乐部

上海龙腾俱乐部

第

20
名

山东滨州国信乒乓球俱乐部

山东滨州国信乒乓球俱乐部山东滨州国信乒乓球俱乐部

山东滨州国信乒乓球俱乐部 重庆市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市乒乓球队一队重庆市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市乒乓球队一队

第

21
名

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 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四队

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四队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四队

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四队

第

22
名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湖北

湖北湖北

湖北

第

23
名

0539俱乐部

0539俱乐部0539俱乐部

0539俱乐部 重庆市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市乒乓球队二队重庆市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市乒乓球队二队

第

24
名

河南省郑州十四中栋梁俱乐部

河南省郑州十四中栋梁俱乐部河南省郑州十四中栋梁俱乐部

河南省郑州十四中栋梁俱乐部 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三队

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三队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三队

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三队

第

25
名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二队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二队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二队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二队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一队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一队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一队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一队

第

26
名

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

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

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 武汉宏大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武汉宏大乒乓球俱乐部二队武汉宏大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武汉宏大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第

27
名

重庆市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市乒乓球队三队重庆市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市乒乓球队三队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第

28
名

武汉宏大乒乓球俱乐部

武汉宏大乒乓球俱乐部武汉宏大乒乓球俱乐部

武汉宏大乒乓球俱乐部 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

第

29
名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山东滨州国信乒乓球俱乐部

山东滨州国信乒乓球俱乐部山东滨州国信乒乓球俱乐部

山东滨州国信乒乓球俱乐部

第

30
名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二队 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二队

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二队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二队

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二队

第

31
名

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

第

32
名

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

男子团体男子团体男子团体男子团体 女子团体女子团体女子团体女子团体

2015“铁人杯”中国乒乓球俱乐部乙B总决赛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成绩公布



1 2 3 4 5 6 7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名次

名次名次

名次

1 2 3 4 5 6 7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名次

名次名次

名次

 3:0  3:1  3:0   11  2  1

A  组
组组

组

计算

计算计算

计算

1
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

乒乓球俱乐部

乒乓球俱乐部乒乓球俱乐部

乒乓球俱乐部

 3:0  1:3  3:1 

 0:3  0:3  3:0    7     62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0:3  2:3  0:3 

 3:1  3:1  3:0   11  1  2

1  4

4
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

 1:3  3:0  3:0 

 0:3  3:0  0:3  3:0   10  3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3:1  3:2 

 0:3  3:1    8     55
河南范县

河南范县河南范县

河南范县

 0:3  3:0  0:3  1:3 

 7

2  3

7
河北正定

河北正定河北正定

河北正定

乒乓球训练基地二队

乒乓球训练基地二队乒乓球训练基地二队

乒乓球训练基地二队

 0:3  0:3  0:3  0:3 

 3:0  1:3  3:0  3:0   10  6
马鞍山风起中文网

马鞍山风起中文网马鞍山风起中文网

马鞍山风起中文网

飞翔俱乐部

飞翔俱乐部飞翔俱乐部

飞翔俱乐部

 1:3  3:0 

1
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

 3:2 

B  组
组组

组

计算

计算计算

计算

 1:3  0:3    6    

 3:0   10     3

3
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

 2:3  3:1 

   1

2
江北正定

江北正定江北正定

江北正定

乒乓球训练基地一队

乒乓球训练基地一队乒乓球训练基地一队

乒乓球训练基地一队

 2:3  1:3  3:1  3:0  3:1 

 3:2  3:1  3:0  3:0  3:1   12  

 3:1  3:1  3:2    9     4

   2

4
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

 1:3  1:3  0:3 

 3:0  3:0  3:1  3:0   11  

 3:0  1:3    7     65
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

 0:3  0:3  0:3  1:3 

   7

7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1:3  0:3  0:3  2:3 

 1:3  1:3  0:3  1:3    6  6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二队

 0:3  1:3 

 3:1  3:1    8     5

2015“铁人杯”中国乒乓球俱乐部乙B总决赛

男子团体第一阶段



1 2 3 4 5 6 7 8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计算

计算计算

计算 名次

名次名次

名次

1 2 3 4 5 6 7 8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计算

计算计算

计算 名次

名次名次

名次

   1

江  西

江  西江  西

江  西

 1:3 

 3:1  0:3  3:2  3:0  3:2 

   2

C  组
组组

组

1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1:3  3:1  1:3 

 3:0   12  

3
山东滨州

山东滨州山东滨州

山东滨州

国信乒乓球俱乐部

国信乒乓球俱乐部国信乒乓球俱乐部

国信乒乓球俱乐部

 3:0  3:2 

 2:3  3:2  3:1  3:1  3:0 

  11  

 3:0  3:0   13  

2  5 3:0  2:3 

2

3  4

5
河南省郑州

河南省郑州河南省郑州

河南省郑州

十四中栋梁俱乐部

十四中栋梁俱乐部十四中栋梁俱乐部

十四中栋梁俱乐部

 0:3  1:3  1:3  2:3 

 3:2  2:3  3:1  3:1   11  4
深圳市深大

深圳市深大深圳市深大

深圳市深大

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乒乓球俱乐部一队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2:3  2:3  3:1 

 2:3  3:2   11  4  3

 7

6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2:3  1:3  3:1  3:2  3:1 

 1:3  3:1  1:3    8  2

   8  1  8

8
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

 0:3  0:3  3:2 

 0:3  1:3  1:3  3:2  2:3 7
山东鲁能乒乓球学校

山东鲁能乒乓球学校山东鲁能乒乓球学校

山东鲁能乒乓球学校

 0:3  0:3 

   6 1:3  3:1  2:3  3:2   10  

 3:0  1:3    9  2  6

沈阳水务乒乓球俱乐部

沈阳水务乒乓球俱乐部沈阳水务乒乓球俱乐部

沈阳水务乒乓球俱乐部

 3:0 

 0:3  2:3  1:3  3:0  0:3 

D  组
组组

组

1
0539俱乐部

0539俱乐部0539俱乐部

0539俱乐部

 3:2  3:0  3:2 

 3:0   13  4/3  1

3
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

 3:2  0:3 

 3:0  1:3  3:1  3:0  3:0 

  13  3/5  3 3:0  3:0 

2

5/4  2

5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0:3  1:3  0:3  2:3 

 3:2  3:0  3:1  3:1   13  4
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

 3:1  3:1  2:3 

 3:0  2:3   10  1  5

 7

6
交通银行山西分行

交通银行山西分行交通银行山西分行

交通银行山西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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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3:1  3:0    9  1

   7     8

8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一队

 3:1  0:3  0:3 

 0:3  1:3  1:3  0:3  0:3 7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0:3  0:3 

2  4 1:3  0:3  3:2  3:0   10  

2015“铁人杯”中国乒乓球俱乐部乙B总决赛

男子团体第一阶段



1 2 3 4 5 6 7 8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计算

计算计算

计算 名次

名次名次

名次

1 2 3 4 5 6 7 8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计算

计算计算

计算 名次

名次名次

名次

 3:0  3:1   13     2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一队

 0:3 

 3:0  1:3  3:0  3:1  3:2 

A  组
组组

组

1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3:0  3:0  3:0 

 3:0   11     4

3
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

 3:1  3:0 

 0:3  3:1  3:1  2:3  3:2 

  14     1 3:0  3:0 

2

   8

5
湖北

湖北湖北

湖北

 1:3  1:3  0:3  3:2 

 2:3  2:3  1:3  2:3    7  4
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

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乒乓球俱乐部二队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0:3  1:3  0:3 

 3:0  3:1   12     3

 5

6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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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3:1  3:0   10    

   9     6

8
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

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

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

三队

三队三队

三队

 1:3  0:3  0:3 

 0:3  3:1  1:3  0:3  3:0 7
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

 0:3  2:3 

B  组
组组

组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1

   7 3:2  0:3  1:3  0:3    8  

 1:3  0:3    7     8

交通银行山西分行

交通银行山西分行交通银行山西分行

交通银行山西分行

一队

一队一队

一队

2  3:0 

 0:3  2:3 

   3

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

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乒乓球俱乐部一队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3  3:2  2:3 

 3:2  0:3  0:3  3:0  3:1 

  13  2  1 3:2  3:2  3:1  3:2  3:1 

 0:3  0:3  0:3 

 3:1   12  

1  2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二队

5  3:0  3:0  2:3  0:3 

 3:0  3:0  3:0  3:0   13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4  3:0  3:0  1:3 

 3:2  1:3    9  1  7

 4

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

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

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

四队

四队四队

四队

6  3:0  0:3  1:3  0:3  1:3 

 3:1  1:3  3:2   11    

  10     5

江北正定

江北正定江北正定

江北正定

乒乓球训练基地一队

乒乓球训练基地一队乒乓球训练基地一队

乒乓球训练基地一队

8  3:0  1:3  2:3 

 2:3  0:3  3:1  2:3  3:2 
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

7  3:1  1:3 

2  6 0:3  2:3  3:1  2:3    9  

2015“铁人杯”中国乒乓球俱乐部乙B总决赛

女子团体第一阶段



1 2 3 4 5 6 7 8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计算

计算计算

计算 名次

名次名次

名次

1 2 3 4 5 6 7 8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计算

计算计算

计算 名次

名次名次

名次

2015“铁人杯”中国乒乓球俱乐部乙B总决赛

女子团体第一阶段

 3:1  1:3   10  1  5 0:3  1:3  0:3  3:1  3:2 

2  3:0 

 1:3  3:0  1:3 

C  组
组组

组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1

3  3:1  0:3 

 3:0  3:0  3:1   14     1

浙江队

浙江队浙江队

浙江队

  10  2  4 0:3 

 3:0  3:0  3:0 

 3:0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2

交通银行山西分行

交通银行山西分行交通银行山西分行

交通银行山西分行

二队

二队二队

二队

5  1:3  0:3  0:3  0:3 

 3:0  3:0  3:1  3:2   13  
北京市

北京市北京市

北京市

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第六十六中学一队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4  3:0  0:3  3:1 

 0:3  1:3    9  1  7

 8

山东滨州

山东滨州山东滨州

山东滨州

国信乒乓球俱乐部

国信乒乓球俱乐部国信乒乓球俱乐部

国信乒乓球俱乐部

6  2:3  0:3  3:1  0:3  3:1 

 1:3  2:3  0:3    7    

   9  2  6

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

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

中国乒乓球运动学校

二队

二队二队

二队

8  3:1  1:3  3:0 

 0:3  1:3  3:2  3:0  0:3 
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

7  1:3  0:3 

   3 2:3  3:0  3:1  3:0   12  

 3:1  1:3   10     5 0:3  1:3  3:1  1:3  3:1 

2  3:0 

 1:3  3:1  3:2 

D  组
组组

组

0539俱乐部

0539俱乐部0539俱乐部

0539俱乐部

1

3  3:1  3:1 

 1:3  3:2  2:3   12  1  3

北京市

北京市北京市

北京市

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第六十六中学二队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12  2  2 0:3 

 3:2  3:0  3:0 

 3:1 

中国乒乓球

中国乒乓球中国乒乓球

中国乒乓球

运动学校一队

运动学校一队运动学校一队

运动学校一队

   4

上海龙腾俱乐部

上海龙腾俱乐部上海龙腾俱乐部

上海龙腾俱乐部

5  3:1  2:3  1:3  1:3 

 3:1  3:1  3:0  0:3   11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4  1:3  2:3  3:1 

   9  2  6

 7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6  1:3  0:3  2:3  1:3  3:1 

 1:3  3:2  0:3    9  1

 2:3  0:3  1:3 
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

7  1:3  0:3 

 3:0  0:3 

   1 3:0  3:0  3:0  3:1   14  

   7     8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

8  3:1  3:2  3:0 

 1:3  0:3 



2  1  3:2

2  4  3:1 1  3  3:1

 

4 3  3:2

 7  3:1  4  3:2  6  3:0  8  3:1

2 5 1 3

5  6  3:0

  

7 5  3:2 6 8  3:0

 

7 8  3:2

15 10 11 4 12 6 16 9

2 7 5 13 1 14 3 8

10  9  3:1

10  11  3:2 12  9  3:1

 

11 12  3:2

15 11  12 16

 10  3:2  13  3:2  14  3:0  9  3:0

13  14  3:0

  

15 13  3:0 14 16  3:0

 

15 16  3:1

3:1 3:2 3:0 3:0 3:0 3:0 3:1 3:1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江西

江西江西

江西

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

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1.

2.

3.

13.

14.

15.

10.

11.

7.

8.

9.

4.

5.

6.

12.

16.
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

男子团体第二阶段（决 1-16 名）

2015“铁人杯”中国乒乓球俱乐部乙B总决赛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

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

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

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

马鞍山飞翔

马鞍山飞翔马鞍山飞翔

马鞍山飞翔

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

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

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1

   4  1  3:0

 

3 4  3:2

  6  3:0  4  3:1  8  3:1

3 5 1

6  5  3:0

  

7 6  3:2 5 8  3:1

 

7 8  3:0

7 3 6 5 12 10 16

11 13 9 14 4 1 8

9  10  3:2

11  9  3:1 12  10  3:1

 

11 12  3:0

13 14 10

  9 3:w-0(弃权
弃权弃权

弃权)  12  3:0  16  3:1

13  14  3:1

  

  14 16  3:1

 

 16

3:W-0

 

 

3:W-0 3:0 3:0 3:W-0 3:0

郑州十四中栋梁

郑州十四中栋梁郑州十四中栋梁

郑州十四中栋梁

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

轮空

轮空轮空

轮空

9.

10.

11.

3.

4.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0539俱乐部

0539俱乐部0539俱乐部

0539俱乐部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5.

1.

2.

6.

7.

8.

15.

2015“铁人杯”中国乒乓球俱乐部乙B总决赛

男子团体第二阶段（决 17-30 名）

16.

12.

13.

14.

3:0

轮空

轮空轮空

轮空

河南范县

河南范县河南范县

河南范县

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

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

交行山西分行

交行山西分行交行山西分行

交行山西分行

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2  1  3:1

4  2  3:1 3  1  3:1

 

4 3  3:1

 6  3:1  7  3:1  8  3:1  5  3:1

4 2 3 1

6  5  3:0

  

6 7  3:1 8 5  3:1

 

7 8  3:0

14 10 11 15 12 8 1 9

4 6 2 7 3 16 13 5

10  9  3:0

10  11  3:0 12  9  3:0

 

11 12  3:0

14 11  12 13

 10  3:0  15  3:2  16  3:0  9  3:1

14  13  3:2

  

14 15  3:2 16 13  3:2

 

15 16  3:0

3:1 3:1 3:0 3:0 3:0 3:0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5.

6.

7.

2.

3.

4.

浙江队

浙江队浙江队

浙江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

2015“铁人杯”中国乒乓球俱乐部乙B总决赛

女子团体第二阶段（决 1-16 名）

16.

11.

12.

13.

14.

15.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1.

9.

8.

10.

3:0 3:0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

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2  1  3:2

4  2  3:0 1  3  3:0

 

4 3  3:1

 6  3:1  7  3:1  1  3:1  8  3:1

4 2 5 3

6  5  3:1

  

6 7  3:1 5 8  3:0

 

7 8  3:2

4 6 2 12 5 14 3 8

10 15 13 7 11 1 9 16

10  9  3:1

10  12  3:1 11  9  3:1

 

12 11  3:1

10 13  11 9

 15  3:0  12  3:0  14  3:1  16  3:0

13  14  3:0

  

15 13  3:1 14 16  3:1

 

15 16  3:1

3:0 3:0 3:2 3:13:0

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

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0539俱乐部

0539俱乐部0539俱乐部

0539俱乐部

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

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

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14.

15.

6.

7.

3.

4.

5.

1.

2.

2015“铁人杯”中国乒乓球俱乐部乙B总决赛

女子团体第二阶段（决 17-32 名）

16.

11.

12.

13.

9.

10.

8.

湖北

湖北湖北

湖北

3:0 3:0 3:2

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



 10001   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  --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1 : 3  10015   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  --  河南范县
河南范县河南范县

河南范县  3 : 0

  丁宏坤 --   张智玮 1:3 (8,-3,-5,-9)   刘思元 --   尹一夫 3:2 (8,-9,-8,5,8)

  刘思元 --   李方超 2:3 (9,-9,-11,6,-2)   胡嘉喻 --   田昊远 3:2 (-10,7,-7,9,10)

  崔明浩 --   高智斌 3:0 (8,2,8)   崔明浩 --   张建威 3:0 (8,7,11)

  丁宏坤 --   李方超 2:3 (-6,-3,8,2,-7)  10016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3 : 0

 10002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0 : 3   李方超 --   张　升 3:0 (9,7,7)

  韩德泉 --   李鹤成 2:3 (-9,11,-7,8,-8)   张智玮 --   韩德泉 3:1 (-10,4,8,7)

  刘泽奥 --   闻一茗 0:3 (-6,-6,-11)   张　晨 --   刘泽奥 3:1 (7,10,-9,10)

  张　升 --   王健琳 1:3 (-6,9,-9,-5)  10017   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  --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3 : 0

 10003   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  --  马鞍山飞翔
马鞍山飞翔马鞍山飞翔

马鞍山飞翔  3 : 1   包源涛 --   李鹤成 3:2 (-8,9,8,-5,6)

  包源涛 --   周　旭 3:2 (-3,-6,13,9,7)   方　栋 --   闻一茗 3:0 (3,8,7)

  张天涵 --   郝思稼 0:3 (-7,-7,-2)   张天涵 --   王健琳 3:0 (7,4,6)

  方　栋 --   许　翔 3:2 (-2,13,-9,5,10)  10043   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  --  马鞍山飞翔
马鞍山飞翔马鞍山飞翔

马鞍山飞翔  3 : 1

  包源涛 --   郝思稼 3:0 (10,10,9)   刘思元 --   郝思稼 3:1 (5,12,-10,8)

 10029   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  --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3 : 0   崔明浩 --   周　旭 3:2 (7,-7,-4,8,4)

  刘思元 --   刘泽奥 3:1 (-7,8,5,7)   丁宏坤 --   许　翔 0:3 (-7,-9,-9)

  崔明浩 --   韩德泉 3:1 (10,-9,5,4)   刘思元 --   周　旭 3:0 (4,5,6)

  胡嘉喻 --   张　升 3:2 (9,-5,5,-10,9)  10044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  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  0 : 3

 10030   河南范县
河南范县河南范县

河南范县  --  马鞍山飞翔
马鞍山飞翔马鞍山飞翔

马鞍山飞翔  0 : 3   韩德泉 --   张天涵 1:3 (-6,-4,9,-8)

  田昊远 --   郝思稼 0:3 (-7,-4,-5)   张　升 --   包源涛 0:3 (-9,-6,-5)

  尹一夫 --   周　旭 0:3 (-7,-7,-6)   刘泽奥 --   方　栋 0:3 (-3,-7,-10)

  张建威 --   许　翔 0:3 (-9,-5,-9)  10045   河南范县
河南范县河南范县

河南范县  --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3 : 0

 10031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  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  0 : 3   张建威 --   闻一茗 3:2 (6,4,-4,-8,7)

  李方超 --   包源涛 1:3 (-9,9,-11,-5)   尹一夫 --   李鹤成 3:1 (-2,4,6,6)

  张智玮 --   张天涵 1:3 (-8,7,-10,-11)   高旭光 --   王健琳 3:2 (-8,7,6,-9,6)

  张　晨 --   方　栋 1:3 (-4,4,-6,-10)  10071   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  --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3 : 0

 10057   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  --  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  1 : 3   刘思元 --   闻一茗 3:0 (8,6,3)

  包源涛 --   苗相仰 1:3 (8,-8,-9,-8)   苗相仰 --   王健琳 3:0 (4,4,7)

  方　栋 --   刘思元 1:3 (5,-8,-4,-6)   胡嘉喻 --   李鹤成 3:2 (7,4,-9,-10,9)

  张天涵 --   崔明浩 3:2 (-10,6,-11,9,8)  10072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  马鞍山飞翔
马鞍山飞翔马鞍山飞翔

马鞍山飞翔  0 : 3

  包源涛 --   刘思元 1:3 (9,-8,-10,-7)   张智玮 --   周　旭 2:3 (-10,9,-10,13,-7)

 10058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  马鞍山飞翔
马鞍山飞翔马鞍山飞翔

马鞍山飞翔  0 : 3   张　晨 --   郝思稼 1:3 (-2,7,-7,-4)

  闻一茗 --   郝思稼 0:3 (-6,-5,-11)   李方超 --   许　翔 1:3 (-4,7,-9,-7)

  王健琳 --   周　旭 0:3 (-9,-9,-5)  10073   河南范县
河南范县河南范县

河南范县  --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3 : 1

  李鹤成 --   许　翔 1:3 (-7,7,-7,-7)   尹一夫 --   刘泽奥 3:0 (7,9,6)

 10059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  河南范县
河南范县河南范县

河南范县  3 : 0   张建威 --   韩德泉 1:3 (-9,4,-7,-5)

  张　晨 --   尹一夫 3:2 (5,8,-4,-7,8)   田昊远 --   张　升 3:2 (-4,-8,9,9,8)

  张智玮 --   张建威 3:1 (10,10,-8,10)  10086   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  --  河南范县
河南范县河南范县

河南范县  3 : 1

  高智斌 --   高旭光 3:0 (6,9,7)   包源涛 --   田昊远 3:0 (6,11,8)

 10085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3 : 2   张天涵 --   尹一夫 2:3 (-5,-9,12,5,-7)

  李方超 --   李鹤成 3:2 (-9,3,8,-6,5)   方　栋 --   高旭光 3:0 (5,7,5)

  高智斌 --   闻一茗 3:1 (-7,10,8,11)   包源涛 --   尹一夫 3:1 (-6,6,5,10)

  沈　忱 --   王健琳 0:3 (-7,-5,-6)  10087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  马鞍山飞翔
马鞍山飞翔马鞍山飞翔

马鞍山飞翔  0 : 3

  李方超 --   闻一茗 2:3 (5,7,-5,-5,-7)   韩德泉 --   郝思稼 2:3 (11,7,-9,-1,-5)

  高智斌 --   李鹤成 3:0 (8,6,11)   张　升 --   周　旭 0:3 (-9,-9,-9)

  刘泽奥 --   许　翔 0:3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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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4   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  --  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  2 : 3  10018   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  --  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  0 : 3

  赛铭威 --   王树坤 3:0 (4,5,3)   熊梦阳 --   王树坤 1:3 (-6,-10,10,-8)

  韦权峰 --   向　鹏 0:3 (-11,-10,-2)   张惟龙 --   向　鹏 0:3 (-8,-4,-6)

  王翱翔 --   胡俊豪 0:3 (-7,-8,-4)   汤云棚 --   胡俊豪 0:3 (-4,-7,-10)

  赛铭威 --   向　鹏 3:1 (1,-12,5,9)  10019   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  --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3 : 0

  韦权峰 --   王树坤 2:3 (6,10,-7,-4,-12)   赛铭威 --   李于民 3:1 (8,7,-7,7)

 10005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0 : 3   韦权峰 --   段文鑫 3:2 (-8,7,-7,10,9)

  段文鑫 --   万宝满 1:3 (6,-4,-9,-10)   张尚征 --   吴启明 3:1 (-10,8,9,13)

  李于民 --   王晨曦 1:3 (-8,-9,7,-6)  10020   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  --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1 : 3

  吴启明 --   邵彦锟 2:3 (8,7,-7,-11,-5)   孟　琦 --   万宝满 3:0 (4,11,6)

 10006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  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  1 : 3   郭有峰 --   王晨曦 0:3 (-8,-7,-10)

  周俊霖 --   郭有峰 1:3 (5,-7,-3,-9)   王宇航 --   孙　楠 0:3 (-10,-7,-6)

  黎文武 --   孟　琦 2:3 (6,-7,5,-6,-5)   孟　琦 --   王晨曦 2:3 (9,8,-8,-4,-6)

  孙　然 --   王宇航 3:0 (9,10,8)  10046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  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  0 : 3

  周俊霖 --   孟　琦 0:3 (-5,-6,-5)   黎文武 --   王树坤 0:3 (-7,-8,-7)

 10032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  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  1 : 3   孙　然 --   向　鹏 0:3 (-2,-2,-4)

  段文鑫 --   王树坤 1:3 (-6,12,-4,-9)   周俊霖 --   胡俊豪 1:3 (-4,7,-5,-2)

  李于民 --   向　鹏 2:3 (9,-8,11,-7,-7)  10047   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  --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3 : 2

  吴启明 --   胡俊豪 3:2 (8,6,-11,-12,7)   孟　琦 --   段文鑫 3:0 (7,6,4)

  段文鑫 --   向　鹏 0:3 (-10,-11,-7)   郭有峰 --   李于民 1:3 (-5,-8,9,-9)

 10033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  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  0 : 3   王宇航 --   吴启明 1:3 (-8,8,-7,-4)

  孙　然 --   汤云棚 1:3 (-7,-4,8,-6)   孟　琦 --   李于民 3:1 (6,-9,5,6)

  黎文武 --   熊梦阳 0:3 (-8,-10,-7)   郭有峰 --   段文鑫 3:1 (-8,9,5,6)

  周俊霖 --   张惟龙 0:3 (-6,-8,-6)  10048   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  --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0 : 3

 10034   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  --  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  0 : 3   熊梦阳 --   万宝满 1:3 (-8,5,-7,-7)

  孟　琦 --   韦权峰 2:3 (-9,8,-8,5,-16)   汤云棚 --   王晨曦 2:3 (11,-7,-4,9,-11)

  郭有峰 --   赛铭威 1:3 (-4,-6,6,-7)   张惟龙 --   邵彦锟 0:3 (-7,-6,-11)

  王宇航 --   张尚征 0:3 (-9,-3,-13)  10074   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  --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3 : 2

 10060   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  --  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  3 : 1   向　鹏 --   万宝满 3:0 (3,5,6)

  向　鹏 --   郭有峰 3:0 (11,2,9)   王树坤 --   王晨曦 2:3 (-3,2,-6,8,-11)

  王树坤 --   孟　琦 2:3 (6,-7,11,-9,-8)   胡俊豪 --   邵彦锟 3:0 (8,9,5)

  胡俊豪 --   王宇航 3:0 (7,5,8)   向　鹏 --   王晨曦 2:3 (6,-6,9,-4,-10)

  向　鹏 --   孟　琦 3:0 (7,7,10)   王树坤 --   万宝满 3:0 (8,5,4)

 10061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3 : 1  10075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  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  1 : 3

  邵彦锟 --   黎文武 3:0 (8,6,8)   黎文武 --   韦权峰 3:2 (-10,9,10,-9,10)

  万宝满 --   孙　然 3:1 (-12,3,7,3)   孙　然 --   赛铭威 0:3 (-6,-4,-4)

  孙　楠 --   周俊霖 1:3 (-9,-5,1,-12)   周俊霖 --   王翱翔 1:3 (-9,-8,4,-7)

  邵彦锟 --   孙　然 3:0 (7,4,10)   黎文武 --   赛铭威 0:3 (-5,-8,-8)

 10062   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  --  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  0 : 3  10076   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  --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1 : 3

  熊梦阳 --   韦权峰 1:3 (-5,9,-10,-6)   汤云棚 --   吴启明 0:3 (-9,-8,-3)

  张惟龙 --   赛铭威 0:3 (-2,-7,-6)   熊梦阳 --   李于民 2:3 (15,-13,-10,8,-11)

  汤云棚 --   王翱翔 2:3 (-7,11,9,-8,-5)   张惟龙 --   段文鑫 3:2 (-3,11,-5,10,8)

 10088   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  --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3 : 1   汤云棚 --   李于民 1:3 (9,-8,-9,-7)

  赛铭威 --   万宝满 3:0 (6,3,2)  10090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1 : 3

  韦权峰 --   王晨曦 2:3 (5,5,-8,-5,-8)   黎文武 --   吴启明 1:3 (-6,6,-7,-8)

  张尚征 --   邵彦锟 3:0 (7,9,5)   孙　然 --   李于民 3:0 (7,8,9)

  赛铭威 --   王晨曦 3:1 (-9,3,10,3)   周俊霖 --   段文鑫 0:3 (-6,-14,-8)

 10089   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  --  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  1 : 3   黎文武 --   李于民 1:3 (-8,-12,5,-6)

  汤云棚 --   郭有峰 1:3 (11,-8,-6,-7)

  熊梦阳 --   孟　琦 1:3 (9,-2,-7,-4)

  张惟龙 --   王宇航 3:1 (7,4,-9,6)

  汤云棚 --   孟　琦 0:3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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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7   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  --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3 : 0  10021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  郑州十四中栋梁
郑州十四中栋梁郑州十四中栋梁

郑州十四中栋梁  3 : 0

  舒　洵 --   陈相龙 3:1 (8,-9,1,7)   张晨雨 --   高　楠 3:0 (4,6,3)

  李　辉 --   张晨雨 3:2 (5,-9,17,-7,2)   陈相龙 --   张华威 3:0 (5,5,7)

  何化雨 --   吕　游 3:1 (4,-7,7,10)   吕　游 --   侯锦祥 3:0 (7,3,8)

 10008   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  --  郑州十四中栋梁
郑州十四中栋梁郑州十四中栋梁

郑州十四中栋梁  3 : 1  10022   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  --  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  0 : 3

  杜金威 --   吉仕林 3:1 (9,-6,6,5)   陈奕飞 --   舒　洵 1:3 (-5,-5,5,-10)

  张　弛 --   张华威 2:3 (-4,9,-8,10,-8)   张铭宇 --   李　辉 0:3 (-7,-12,-5)

  邹存昊 --   徐　搏 3:0 (5,7,7)   程　睿 --   何化雨 0:3 (-7,-13,-7)

  杜金威 --   张华威 3:2 (9,-8,10,-11,10)  10023   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  --  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  2 : 3

 10009   江西
江西江西

江西  --  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  3 : 0   杜金威 --   谢承运 3:0 (8,8,8)

  俞浩然 --   张铭宇 3:1 (9,-9,13,6)   张　弛 --   王援哲 3:1 (7,7,-7,4)

  陈鑫源 --   陈奕飞 3:2 (-8,-9,9,8,6)   邹存昊 --   李鸿渐 0:3 (-8,-7,-8)

  苏炜乔 --   程　睿 3:1 (8,-7,4,9)   杜金威 --   王援哲 0:3 (-4,-7,-7)

 10010   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  --  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  2 : 3   张　弛 --   谢承运 2:3 (-4,5,11,-9,-5)

  刘志豪 --   李鸿渐 1:3 (7,-7,-10,-12)  10024   江西
江西江西

江西  --  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  3 : 2

  周梓阳 --   曹鸿翔 3:2 (9,-11,-7,6,7)   俞浩然 --   周梓阳 3:0 (13,8,9)

  许铭典 --   谢承运 1:3 (14,-9,-4,-3)   陈鑫源 --   刘志豪 2:3 (-6,8,-5,10,-7)

  刘志豪 --   曹鸿翔 3:1 (6,10,-9,8)   刘　良 --   许铭典 3:2 (-7,5,-6,10,9)

  周梓阳 --   李鸿渐 0:3 (-8,-8,-9)   俞浩然 --   刘志豪 1:3 (-3,8,-7,-3)

 10035   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  --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0 : 3   陈鑫源 --   周梓阳 3:0 (8,6,7)

  陈奕飞 --   陈相龙 2:3 (-8,8,-6,9,-12)  10049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  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  3 : 2

  张铭宇 --   张晨雨 2:3 (-6,-6,10,8,-3)   陈相龙 --   谢承运 2:3 (9,10,-6,-8,-5)

  程　睿 --   吕　游 1:3 (-3,-9,7,-4)   张晨雨 --   李鸿渐 3:1 (-6,5,7,11)

 10036   郑州十四中栋梁
郑州十四中栋梁郑州十四中栋梁

郑州十四中栋梁  --  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  1 : 3   吕　游 --   王援哲 3:1 (-6,6,5,9)

  吉仕林 --   李鸿渐 0:3 (-8,-7,-8)   陈相龙 --   李鸿渐 2:3 (-7,-12,10,5,-9)

  张华威 --   王援哲 3:0 (8,8,5)   张晨雨 --   谢承运 3:1 (5,7,-6,7)

  徐　搏 --   曹鸿翔 0:3 (-5,-12,-9)  10050   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  --  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  1 : 3

  吉仕林 --   王援哲 0:3 (-9,-7,-6)   陈奕飞 --   周梓阳 3:1 (7,-8,9,7)

 10037   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  --  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  1 : 3   张铭宇 --   刘志豪 1:3 (-5,-7,9,-9)

  舒　洵 --   许铭典 3:0 (4,5,7)   程　睿 --   许铭典 0:3 (-4,-9,-8)

  李　辉 --   刘志豪 0:3 (-12,-5,-7)   陈奕飞 --   刘志豪 0:3 (-6,-11,-6)

  何化雨 --   周梓阳 2:3 (7,-10,-6,8,-11)  10051   郑州十四中栋梁
郑州十四中栋梁郑州十四中栋梁

郑州十四中栋梁  --  江西
江西江西

江西  1 : 3

  舒　洵 --   刘志豪 2:3 (-6,-9,8,10,-7)   徐　搏 --   陈鑫源 0:3 (-9,-10,-7)

 10038   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  --  江西
江西江西

江西  0 : 3   张华威 --   俞浩然 3:2 (8,-5,-5,8,7)

  杜金威 --   陈鑫源 0:3 (-6,-9,-9)   侯锦祥 --   刘　良 1:3 (-5,-11,5,-4)

  张　弛 --   俞浩然 0:3 (-5,-6,-6)   徐　搏 --   俞浩然 0:3 (-5,-5,-7)

  邹存昊 --   苏炜乔 0:3 (-3,-7,-7)  10052   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  --  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  3 : 2

 10063   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  --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2 : 3   杜金威 --   舒　洵 3:1 (9,10,-3,6)

  刘志豪 --   陈相龙 3:1 (7,9,-7,3)   张　弛 --   李　辉 2:3 (4,-4,-3,5,-5)

  许铭典 --   张晨雨 0:3 (-9,-9,-3)   邹存昊 --   何化雨 2:3 (-7,-5,9,10,-10)

  周梓阳 --   吕　游 2:3 (-5,7,-9,3,-11)   杜金威 --   李　辉 3:1 (1,6,-5,13)

  刘志豪 --   张晨雨 3:1 (11,-5,7,9)   张　弛 --   舒　洵 3:0 (5,9,5)

  许铭典 --   陈相龙 0:3 (-6,-6,-8)  10077   江西
江西江西

江西  --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1 : 3

 10064   江西
江西江西

江西  --  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  3 : 1   俞浩然 --   陈相龙 1:3 (-6,-8,7,-4)

  俞浩然 --   李鸿渐 1:3 (-4,6,-9,-9)   陈鑫源 --   张晨雨 0:3 (-6,-10,-4)

  陈鑫源 --   王援哲 3:2 (8,8,-7,-8,9)   苏炜乔 --   吕　游 3:1 (-7,9,9,6)

  苏炜乔 --   曹鸿翔 3:0 (10,7,7)   俞浩然 --   张晨雨 1:3 (-10,-9,11,-10)

  俞浩然 --   王援哲 3:1 (3,-10,8,7)  10078   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  --  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  3 : 1

 10065   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  --  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  2 : 3   刘志豪 --   张　弛 3:0 (8,7,8)

  陈奕飞 --   张　弛 0:3 (-6,-8,-9)   许铭典 --   杜金威 1:3 (8,-3,-8,-3)

  张铭宇 --   杜金威 3:2 (10,-5,9,-6,6)   周梓阳 --   邹存昊 3:0 (7,3,9)

  程　睿 --   付　禹 3:1 (4,-11,9,2)   刘志豪 --   杜金威 3:0 (8,1,6)

  陈奕飞 --   杜金威 1:3 (8,-8,-9,-3)  10079   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  --  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  1 : 3

  张铭宇 --   张　弛 0:3 (-9,-8,-7)   李　辉 --   李鸿渐 2:3 (5,-9,8,-9,-7)

 10066   郑州十四中栋梁
郑州十四中栋梁郑州十四中栋梁

郑州十四中栋梁  --  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  1 : 3   舒　洵 --   谢承运 3:0 (7,5,5)

  张华威 --   舒　洵 0:3 (-5,-3,-8)   何化雨 --   曹鸿翔 1:3 (-5,-9,11,-11)

  徐　搏 --   李　辉 1:3 (-8,8,-6,-4)   李　辉 --   谢承运 0:3 (-6,-6,-6)

  吉仕林 --   何化雨 3:2 (-9,-3,4,5,8)  10080   郑州十四中栋梁
郑州十四中栋梁郑州十四中栋梁

郑州十四中栋梁  --  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  3 : 1

  张华威 --   李　辉 1:3 (6,-5,-5,-7)   张华威 --   张铭宇 3:1 (8,-7,7,10)

 10093   郑州十四中栋梁
郑州十四中栋梁郑州十四中栋梁

郑州十四中栋梁  --  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  2 : 3   吉仕林 --   陈奕飞 1:3 (8,-7,-6,-7)

  张华威 --   许铭典 3:0 (6,3,9)   徐　搏 --   程　睿 3:2 (-4,10,-6,5,8)

  徐　搏 --   刘志豪 0:3 (-8,-10,-7)   张华威 --   陈奕飞 3:2 (8,-8,8,-8,5)

  吉仕林 --   周梓阳 3:2 (4,-9,-7,13,9)  10091   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  --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0 : 3

  张华威 --   刘志豪 1:3 (-9,-8,6,-7)   杜金威 --   陈相龙 2:3 (-7,10,-8,8,-4)

  徐　搏 --   许铭典 1:3 (10,-5,-1,-7)   邹存昊 --   张晨雨 0:3 (-12,-6,-10)

 10094   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  --  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  3 : 2   张　弛 --   吕　游 0:3 (-5,-10,-8)

  陈奕飞 --   谢承运 3:0 (14,8,4)  10092   江西
江西江西

江西  --  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  2 : 3

  张铭宇 --   王援哲 3:2 (8,-3,-9,3,6)   苏炜乔 --   何化雨 0:3 (-8,-10,-10)

  程　睿 --   李鸿渐 0:3 (-6,-7,-7)   刘　良 --   舒　洵 0:3 (-5,-6,-7)

  陈奕飞 --   王援哲 2:3 (-8,-2,6,8,-7)   俞浩然 --   李　辉 3:1 (8,-5,7,10)

  张铭宇 --   谢承运 3:2 (11,-4,5,-3,5)   苏炜乔 --   舒　洵 3:0 (11,11,2)

  刘　良 --   何化雨 1:3 (-8,-6,11,-9)

男子团体第一阶段  比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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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组

组 C  组
组组

组



 10011   0539俱乐部
俱乐部俱乐部

俱乐部  --  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  2 : 3  10025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  0539俱乐部
俱乐部俱乐部

俱乐部  0 : 3

  唐志全 --   郑龙涛 3:0 (8,7,6)   薛景聪 --   安丰达 1:3 (-5,6,-4,-3)

  安丰达 --   楼金铠 0:3 (-6,-5,-7)   郑　伟 --   唐志全 1:3 (-5,-7,10,-3)

  杨保国 --   张琪锐 1:3 (9,-6,-8,-2)   黄汉玺 --   杨保国 1:3 (-9,6,-7,-6)

  唐志全 --   楼金铠 3:0 (8,2,4)  10026   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  --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3 : 0

  安丰达 --   郑龙涛 0:3 (-8,-9,-8)   楼金铠 --   姜圭炫 3:1 (9,6,-5,5)

 10012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0 : 3   郑龙涛 --   王若瑞 3:0 (11,3,2)

  王　俊 --   郑　伟 1:3 (-6,-12,7,-8)   张琪锐 --   伏星霖 3:0 (7,5,4)

  余新桓 --   薛景聪 1:3 (5,-9,-6,-5)  10027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  交行山西分行
交行山西分行交行山西分行

交行山西分行  3 : 2

  刘明权 --   黄汉玺 0:3 (-3,-8,-10)   余新桓 --   张博帆 1:3 (9,-10,-8,-8)

 10013   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  --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3 : 0   王　俊 --   陈　林 3:1 (11,10,-8,10)

  林　涛 --   伏星霖 3:0 (3,3,5)   刘明权 --   温　泉 3:2 (8,-4,8,-4,10)

  周一川 --   王若瑞 3:1 (10,-7,4,5)   余新桓 --   陈　林 0:3 (-7,-4,-8)

  依东升 --   姜圭炫 3:0 (11,9,5)   王　俊 --   张博帆 3:2 (-6,-8,10,10,11)

 10014   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  --  交行山西分行
交行山西分行交行山西分行

交行山西分行  3 : 0  10028   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  --  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  3 : 1

  王浩全 --   张博帆 3:0 (5,8,10)   王浩全 --   林　涛 0:3 (-9,-9,-8)

  杨祚鑫 --   陈　林 3:2 (4,-8,-8,7,10)   杨祚鑫 --   韩　辉 3:1 (7,-9,11,11)

  陈首霖 --   温　泉 3:1 (-8,10,6,10)   陈首霖 --   依东升 3:2 (8,-7,8,-9,9)

 10039   0539俱乐部
俱乐部俱乐部

俱乐部  --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3 : 0   王浩全 --   韩　辉 3:0 (7,9,9)

  唐志全 --   伏星霖 3:0 (9,3,6)  10053   0539俱乐部
俱乐部俱乐部

俱乐部  --  交行山西分行
交行山西分行交行山西分行

交行山西分行  0 : 3

  安丰达 --   王若瑞 3:0 (5,5,5)   唐志全 --   张博帆 1:3 (9,-10,-13,-7)

  杨保国 --   陈致衡 3:2 (11,9,-5,-8,9)   安丰达 --   陈　林 1:3 (5,-9,-8,-5)

 10040   交行山西分行
交行山西分行交行山西分行

交行山西分行  --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3 : 2   杨保国 --   温　泉 0:3 (-7,-4,-5)

  陈　林 --   郑　伟 0:3 (-4,-8,-5)  10054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  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  1 : 3

  张博帆 --   薛景聪 3:0 (6,2,7)   姜圭炫 --   陈首霖 3:2 (8,5,-2,-7,2)

  温　泉 --   陈翔宇 3:1 (3,9,-8,13)   王若瑞 --   王浩全 0:3 (-10,-7,-8)

  陈　林 --   薛景聪 2:3 (14,-8,-6,9,-3)   伏星霖 --   杨祚鑫 0:3 (-9,-5,-9)

  张博帆 --   郑　伟 3:1 (7,6,-9,11)   姜圭炫 --   王浩全 0:3 (-7,-8,-6)

 10041   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  --  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  2 : 3  10055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  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  1 : 3

  王浩全 --   张琪锐 0:3 (-8,-6,-5)   郑　伟 --   林　涛 0:3 (-9,-5,-6)

  陈首霖 --   楼金铠 3:1 (5,6,-5,7)   黄汉玺 --   周一川 0:3 (-8,-8,-7)

  杨祚鑫 --   郑龙涛 1:3 (-17,-9,4,-6)   薛景聪 --   李　佳 3:1 (-11,3,10,3)

  王浩全 --   楼金铠 3:0 (8,8,8)   郑　伟 --   周一川 0:3 (-3,-5,-5)

  陈首霖 --   张琪锐 1:3 (-5,-5,7,-3)  10056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  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  0 : 3

 10042   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  --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3 : 0   王　俊 --   张琪锐 2:3 (8,-8,6,-9,-5)

  林　涛 --   余新桓 3:0 (6,2,6)   余新桓 --   楼金铠 1:3 (-5,7,-7,-8)

  周一川 --   王　俊 3:0 (6,6,7)   刘明权 --   郑龙涛 1:3 (-13,-4,10,-9)

  依东升 --   刘明权 3:0 (6,4,6)  10081   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  --  0539俱乐部
俱乐部俱乐部

俱乐部  3 : 0

 10067   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  --  0539俱乐部
俱乐部俱乐部

俱乐部  3 : 1   林　涛 --   唐志全 3:0 (9,3,8)

  王浩全 --   安丰达 3:1 (-9,5,6,6)   周一川 --   安丰达 3:2 (9,-8,-9,5,4)

  陈首霖 --   唐志全 1:3 (-4,11,-8,-4)   韩　辉 --   杨保国 3:0 (5,7,5)

  杨祚鑫 --   杨保国 3:1 (-6,9,2,5)  10082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  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  1 : 3

  王浩全 --   唐志全 3:1 (-6,9,2,5)   余新桓 --   陈首霖 0:3 (-8,-9,-5)

 10068   交行山西分行
交行山西分行交行山西分行

交行山西分行  --  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  0 : 3   王　俊 --   王浩全 3:0 (8,12,9)

  张博帆 --   周一川 2:3 (7,-6,-8,4,-9)   刘明权 --   杨祚鑫 0:3 (-8,-7,-3)

  温　泉 --   林　涛 0:3 (-4,-5,-5)   余新桓 --   王浩全 0:3 (-9,-3,-8)

  陈　林 --   韩　辉 1:3 (-8,-7,12,-9)  10083   交行山西分行
交行山西分行交行山西分行

交行山西分行  --  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  2 : 3

 10069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3 : 0   张博帆 --   张琪锐 3:1 (9,5,-7,10)

  余新桓 --   王若瑞 3:2 (-9,11,-9,8,0)   陈　林 --   楼金铠 0:3 (-4,-5,-6)

  王　俊 --   姜圭炫 3:0 (8,9,5)   温　泉 --   郑龙涛 0:3 (-11,-7,-13)

  刘明权 --   陈致衡 3:2 (2,6,-9,-14,8)   张博帆 --   楼金铠 3:2 (6,-8,3,-7,4)

 10070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  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  0 : 3   陈　林 --   张琪锐 0:3 (-8,-7,-8)

  黄汉玺 --   张琪锐 2:3 (-7,10,-3,9,-5)  10084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1 : 3

  薛景聪 --   楼金铠 0:3 (-8,-7,-6)   伏星霖 --   黄汉玺 1:3 (-7,7,-11,-6)

  郑　伟 --   郑龙涛 1:3 (8,-9,-8,-6)   王若瑞 --   郑　伟 1:3 (-6,-10,6,-11)

 10097   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  --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3 : 2   陈致衡 --   薛景聪 3:2 (-9,10,9,-6,6)

  王浩全 --   黄汉玺 3:1 (9,7,-2,7)   伏星霖 --   郑　伟 1:3 (-10,-8,5,-5)

  杨祚鑫 --   薛景聪 1:3 (-7,-9,5,-8)  10095   0539俱乐部
俱乐部俱乐部

俱乐部  --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1 : 3

  陈首霖 --   郑　伟 3:0 (10,5,2)   唐志全 --   余新桓 2:3 (-8,-8,3,9,-8)

  王浩全 --   薛景聪 1:3 (-8,7,-12,-3)   安丰达 --   王　俊 3:0 (5,11,9)

  杨祚鑫 --   黄汉玺 3:0 (8,3,9)   杨保国 --   刘明权 0:3 (-8,-7,-8)

 10098   交行山西分行
交行山西分行交行山西分行

交行山西分行  --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3 : 0   唐志全 --   王　俊 0:3 (-9,-4,-6)

  张博帆 --   姜圭炫 3:0 (9,11,11)  10096   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  --  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  3 : 0

  陈　林 --   王若瑞 3:1 (12,-9,8,6)   林　涛 --   张琪锐 3:1 (7,7,-8,8)

  温　泉 --   伏星霖 3:1 (-5,6,4,9)   周一川 --   楼金铠 3:0 (5,7,5)

  依东升 --   郑龙涛 3:0 (9,9,6)

男子团体第一阶段  比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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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9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  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  3 :2  10118   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  --  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  3 :2

  张晨雨 --   郭有峰 3:0 (10,2,4)   王浩全 --   许铭典 3:0 (2,6,8)

  陈相龙 --   孟　琦 1:3 (-10,7,-9,-10)   杨祚鑫 --   刘志豪 2:3 (9,-11,-3,7,-8)

  吕　游 --   王宇航 3:0 (6,7,3)   陈首霖 --   周梓阳 3:2 (-7,-5,9,7,7)

  张晨雨 --   孟　琦 0:3 (-7,-9,-2)   王浩全 --   刘志豪 0:3 (-5,-3,-5)

  陈相龙 --   郭有峰 3:1 (9,-10,11,8)   杨祚鑫 --   许铭典 3:0 (7,10,8)

 10100   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  --  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  2 :3  10127   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  --  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  3 :1

  张天涵 --   张琪锐 2:3 (7,-9,-2,6,-3)   向　鹏 --   张琪锐 3:2 (-7,6,-9,9,3)

  包源涛 --   楼金铠 3:1 (4,7,-5,8)   王树坤 --   楼金铠 3:2 (-8,-8,4,13,8)

  方　栋 --   郑龙涛 3:0 (10,3,11)   胡俊豪 --   郑龙涛 2:3 (5,7,-6,-8,-6)

  张天涵 --   楼金铠 1:3 (-3,5,-5,-9)   向　鹏 --   楼金铠 3:0 (9,3,6)

  包源涛 --   张琪锐 2:3 (-5,10,-4,8,-10)  10129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  马鞍山飞翔
马鞍山飞翔马鞍山飞翔

马鞍山飞翔  0 :3

 10101   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  --  马鞍山飞翔
马鞍山飞翔马鞍山飞翔

马鞍山飞翔  0 :3   吕　游 --   郝思稼 0:3 (-3,-4,-6)

  王浩全 --   郝思稼 1:3 (-9,-9,7,-5)   陈相龙 --   周　旭 0:3 (-8,-6,-8)

  陈首霖 --   周　旭 0:3 (-9,-5,-7)   张晨雨 --   许　翔 1:3 (-4,9,-7,-2)

  杨祚鑫 --   许　翔 2:3 (6,-9,9,-8,-5)  10130   江西
江西江西

江西  --  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  0 :3

 10102   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  --  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  3 :2   苏炜乔 --   李鸿渐 2:3 (-10,4,-6,9,-10)

  向　鹏 --   许铭典 3:0 (6,9,1)   俞浩然 --   谢承运 0:3 (0,0,0)

  王树坤 --   刘志豪 0:3 (-7,-3,-5)   陈鑫源 --   曹鸿翔 0:3 (0,0,0)

  胡俊豪 --   周梓阳 3:1 (-5,4,10,4)  10131   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  --  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  3 :2

  向　鹏 --   刘志豪 0:3 (-9,-4,-7)   包源涛 --   杨祚鑫 3:2 (-5,-8,11,10,10)

  王树坤 --   许铭典 3:1 (5,-8,5,4)   方　栋 --   王浩全 3:2 (-5,17,7,-12,7)

 10103   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  --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3 :1   张天涵 --   陈首霖 1:3 (-8,9,-5,-10)

  林　涛 --   张智玮 3:0 (11,7,3)   包源涛 --   王浩全 2:3 (-9,9,8,-9,-6)

  周一川 --   高智斌 3:0 (4,5,7)   方　栋 --   杨祚鑫 3:2 (7,-9,-7,11,5)

  韩　辉 --   张　晨 1:3 (-8,-7,3,-3)  10132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  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  2 :3

  林　涛 --   高智斌 3:1 (7,-9,3,4)   王晨曦 --   韦权峰 3:1 (8,-5,7,9)

 10104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  江西
江西江西

江西  2 :3   万宝满 --   赛铭威 0:3 (-2,-3,-5)

  王晨曦 --   陈鑫源 3:1 (-10,2,10,5)   邵彦锟 --   张尚征 3:0 (8,5,3)

  孙　楠 --   俞浩然 0:3 (-4,-8,-6)   王晨曦 --   赛铭威 0:3 (-9,-9,-9)

  万宝满 --   苏炜乔 0:3 (-8,-9,-7)   万宝满 --   韦权峰 1:3 (-4,5,-7,-9)

  王晨曦 --   俞浩然 3:1 (-10,7,9,5)  10133   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  --  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  1 :3

  孙　楠 --   陈鑫源 0:3 (-9,-6,-16)   郭有峰 --   许铭典 3:1 (4,-6,9,10)

 10105   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  --  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  0 :3   王宇航 --   周梓阳 1:3 (12,-7,-6,-3)

  赛铭威 --   李鸿渐 1:3 (6,-11,-7,-12)   孟　琦 --   刘志豪 1:3 (8,-8,-3,-6)

  张尚征 --   谢承运 0:3 (-9,-2,-5)   郭有峰 --   周梓阳 0:3 (-10,-9,-7)

  韦权峰 --   王援哲 1:3 (-8,5,-5,-11)  10134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3 :2

 10106   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  --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3 :1   高智斌 --   余新桓 3:0 (9,9,7)

  刘思元 --   余新桓 3:0 (8,8,10)   沈　忱 --   刘明权 1:3 (-6,-8,8,-10)

  苗相仰 --   王　俊 1:3 (-8,-8,6,-6)   李方超 --   王　俊 0:3 (-8,-7,-9)

  崔明浩 --   刘明权 3:0 (8,7,9)   高智斌 --   刘明权 3:1 (-10,3,10,3)

  刘思元 --   王　俊 3:1 (9,-5,7,9)   沈　忱 --   余新桓 3:1 (9,8,-6,5)

 10113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  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  1 :3  10141   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  --  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  3 :1

  张晨雨 --   张琪锐 3:2 (8,-9,-10,7,13)   林　涛 --   胡俊豪 3:0 (9,6,6)

  陈相龙 --   楼金铠 0:3 (-2,-7,-4)   周一川 --   向　鹏 3:0 (8,9,9)

  吕　游 --   郑龙涛 0:3 (-4,-4,-16)   依东升 --   王树坤 2:3 (12,-7,-9,9,-7)

  张晨雨 --   楼金铠 0:3 (-8,-7,-4)   林　涛 --   向　鹏 3:0 (5,7,7)

 10114   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浙江一队

浙江一队  --  马鞍山飞翔
马鞍山飞翔马鞍山飞翔

马鞍山飞翔  3 :0  10142   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  --  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浙江二队

浙江二队  3 :1

  向　鹏 --   郝思稼 3:2 (8,9,-9,-10,10)   丁宏坤 --   张琪锐 3:1 (12,8,-8,9)

  王树坤 --   周　旭 3:2 (3,6,-8,-8,4)   胡嘉喻 --   楼金铠 1:3 (-4,-9,13,-10)

  胡俊豪 --   许　翔 3:1 (10,-9,6,5)   崔明浩 --   郑龙涛 3:1 (8,-12,7,6)

 10115   江西
江西江西

江西  --  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  1 :3   丁宏坤 --   楼金铠 3:1 (-7,9,9,15)

  俞浩然 --   周一川 3:0 (9,9,6)  10143   马鞍山飞翔
马鞍山飞翔马鞍山飞翔

马鞍山飞翔  --  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  3 :0

  陈鑫源 --   林　涛 0:3 (-8,-6,-4)   周　旭 --   谢承运 3:2 (7,6,-9,-8,9)

  苏炜乔 --   依东升 1:3 (-6,9,-5,-8)   郝思稼 --   王援哲 3:0 (5,6,5)

  俞浩然 --   林　涛 1:3 (-10,-6,7,-9)   许　翔 --   曹鸿翔 3:0 (4,7,8)

 10116   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  --  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北京六十六中

北京六十六中  3 :0  10144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  江西
江西江西

江西  0 :3

  刘思元 --   李鸿渐 3:1 (12,8,-7,5)   陈相龙 --   苏炜乔 0:3 (-4,-4,-6)

  崔明浩 --   王援哲 3:2 (7,-4,13,-9,3)   吕　游 --   陈鑫源 0:3 (-9,-13,-5)

  丁宏坤 --   谢承运 3:0 (5,9,9)   张晨雨 --   俞浩然 0:3 (-1,-8,-7)

 10117   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  --  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  3 :1  10145   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浙江三队

浙江三队  --  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  3 :0

  包源涛 --   王宇航 3:0 (6,6,5)   包源涛 --   韦权峰 3:1 (7,8,-9,8)

  方　栋 --   孟　琦 3:2 (-10,9,-9,12,5)   方　栋 --   王翱翔 3:0 (9,6,8)

  张天涵 --   郭有峰 1:3 (-7,-14,5,-8)   张天涵 --   张尚征 3:0 (6,4,6)

  包源涛 --   孟　琦 3:2 (6,-10,-9,11,9)  10146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  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长春地铁一队

长春地铁一队  3 :0

 10120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  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陕西省体校

陕西省体校  0 :3   王晨曦 --   王浩全 3:0 (4,3,5)

  余新桓 --   韦权峰 2:3 (-11,9,9,-9,-4)   万宝满 --   杨祚鑫 3:0 (8,7,5)

  王　俊 --   赛铭威 0:3 (-8,-4,-5)   邵彦锟 --   陈首霖 3:0 (6,5,2)

  刘明权 --   王翱翔 0:3 (-7,-9,-4)  10147   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深圳市深大一队

深圳市深大一队  --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2 :3

 10128   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沈阳水务

沈阳水务  --  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无锡惠钧李惠芬

无锡惠钧李惠芬  3 :0   周梓阳 --   沈　忱 3:1 (-4,8,9,10)

  林　涛 --   刘思元 3:1 (6,11,-8,5)   许铭典 --   高智斌 1:3 (-7,6,-2,-11)

  周一川 --   崔明浩 3:0 (2,14,7)   刘志豪 --   张　晨 0:3 (-8,-7,-9)

  依东升 --   丁宏坤 3:1 (7,-7,7,8)   周梓阳 --   高智斌 3:0 (8,7,2)

 10119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2 :3   许铭典 --   沈　忱 2:3 (6,-14,5,-8,-3)

  李方超 --   万宝满 1:3 (-9,-8,6,-10)  10148   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黑龙江全利

黑龙江全利  --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1 :3

  张智玮 --   王晨曦 0:3 (-9,-7,-2)   郭有峰 --   余新桓 0:3 (-5,-6,-9)

  张　晨 --   孙　楠 3:0 (7,7,7)   王宇航 --   王　俊 3:0 (8,7,9)

  李方超 --   王晨曦 3:0 (6,5,9)   孟　琦 --   刘明权 0:3 (-6,-8,-7)

  张智玮 --   万宝满 0:3 (-9,-7,-6)   郭有峰 --   王　俊 0:3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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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7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3 :2  10135   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  --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1 :3

  闻一茗 --   陈翔宇 3:0 (8,9,7)   舒　洵 --   李于民 3:0 (7,5,8)

  王健琳 --   郑　伟 3:2 (-11,7,6,-9,7)   李　辉 --   段文鑫 2:3 (-11,10,-6,7,-7)

  李鹤成 --   黄汉玺 2:3 (9,-7,8,-9,-11)   何化雨 --   吴启明 1:3 (-13,10,-10,-8)

  闻一茗 --   郑　伟 1:3 (6,-8,-9,-7)   舒　洵 --   段文鑫 0:3 (-10,-7,-5)

  王健琳 --   陈翔宇 3:0 (7,10,9)  10136   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  --  河南范县
河南范县河南范县

河南范县  1 :3

 10108   0539俱乐部
俱乐部俱乐部

俱乐部  --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3 :0   陈奕飞 --   田昊远 3:1 (-8,8,7,9)

  唐志全 --   刘泽奥 3:0 (5,8,9)   张铭宇 --   尹一夫 1:3 (-9,4,-9,-13)

  安丰达 --   韩德泉 3:0 (9,5,4)   程　睿 --   高旭光 1:3 (-10,8,-9,-8)

  杨保国 --   张　升 3:1 (7,8,-4,11)   陈奕飞 --   尹一夫 1:3 (-10,8,-5,-7)

 10109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3 :0  10137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  0539俱乐部
俱乐部俱乐部

俱乐部  3 :1

  李于民 --   姜圭炫 3:0 (10,8,5)   闻一茗 --   杨保国 3:2 (-9,11,6,-9,6)

  段文鑫 --   陈致衡 3:0 (7,10,8)   李鹤成 --   安丰达 3:2 (-11,9,8,-4,9)

  吴启明 --   王若瑞 3:0 (5,2,2)   王健琳 --   唐志全 2:3 (-5,3,-3,8,-5)

 10110   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  --  交行山西分行
交行山西分行交行山西分行

交行山西分行  3 :2   闻一茗 --   安丰达 3:1 (-10,11,6,9)

  张铭宇 --   陈　林 1:3 (8,-9,-9,-9)  10138   郑州十四中栋梁
郑州十四中栋梁郑州十四中栋梁

郑州十四中栋梁  --  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  0 :3

  陈奕飞 --   温　泉 3:0 (10,9,8)   张华威 --   张　弛 0:3 (-8,-11,-9)

  程　睿 --   张博帆 0:3 (-6,-6,-3)   徐　搏 --   杜金威 0:3 (-10,-4,-8)

  张铭宇 --   温　泉 3:2 (8,13,-7,-7,9)   侯锦祥 --   邹存昊 0:3 (-4,-8,-8)

  陈奕飞 --   陈　林 3:0 (9,6,7)  10139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0 :3

 10111   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  --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3 :0   薛景聪 --   刘泽奥 0:3 (-3,-5,-5)

  杜金威 --   孙　然 3:0 (3,6,7)   黄汉玺 --   韩德泉 2:3 (-11,-7,10,9,-9)

  张　弛 --   黎文武 3:2 (7,-7,7,-10,8)   陈翔宇 --   张　升 1:3 (-3,-7,5,-4)

  邹存昊 --   周俊霖 3:1 (-11,8,3,10)  10150   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  --  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  3 :0

 10112   郑州十四中栋梁
郑州十四中栋梁郑州十四中栋梁

郑州十四中栋梁  --  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  3 :1   陈奕飞 --   何化雨 3:0 (9,1,9)

  张华威 --   熊梦阳 3:0 (4,9,3)   张铭宇 --   舒　洵 3:0 (11,5,4)

  高　楠 --   张惟龙 0:3 (-10,-7,-8)   程　睿 --   李　辉 3:0 (11,5,7)

  徐　搏 --   汤云棚 3:1 (-11,7,8,9)  10151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  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  0 :3

  张华威 --   张惟龙 3:0 (7,4,7)   闻一茗 --   张　弛 1:3 (-5,-4,7,-5)

 10121   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  --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3 :0   王健琳 --   付　禹 0:3 (-9,-7,-3)

  何化雨 --   李鹤成 3:2 (9,-7,-6,4,9)   李鹤成 --   杜金威 0:3 (-2,-4,-7)

  李　辉 --   王健琳 3:0 (7,8,2)  10153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  交行山西分行
交行山西分行交行山西分行

交行山西分行  3 :0

  舒　洵 --   闻一茗 3:2 (1,-5,11,-7,12)   张　升 --   温　泉 3:0 (6,8,6)

 10122   0539俱乐部
俱乐部俱乐部

俱乐部  --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1 :3   刘泽奥 --   张博帆 3:0 (9,6,8)

  安丰达 --   李于民 1:3 (-6,9,-8,-7)   韩德泉 --   陈　林 3:0 (6,12,10)

  杨保国 --   段文鑫 1:3 (9,-6,-6,-6)  10154   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武汉宏大

武汉宏大  --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重庆乒乓球队三队  0 :3

  唐志全 --   吴启明 3:0 (4,11,4)   张惟龙 --   黄汉玺 0:3 (-13,-7,-4)

  安丰达 --   段文鑫 2:3 (-7,-6,3,6,-6)   熊梦阳 --   郑　伟 1:3 (-7,8,-4,-14)

 10123   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内蒙古球管中心

内蒙古球管中心  --  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山东鲁能乒校

山东鲁能乒校  1 :3   汤云棚 --   薛景聪 1:3 (-4,-8,7,-5)

  张　弛 --   张铭宇 0:3 (-6,-8,-6)

  杜金威 --   陈奕飞 0:3 (-7,-8,-4)

  邹存昊 --   程　睿 3:2 (-11,-4,7,9,9)

  张　弛 --   陈奕飞 2:3 (-9,-7,12,1,-9)

 10124   郑州十四中栋梁
郑州十四中栋梁郑州十四中栋梁

郑州十四中栋梁  --  河南范县
河南范县河南范县

河南范县  1 :3

  张华威 --   田昊远 3:1 (-11,5,1,6)

  吉仕林 --   尹一夫 0:3 (-4,-8,-6)

  高　楠 --   高旭光 2:3 (-8,9,6,-13,-5)

  张华威 --   尹一夫 0:3 (-5,-9,-9)

 10125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正定训练基地二队  --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3 :2

  刘泽奥 --   王若瑞 1:3 (-10,-5,9,-7)

  韩德泉 --   姜圭炫 3:0 (7,11,7)

  张　升 --   伏星霖 1:3 (-6,5,-6,-10)

  刘泽奥 --   姜圭炫 3:1 (3,11,-5,2)

  韩德泉 --   王若瑞 3:1 (10,9,-10,5)

 10126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  交行山西分行
交行山西分行交行山西分行

交行山西分行  1 :3

  黎文武 --   陈　林 3:2 (6,-5,8,-7,8)

  孙　然 --   张博帆 1:3 (6,-6,-6,-9)

  周俊霖 --   温　泉 2:3 (10,-7,-7,8,-6)

  黎文武 --   张博帆 0:3 (-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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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1   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  --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3 : 1  20017   湖北
湖北湖北

湖北  --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1 : 3

  黄　婧 --   李　玥 0:3 (-9,-9,-9)   毕长娟 --   黄晓杰 3:1 (6,5,-5,6)

  张随莎 --   洪　瑶 3:2 (5,9,-5,-8,4)   吴春晖 --   李　玥 0:3 (-7,-8,-6)

  钟　慧 --   唐　颖 3:0 (5,6,7)   张　纯 --   唐　颖 0:3 (-7,-8,-3)

  黄　婧 --   洪　瑶 3:1 (8,-6,6,6)   毕长娟 --   李　玥 0:3 (-9,-6,-8)

 20003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  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  3 : 2  20004   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  --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2 : 3

  谢春晓 --   张歆悦 3:2 (9,6,-10,-8,8)   王栩嘉 --   刘胡幸子 1:3 (6,-6,-14,-6)

  卫　蒙 --   王彦棋 0:3 (-6,-9,-10)   钱皓欣 --   冯　超 3:2 (9,-8,-3,6,9)

  曾秋雨 --   常宇彤 3:0 (7,7,8)   姚宜宜 --   李泓颖 0:3 (-7,-8,-5)

  谢春晓 --   王彦棋 1:3 (2,-7,-15,-9)   王栩嘉 --   冯　超 3:0 (13,8,7)

  卫　蒙 --   张歆悦 3:1 (10,-7,7,7)   钱皓欣 --   刘胡幸子 1:3 (-8,-8,12,-4)

 20002   湖北
湖北湖北

湖北  --  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  3 : 0  20018   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  --  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  0 : 3

  毕长娟 --   尹芷茵 3:0 (4,6,10)   王彦棋 --   黄　婧 0:3 (-8,-3,-9)

  张　依 --   卢斯琪 3:0 (10,8,9)   张歆悦 --   张随莎 0:3 (-10,-5,-6)

  张　纯 --   王亿林 3:0 (2,13,3)   常宇彤 --   钟　慧 0:3 (-2,-9,-10)

 20019   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  --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1 : 3  20020   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  --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1 : 3

  卢斯琪 --   冯　超 0:3 (-2,-4,-7)   王栩嘉 --   谢春晓 1:3 (-7,-3,9,-10)

  王亿林 --   刘胡幸子 0:3 (-5,-8,-11)   姚宜宜 --   曾秋雨 2:3 (-5,11,-10,7,-11)

  汪钰琪 --   李泓颖 3:0 (8,10,12)   钱皓欣 --   卫　蒙 3:2 (-8,6,-6,13,6)

  卢斯琪 --   刘胡幸子 0:3 (-7,-6,-5)   王栩嘉 --   曾秋雨 1:3 (8,-7,-7,-4)

 20033   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  --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0 : 3  20035   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  --  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  3 : 0

  王彦棋 --   李　玥 0:3 (-8,-9,-5)   张随莎 --   姚宜宜 3:0 (3,5,4)

  张歆悦 --   洪　瑶 1:3 (7,-4,-7,-7)   黄　婧 --   钱皓欣 3:0 (1,5,10)

  常宇彤 --   唐　颖 0:3 (-5,-3,-7)   钟　慧 --   王栩嘉 3:0 (12,8,8)

 20034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  湖北
湖北湖北

湖北  3 : 2  20049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2 : 3

  冯　超 --   张　依 3:1 (5,3,-7,7)   冯　超 --   唐　颖 3:1 (12,-11,6,7)

  刘胡幸子 --   毕长娟 3:1 (2,-6,7,10)   刘胡幸子 --   李　玥 0:3 (-6,-9,-6)

  李泓颖 --   张　纯 1:3 (-11,8,-13,-10)   李泓颖 --   黄晓杰 3:1 (-13,7,5,4)

  冯　超 --   毕长娟 1:3 (6,-9,-8,-6)   冯　超 --   李　玥 0:3 (-10,-4,-8)

  刘胡幸子 --   张　依 3:2 (6,-11,5,-9,8)   刘胡幸子 --   唐　颖 1:3 (9,-5,-6,-11)

 20036   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  --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0 : 3  20052   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  --  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  0 : 3

  尹芷茵 --   谢春晓 1:3 (7,-5,-8,-5)   卢斯琪 --   张随莎 0:3 (-8,-7,-4)

  王亿林 --   曾秋雨 0:3 (-2,-6,-6)   王亿林 --   黄　婧 0:3 (-3,-5,-2)

  汪钰琪 --   卫　蒙 2:3 (-5,4,-6,8,-9)   尹芷茵 --   钟　慧 2:3 (5,-5,-9,6,-2)

 20050   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  --  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  3 : 1  20051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  湖北
湖北湖北

湖北  3 : 1

  王彦棋 --   钱皓欣 2:3 (7,-7,-9,6,-12)   曾秋雨 --   张　纯 3:2 (-12,7,-4,4,5)

  张歆悦 --   姚宜宜 3:2 (7,-8,7,-5,10)   谢春晓 --   毕长娟 2:3 (8,12,-2,-7,-9)

  常宇彤 --   王栩嘉 3:2 (2,-8,9,-6,7)   卫　蒙 --   吴春晖 3:0 (3,4,4)

  王彦棋 --   姚宜宜 3:1 (6,5,-11,9)   曾秋雨 --   毕长娟 3:1 (-5,10,7,11)

 20065   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  --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0 : 3  20067   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  --  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  0 : 3

  钱皓欣 --   李　玥 0:3 (-9,-7,-11)   王亿林 --   张歆悦 0:3 (-15,-11,-6)

  姚宜宜 --   洪　瑶 0:3 (-2,-4,-8)   尹芷茵 --   王彦棋 0:3 (-8,-8,-9)

  王栩嘉 --   唐　颖 2:3 (6,8,-9,-8,-7)   汪钰琪 --   常宇彤 1:3 (-7,-8,8,-4)

 20066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3 : 2  20082   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  --  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  2 : 3

  刘胡幸子 --   谢春晓 3:2 (-6,14,-10,6,6)   姚宜宜 --   汪钰琪 2:3 (-9,10,7,-6,-3)

  冯　超 --   曾秋雨 2:3 (-9,8,6,-8,-8)   钱皓欣 --   王亿林 3:1 (-9,6,4,5)

  李泓颖 --   卫　蒙 0:3 (-10,-10,-11)   王栩嘉 --   尹芷茵 3:1 (7,-7,10,3)

  刘胡幸子 --   曾秋雨 3:2 (5,-9,11,-3,12)   姚宜宜 --   王亿林 2:3 (-9,7,11,-6,-10)

  冯　超 --   谢春晓 3:0 (6,9,8)   钱皓欣 --   汪钰琪 1:3 (8,-5,-8,-9)

 20068   湖北
湖北湖北

湖北  --  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  0 : 3  20081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0 : 3

  毕长娟 --   张随莎 1:3 (5,-9,-3,-4)   曾秋雨 --   李　玥 1:3 (-10,-8,7,-7)

  张　依 --   黄　婧 0:3 (-4,-5,-4)   谢春晓 --   洪　瑶 0:3 (-8,-6,-7)

  张　纯 --   钟　慧 0:3 (-3,-7,-7)   卫　蒙 --   唐　颖 1:3 (-5,-8,3,-10)

 20084   湖北
湖北湖北

湖北  --  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  3 : 1  20097   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  --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1 : 3

  毕长娟 --   张歆悦 2:3 (8,6,-6,-8,-9)   王亿林 --   黎泽仪 3:0 (11,2,9)

  张　依 --   王彦棋 3:2 (-7,8,-9,3,6)   汪钰琪 --   唐　颖 0:3 (-5,-7,-7)

  张　纯 --   常宇彤 3:2 (4,10,-10,-8,11)   尹芷茵 --   黄晓杰 0:3 (-10,-9,-7)

  毕长娟 --   王彦棋 3:0 (7,8,5)   王亿林 --   唐　颖 2:3 (9,-2,5,-4,-5)

 20083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  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  0 : 3  20098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  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  0 : 3

  刘胡幸子 --   张随莎 1:3 (-7,-6,3,-7)   曾秋雨 --   张随莎 0:3 (-8,-5,-5)

  冯　超 --   黄　婧 0:3 (-6,-6,-7)   谢春晓 --   黄　婧 0:3 (-6,-7,-5)

  李泓颖 --   钟　慧 0:3 (-6,-8,-6)   卫　蒙 --   钟　慧 0:3 (-8,-6,-6)

 20099   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  --  湖北
湖北湖北

湖北  2 : 3  20100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  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  3 : 0

  姚宜宜 --   张　依 2:3 (-10,-8,7,6,-8)   冯　超 --   张歆悦 3:0 (4,11,5)

  钱皓欣 --   毕长娟 0:3 (-8,-5,-6)   刘胡幸子 --   王彦棋 3:0 (5,7,9)

  王栩嘉 --   吴春晖 3:2 (10,-9,8,-7,7)   李泓颖 --   常宇彤 3:1 (-8,9,9,4)

  姚宜宜 --   毕长娟 3:2 (5,-9,6,-10,6)

  钱皓欣 --   张　依 2:3 (-3,6,-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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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5   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  --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3 : 2  20021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3 : 0

  李若桐 --   刘　颖 0:3 (-3,-8,-9)   秦　欢 --   刘　颖 3:0 (7,10,7)

  朱晓燕 --   蒋昊美含 3:0 (2,4,4)   陈思晓 --   蒋昊美含 3:0 (5,5,6)

  何嘉琪 --   王艺珏 2:3 (7,-11,5,-11,-6)   辜兰稀 --   王艺珏 3:0 (8,4,5)

  李若桐 --   蒋昊美含 3:0 (8,10,6)  20022   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  --  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  2 : 3

  朱晓燕 --   刘　颖 3:0 (3,6,5)   王妍晴 --   朱晓燕 1:3 (-4,5,-5,-3)

 20006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2 : 3   刘艺桐 --   李若桐 0:3 (-6,-9,-9)

  杨行果 --   陈思晓 3:1 (2,-8,3,8)   刘韵姗 --   何嘉琪 3:0 (3,6,8)

  李英博 --   秦　欢 1:3 (3,-9,-9,-9)   王妍晴 --   李若桐 3:1 (10,-8,9,6)

  周思彤 --   辜兰稀 1:3 (-8,9,-7,-6)   刘艺桐 --   朱晓燕 0:3 (-6,-11,-12)

  杨行果 --   秦　欢 3:0 (10,7,7)  20023   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  --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1 : 3

  李英博 --   陈思晓 1:3 (-7,10,-6,-9)   许　帆 --   周思彤 3:0 (8,5,5)

 20007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  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  3 : 1   徐闻宏 --   杨行果 2:3 (7,-7,6,-6,-9)

  梁家怡 --   王妍晴 3:1 (9,-5,9,7)   杨艺彤 --   李英博 1:3 (11,-11,-12,-9)

  杨泽慧 --   刘艺桐 3:1 (-8,6,5,8)   许　帆 --   杨行果 0:3 (-4,-9,-6)

  王一晗 --   刘韵姗 2:3 (11,-6,-8,11,-9)  20024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3 : 0

  梁家怡 --   刘艺桐 3:0 (8,8,8)   黄臻岱 --   杨泽慧 3:1 (17,-7,8,8)

 20008   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  --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0 : 3   张卉晴 --   梁家怡 3:0 (9,3,10)

  杨艺彤 --   张卉晴 0:3 (-5,-11,-6)   李梓菁 --   王一晗 3:1 (-7,9,10,8)

  许　帆 --   黄臻岱 1:3 (-6,9,-4,-6)  20037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  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  1 : 3

  徐闻宏 --   李梓菁 1:3 (-7,-5,12,-7)   蒋昊美含 --   刘韵姗 1:3 (6,-9,-11,-6)

 20053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  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  0 : 3   刘　颖 --   王妍晴 3:2 (-3,7,-6,10,9)

  蒋昊美含 --   杨艺彤 1:3 (-5,6,-6,-6)   王艺珏 --   刘艺桐 0:3 (-10,-5,-7)

  刘　颖 --   许　帆 0:3 (-8,-6,-11)   蒋昊美含 --   王妍晴 0:3 (-12,-7,-6)

  王艺珏 --   徐闻宏 0:3 (-5,-9,-6)  20038   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  --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1 : 3

 20054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  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  3 : 0   许　帆 --   陈思晓 0:3 (-8,-5,-7)

  黄臻岱 --   刘韵姗 3:2 (3,-8,-5,11,5)   徐闻宏 --   秦　欢 3:1 (10,13,-8,10)

  张卉晴 --   王妍晴 3:0 (11,3,2)   郭　悦 --   辜兰稀 0:3 (-2,-9,-7)

  李梓菁 --   刘艺桐 3:2 (-6,9,-10,14,9)   许　帆 --   秦　欢 2:3 (5,8,-13,-6,-3)

 20055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0 : 3  20039   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  --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3 : 1

  梁家怡 --   陈思晓 0:3 (-8,-5,-6)   李若桐 --   张卉晴 3:0 (3,8,7)

  杨泽慧 --   秦　欢 2:3 (9,-9,-2,4,-6)   朱晓燕 --   黄臻岱 3:0 (8,7,11)

  王一晗 --   辜兰稀 0:3 (-5,-11,-7)   何嘉琪 --   李梓菁 0:3 (-7,-9,-8)

 20056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  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  2 : 3   李若桐 --   黄臻岱 3:2 (5,-7,5,-9,6)

  杨行果 --   朱晓燕 0:3 (-4,-5,-10)  20040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3 : 1

  李英博 --   李若桐 0:3 (-4,-5,-7)   杨泽慧 --   李英博 3:1 (-3,4,5,6)

  周思彤 --   何嘉琪 3:1 (-9,7,7,8)   梁家怡 --   杨行果 3:0 (8,6,10)

  杨行果 --   李若桐 3:2 (7,7,-4,-3,11)   王一晗 --   周思彤 1:3 (7,-7,-8,-10)

  李英博 --   朱晓燕 0:3 (-9,-6,-5)   杨泽慧 --   杨行果 3:1 (10,8,-6,8)

 20069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3 : 0  20085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0 : 3

  黄臻岱 --   刘　颖 3:2 (-8,6,4,-8,8)   蒋昊美含 --   杨泽慧 0:3 (-6,-8,-7)

  张卉晴 --   蒋昊美含 3:2 (6,1,-9,-8,10)   刘　颖 --   梁家怡 0:3 (-6,-10,-5)

  李梓菁 --   王艺珏 3:0 (5,7,5)   王艺珏 --   王一晗 1:3 (-10,9,-5,-7)

 20070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  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  3 : 0  20086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0 : 3

  梁家怡 --   许　帆 3:0 (4,9,4)   杨行果 --   张卉晴 2:3 (9,10,-10,-8,-10)

  杨泽慧 --   徐闻宏 3:1 (10,-5,6,5)   李英博 --   黄臻岱 1:3 (-7,7,-10,-5)

  王一晗 --   郭　悦 3:2 (6,-9,8,-10,4)   周思彤 --   李梓菁 2:3 (-10,-5,8,7,-11)

 20071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  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  2 : 3  20087   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  --  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  1 : 3

  杨行果 --   刘艺桐 3:2 (6,-9,-3,8,10)   许　帆 --   朱晓燕 0:3 (-4,-4,-8)

  周思彤 --   王妍晴 2:3 (-7,-8,5,5,-6)   杨艺彤 --   李若桐 0:3 (-8,-6,-8)

  李英博 --   刘韵姗 0:3 (-8,-8,-5)   徐闻宏 --   何嘉琪 3:0 (8,5,6)

  杨行果 --   王妍晴 3:1 (8,9,-7,8)   许　帆 --   李若桐 1:3 (6,-6,-8,-7)

  周思彤 --   刘艺桐 2:3 (-12,-11,6,9,-9)  20088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  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  1 : 3

 20072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  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  2 : 3   秦　欢 --   刘艺桐 3:0 (8,16,8)

  秦　欢 --   朱晓燕 0:3 (-7,-9,-10)   陈思晓 --   王妍晴 1:3 (-7,6,-9,-9)

  陈思晓 --   李若桐 3:0 (8,8,10)   辜兰稀 --   刘韵姗 1:3 (-9,5,-6,-10)

  辜兰稀 --   何嘉琪 3:2 (-7,6,-10,7,4)   秦　欢 --   王妍晴 2:3 (9,7,-4,-5,-6)

  秦　欢 --   李若桐 1:3 (-9,8,-8,-6)

  陈思晓 --   朱晓燕 0:3 (-7,-7,-1)

 20101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0 : 3  20103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0 : 3

  蒋昊美含 --   李英博 1:3 (2,-9,-4,-3)   陈思晓 --   张卉晴 0:3 (-6,-4,-7)

  王艺珏 --   杨行果 1:3 (-3,9,-9,-7)   秦　欢 --   黄臻岱 2:3 (-9,8,9,-8,-6)

  刘　颖 --   周思彤 2:3 (-7,9,-4,4,-4)   辜兰稀 --   李梓菁 0:3 (-4,-4,-6)

 20102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  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  3 : 2  20104   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  --  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  3 : 2

  梁家怡 --   何嘉琪 3:0 (8,2,7)   徐闻宏 --   刘韵姗 3:1 (8,9,-8,8)

  杨泽慧 --   李若桐 1:3 (-8,6,-8,-4)   许　帆 --   王妍晴 1:3 (-5,-6,5,-10)

  王一晗 --   朱晓燕 0:3 (-6,-6,-14)   杨艺彤 --   刘艺桐 3:2 (-7,-7,7,6,6)

  梁家怡 --   李若桐 3:1 (10,4,-8,5)   徐闻宏 --   王妍晴 0:3 (-2,-3,-11)

  杨泽慧 --   何嘉琪 3:1 (-26,9,6,2)   许　帆 --   刘韵姗 3:0 (12,9,10)

女子团体第一阶段  比赛成绩

B  组
组组

组 B  组
组组

组



 20009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  浙江队
浙江队浙江队

浙江队  1 : 3  20025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1 : 3

  李迎迎 --   陈俊彰 3:2 (6,3,-8,-12,8)   曹茗然 --   刘宇凯 2:3 (9,-11,6,-7,-6)

  刘宇凯 --   王锶敏 0:3 (-9,-5,-4)   马舒彤 --   李迎迎 0:3 (-6,-6,-1)

  王亚文 --   徐也婷 1:3 (-5,8,-8,-12)   陈旭阳 --   王亚文 3:0 (0,0,0)

  李迎迎 --   王锶敏 2:3 (-9,8,-7,6,-8)   曹茗然 --   李迎迎 2:3 (-14,-9,9,4,-11)

 20010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  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  0 : 3  20026   浙江队
浙江队浙江队

浙江队  --  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  3 : 0

  曹茗然 --   戴睿儿 1:3 (-11,5,-9,-9)   王锶敏 --   张闻珈 3:1 (-7,8,3,7)

  马舒彤 --   靳胜男 0:3 (-2,-6,-6)   陈俊彰 --   王一朵 3:2 (-8,-8,9,12,10)

  陈旭阳 --   陈姝婷 2:3 (7,-5,-7,10,-9)   徐也婷 --   李欣惠 3:2 (4,-9,-16,6,10)

 20011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  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  3 : 0  20027   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  --  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  1 : 3

  唐　颖 --   张闻珈 3:0 (2,8,7)   黎　露 --   戴睿儿 3:0 (13,10,8)

  赵一凡 --   王一朵 3:1 (5,5,-10,6)   甄　琦 --   靳胜男 0:3 (-9,-7,-8)

  吴旭灵 --   李欣惠 3:0 (8,5,4)   顾丹青 --   陈姝婷 0:3 (-12,-3,-1)

 20012   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  --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0 : 3   黎　露 --   靳胜男 0:3 (-8,-8,-4)

  顾丹青 --   王立立 0:3 (-2,-5,-4)  20028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0 : 3

  甄　琦 --   何湛然 0:3 (-5,-7,-5)   何湛然 --   吴旭灵 0:3 (-9,-6,-6)

  黎　露 --   杜晶晶 0:3 (-6,-12,-4)   王立立 --   唐　颖 0:3 (-6,-9,-8)

 20041   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  --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1 : 3   杜晶晶 --   赵一凡 0:3 (-7,-9,-8)

  王一朵 --   刘宇凯 1:3 (6,-7,-9,-5)  20057   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  --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2 : 3

  张闻珈 --   李迎迎 0:3 (-6,-7,-5)   甄　琦 --   刘宇凯 3:1 (12,6,-9,6)

  李欣惠 --   王亚文 3:0 (0,0,0)   黎　露 --   李迎迎 0:3 (-9,-11,-5)

  王一朵 --   李迎迎 2:3 (9,-6,-8,10,-7)   顾丹青 --   3:0 (0,0,0)

 20042   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  --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3 : 1   甄　琦 --   李迎迎 0:3 (-5,-8,-4)

  黎　露 --   陈旭阳 3:0 (5,6,6)   黎　露 --   刘宇凯 2:3 (-9,10,-7,8,-8)

  甄　琦 --   曹茗然 2:3 (-5,5,6,-9,-8)  20058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  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  3 : 1

  顾丹青 --   马舒彤 3:2 (-11,-7,6,11,5)   何湛然 --   李欣惠 3:0 (3,4,3)

  黎　露 --   曹茗然 3:2 (-12,-8,7,8,9)   杜晶晶 --   张闻珈 1:3 (5,-9,-8,-12)

 20043   浙江队
浙江队浙江队

浙江队  --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1 : 3   王立立 --   王一朵 3:1 (4,3,-7,8)

  王锶敏 --   王立立 3:1 (10,6,-5,9)   何湛然 --   张闻珈 3:0 (7,5,1)

  陈俊彰 --   何湛然 0:3 (-6,-3,-5)  20059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3 : 0

  徐也婷 --   杜晶晶 0:3 (-9,-7,-10)   唐　颖 --   陈旭阳 3:0 (3,7,4)

  王锶敏 --   何湛然 1:3 (-8,-5,6,-7)   李文钧 --   曹茗然 3:1 (-8,9,6,13)

 20044   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  --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1 : 3   吴旭灵 --   马舒彤 3:0 (4,7,4)

  靳胜男 --   吴旭灵 3:1 (7,-10,7,9)  20060   浙江队
浙江队浙江队

浙江队  --  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  0 : 3

  戴睿儿 --   唐　颖 0:3 (-8,-7,-4)   陈俊彰 --   戴睿儿 1:3 (-5,-9,7,-7)

  陈姝婷 --   赵一凡 0:3 (-7,-5,-5)   王锶敏 --   靳胜男 0:3 (-8,-8,-3)

  靳胜男 --   唐　颖 1:3 (-9,9,-5,-5)   徐也婷 --   陈姝婷 1:3 (-9,-9,6,-13)

 20073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3 : 0  20089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0 : 3

  何湛然 --   刘宇凯 3:0 (5,8,5)   李迎迎 --   赵一凡 2:3 (10,-2,7,-6,-7)

  王立立 --   李迎迎 3:2 (5,4,-6,-7,10)   刘宇凯 --   唐　颖 0:3 (-5,-1,-5)

  杜晶晶 --   3:0 (0,0,0)   --   吴旭灵 0:3 (0,0,0)

 20074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  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  3 : 0  20090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  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  3 : 2

  唐　颖 --   黎　露 3:0 (4,3,5)   何湛然 --   戴睿儿 3:0 (11,4,7)

  邸昱祺 --   甄　琦 3:0 (5,6,9)   王立立 --   靳胜男 1:3 (11,-6,-9,-5)

  赵一凡 --   顾丹青 3:0 (6,5,5)   杜晶晶 --   陈姝婷 3:1 (4,-8,1,6)

 20075   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  --  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  3 : 0   何湛然 --   靳胜男 2:3 (-9,-6,7,7,-10)

  靳胜男 --   王一朵 3:0 (6,7,3)   王立立 --   戴睿儿 3:1 (6,-6,4,9)

  戴睿儿 --   张闻珈 3:1 (8,15,-9,7)  20091   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  --  浙江队
浙江队浙江队

浙江队  3 : 1

  陈姝婷 --   李欣惠 3:0 (4,8,2)   黎　露 --   陈俊彰 3:0 (9,11,5)

 20092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  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  2 : 3   甄　琦 --   王锶敏 0:3 (-11,-7,-5)

  陈旭阳 --   王一朵 3:1 (-9,10,9,6)   顾丹青 --   徐也婷 3:2 (-12,12,10,-4,11)

  曹茗然 --   张闻珈 1:3 (-2,5,-9,-8)   黎　露 --   王锶敏 3:1 (3,-4,7,9)

  马舒彤 --   李欣惠 1:3 (-9,3,-6,-12)  20076   浙江队
浙江队浙江队

浙江队  --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3 : 0

  陈旭阳 --   张闻珈 3:1 (-4,8,8,5)   王锶敏 --   陈旭阳 3:1 (8,8,-7,14)

  曹茗然 --   王一朵 1:3 (-9,-8,4,-9)   陈俊彰 --   曹茗然 3:1 (-9,7,11,8)

 20105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  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  1 : 3   徐也婷 --   马舒彤 3:2 (-6,-9,10,7,9)

  李迎迎 --   戴睿儿 3:1 (-9,9,8,10)  20106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  浙江队
浙江队浙江队

浙江队  3 : 0

  刘宇凯 --   靳胜男 0:3 (-10,-8,-11)   唐　颖 --   陈俊彰 3:0 (5,5,5)

  --   陈姝婷 0:3 (0,0,0)   吴旭灵 --   王锶敏 3:0 (4,6,3)

  李迎迎 --   靳胜男 0:3 (-6,-4,-9)   李文钧 --   徐也婷 3:1 (-8,9,10,8)

 20107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3 : 0  20108   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  --  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  0 : 3

  何湛然 --   曹茗然 3:0 (4,6,11)   黎　露 --   张闻珈 2:3 (8,-5,10,-5,-9)

  王立立 --   陈旭阳 3:2 (5,7,-14,-7,9)   甄　琦 --   王一朵 0:3 (-7,-10,-9)

  杜晶晶 --   马舒彤 3:1 (5,5,-9,8)   顾丹青 --   李欣惠 1:3 (-6,9,-9,-6)

女子团体第一阶段  比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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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3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  0539俱乐部
俱乐部俱乐部

俱乐部  3 : 1  20029   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  --  0539俱乐部
俱乐部俱乐部

俱乐部  3 : 1

  赵麟庆 --   王　曦 3:0 (6,4,10)   李　赟 --   王　曦 0:3 (-5,-7,-2)

  王怡诺 --   李姝颖 1:3 (-6,-6,9,-7)   毕彤歆 --   李姝颖 3:2 (-11,9,-11,4,4)

  高钰涵 --   鲁韦伽 3:2 (8,-3,12,-6,9)   胡薏柠铧 --   鲁韦伽 3:0 (7,6,8)

  赵麟庆 --   李姝颖 3:0 (6,9,7)   李　赟 --   李姝颖 3:1 (-3,13,12,7)

 20014   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  --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  0 : 3  20030   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  --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1 : 3

  李　赟 --   祖　丽 2:3 (-5,-4,4,6,-9)   屈怡楠 --   王怡诺 0:3 (-6,-7,-5)

  毕彤歆 --   鲜　艳 1:3 (-5,-5,9,-3)   罗义林 --   赵麟庆 0:3 (-6,-7,-1)

  胡薏柠铧 --   刘盛佳 0:3 (-5,-4,-5)   王雅琦 --   高钰涵 3:1 (-11,5,3,9)

 20015   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  --  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  3 : 0   屈怡楠 --   赵麟庆 0:3 (-5,-5,-4)

  张　爽 --   罗义林 3:0 (6,9,7)  20031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  --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3 : 0

  杨丽萍 --   屈怡楠 3:1 (4,4,-4,4)   鲜　艳 --   张崟渝 3:0 (9,7,10)

  季　瑶 --   王雅琦 3:1 (4,11,-6,10)   祖　丽 --   李玲锐 3:2 (6,10,-6,-8,15)

 20016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3 : 1   李彦彤 --   张铧允 3:1 (9,7,-8,5)

  李芮萱 --   李玲锐 3:2 (-9,-11,3,5,6)  20032   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  --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3 : 2

  单诗淇 --   张崟渝 3:2 (6,-8,-5,2,11)   张　爽 --   单诗淇 3:0 (9,6,6)

  刘娱兵 --   张铧允 2:3 (-11,9,-7,10,-6)   杨丽萍 --   李芮萱 1:3 (-4,-11,3,-11)

  李芮萱 --   张崟渝 3:0 (7,5,10)   季　瑶 --   刘娱兵 3:2 (7,-7,6,-10,9)

 20045   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  --  0539俱乐部
俱乐部俱乐部

俱乐部  1 : 3   张　爽 --   李芮萱 0:3 (-3,-5,-7)

  屈怡楠 --   李姝颖 0:3 (-6,-6,-7)   杨丽萍 --   单诗淇 3:0 (5,9,6)

  罗义林 --   王　曦 2:3 (7,-6,-5,9,-8)  20061   0539俱乐部
俱乐部俱乐部

俱乐部  --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3 : 1

  王雅琦 --   鲁韦伽 3:1 (6,3,-10,9)   李姝颖 --   张崟渝 3:0 (6,4,3)

  屈怡楠 --   王　曦 0:3 (-8,-7,-6)   王　曦 --   李玲锐 3:1 (-5,9,8,9)

 20046   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  --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1 : 3   鲁韦伽 --   张铧允 1:3 (7,-5,-3,-11)

  李　赟 --   张崟渝 2:3 (-7,8,8,-4,-9)   李姝颖 --   李玲锐 3:1 (5,-8,6,13)

  毕彤歆 --   李玲锐 1:3 (8,-5,-3,-8)  20062   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  --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0 : 3

  胡薏柠铧 --   张铧允 3:0 (11,9,6)   屈怡楠 --   单诗淇 1:3 (-8,-10,8,-10)

  李　赟 --   李玲锐 1:3 (-6,-3,8,-7)   罗义林 --   李芮萱 0:3 (-9,-5,-10)

 20047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3 : 1   王雅琦 --   刘娱兵 2:3 (8,-4,8,-9,-5)

  单诗淇 --   王怡诺 3:0 (6,6,7)  20063   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  --  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  3 : 2

  李芮萱 --   赵麟庆 1:3 (-5,9,-6,-2)   张　爽 --   毕彤歆 2:3 (7,12,-10,-8,-12)

  刘娱兵 --   高钰涵 3:1 (-8,8,9,7)   杨丽萍 --   李　赟 3:0 (5,7,8)

  单诗淇 --   赵麟庆 3:2 (11,-6,8,-5,5)   季　瑶 --   胡薏柠铧 1:3 (-14,-11,8,-7)

 20048   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  --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  2 : 3   张　爽 --   李　赟 3:2 (-7,5,-5,7,9)

  张　爽 --   祖　丽 3:2 (4,-7,-6,6,8)   杨丽萍 --   毕彤歆 3:0 (9,13,6)

  季　瑶 --   鲜　艳 0:3 (-2,-6,-7)  20064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  --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3 : 0

  杨丽萍 --   李彦彤 3:0 (9,9,10)   鲜　艳 --   王怡诺 3:1 (7,6,-10,4)

  张　爽 --   鲜　艳 0:3 (-8,-9,-3)   祖　丽 --   赵麟庆 3:1 (6,12,-7,9)

  季　瑶 --   祖　丽 0:3 (-4,-9,-9)   刘盛佳 --   高钰涵 3:0 (7,11,7)

 20077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  0539俱乐部
俱乐部俱乐部

俱乐部  1 : 3  20093   0539俱乐部
俱乐部俱乐部

俱乐部  --  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  0 : 3

  李芮萱 --   王　曦 3:2 (7,-7,-9,4,4)   李姝颖 --   杨丽萍 0:3 (-6,-7,-8)

  单诗淇 --   李姝颖 2:3 (-7,-11,8,10,-9)   王　曦 --   张　爽 0:3 (-8,-7,-6)

  刘娱兵 --   鲁韦伽 1:3 (5,-5,-6,-2)   鲁韦伽 --   季　瑶 0:3 (-5,-14,-6)

  李芮萱 --   李姝颖 2:3 (9,-7,2,-1,-9)  20094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  --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3 : 0

 20078   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  --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3 : 0   祖　丽 --   单诗淇 3:2 (9,-10,-8,9,7)

  张　爽 --   张崟渝 3:0 (13,7,3)   鲜　艳 --   李芮萱 3:0 (5,6,6)

  杨丽萍 --   李玲锐 3:1 (-13,7,3,10)   李彦彤 --   刘娱兵 3:0 (11,7,7)

  季　瑶 --   张铧允 3:1 (8,-9,7,3)  20095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2 : 3

 20079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  --  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  3 : 1   李玲锐 --   王怡诺 3:0 (6,4,9)

  祖　丽 --   罗义林 2:3 (7,-8,-10,8,-8)   张崟渝 --   赵麟庆 1:3 (-10,10,-5,-6)

  李彦彤 --   屈怡楠 3:0 (9,8,9)   张铧允 --   高钰涵 3:1 (5,4,-5,12)

  刘盛佳 --   王雅琦 3:1 (5,3,-8,8)   李玲锐 --   赵麟庆 2:3 (-7,5,7,-3,-5)

 20080   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  --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1 : 3   张崟渝 --   王怡诺 1:3 (-4,6,-8,-8)

  毕彤歆 --   高钰涵 3:2 (-7,7,7,-10,7)  20096   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  --  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  3 : 2

  李　赟 --   赵麟庆 1:3 (-5,-2,8,-9)   李　赟 --   罗义林 2:3 (-5,7,5,-13,-2)

  胡薏柠铧 --   王怡诺 0:3 (-5,-3,-6)   毕彤歆 --   屈怡楠 3:0 (3,12,6)

  毕彤歆 --   赵麟庆 0:3 (-8,-2,-4)   胡薏柠铧 --   王雅琦 2:3 (-8,6,2,-7,-10)

 20109   0539俱乐部
俱乐部俱乐部

俱乐部  --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  1 : 3   李　赟 --   屈怡楠 3:0 (8,8,7)

  李姝颖 --   李彦彤 2:3 (-12,8,12,-5,-11)   毕彤歆 --   罗义林 3:1 (3,7,-10,8)

  王　曦 --   鲜　艳 0:3 (-3,-7,-4)  20111   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  --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1 : 3

  鲁韦伽 --   刘盛佳 3:2 (8,-8,-2,9,10)   李　赟 --   单诗淇 1:3 (-5,-10,7,-3)

  李姝颖 --   鲜　艳 0:3 (-3,-5,-6)   毕彤歆 --   李芮萱 0:3 (-8,-8,-6)

 20110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  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  3 : 1   胡薏柠铧 --   刘娱兵 3:2 (17,9,-6,-8,11)

  赵麟庆 --   杨丽萍 3:2 (-8,-10,8,6,6)   李　赟 --   李芮萱 1:3 (-12,8,-6,-5)

  高钰涵 --   张　爽 0:3 (-8,-3,-5)  20112   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  --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0 : 3

  王怡诺 --   季　瑶 3:1 (-13,10,8,8)   罗义林 --   张崟渝 0:3 (-5,-5,-7)

  赵麟庆 --   张　爽 3:2 (8,-6,8,-6,4)   王雅琦 --   李玲锐 0:3 (-9,-6,-3)

  屈怡楠 --   张铧允 2:3 (7,-6,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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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3   浙江队
浙江队浙江队

浙江队  --  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  1 :3  20145   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  --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1 :3

  王锶敏 --   朱晓燕 0:3 (-14,-4,-9)   李若桐 --   李　玥 3:2 (7,7,-3,-4,7)

  陈俊彰 --   李若桐 1:3 (7,-7,-9,-7)   朱晓燕 --   洪　瑶 1:3 (8,-10,-9,-6)

  徐也婷 --   何嘉琪 3:0 (8,6,6)   何嘉琪 --   唐　颖 2:3 (-5,7,6,-5,-3)

  王锶敏 --   李若桐 1:3 (10,-6,-5,-10)   李若桐 --   洪　瑶 0:3 (-5,-9,-5)

 20114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1 :3  20146   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  --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3 :1

  赵麟庆 --   杨泽慧 3:1 (6,11,-10,2)   张随莎 --   李梓菁 3:0 (4,6,8)

  高钰涵 --   梁家怡 0:3 (-5,-6,-5)   黄　婧 --   黄臻岱 3:1 (6,6,-2,11)

  王怡诺 --   王一晗 2:3 (9,12,-5,-8,-7)   钟　慧 --   张卉晴 0:3 (-9,-7,-9)

  赵麟庆 --   梁家怡 2:3 (10,-11,-6,14,-9)   张随莎 --   黄臻岱 3:0 (6,1,5)

 20115   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  --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0 :3  20147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3 :1

  张　爽 --   李　玥 2:3 (8,6,-11,-8,-8)   赵一凡 --   杨泽慧 3:0 (6,10,4)

  杨丽萍 --   洪　瑶 0:3 (-7,-4,-7)   李文钧 --   梁家怡 1:3 (-7,14,-5,-8)

  季　瑶 --   唐　颖 2:3 (7,-7,-5,11,-5)   吴旭灵 --   王一晗 3:1 (-9,6,7,9)

 20116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3 :0   赵一凡 --   梁家怡 3:2 (-8,5,-8,9,12)

  唐　颖 --   谢春晓 3:0 (5,6,8)  20148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  0 :3

  吴旭灵 --   曾秋雨 3:0 (9,6,5)   王立立 --   祖　丽 0:3 (-9,-9,-8)

  赵一凡 --   卫　蒙 3:1 (6,9,-6,9)   何湛然 --   李彦彤 2:3 (-9,11,-5,9,-8)

 20117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  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  0 :3   杜晶晶 --   刘盛佳 2:3 (-10,7,9,-6,-12)

  李芮萱 --   张随莎 0:3 (-4,-4,-6)  20149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  浙江队
浙江队浙江队

浙江队  3 :1

  单诗淇 --   黄　婧 0:3 (-7,-5,-4)   曾秋雨 --   陈俊彰 3:1 (3,4,-9,1)

  刘娱兵 --   钟　慧 1:3 (-8,8,-7,-1)   谢春晓 --   王锶敏 1:3 (6,-9,-5,-7)

 20118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0 :3   卫　蒙 --   徐也婷 3:0 (5,3,10)

  冯　超 --   王立立 0:3 (-6,-11,-10)   曾秋雨 --   王锶敏 3:0 (8,8,7)

  刘胡幸子 --   何湛然 2:3 (-7,8,7,-6,-6)  20150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2 :3

  李泓颖 --   杜晶晶 1:3 (-7,-9,8,-8)   冯　超 --   陈思晓 3:1 (4,-5,3,7)

 20119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  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  3 :2   刘胡幸子 --   秦　欢 1:3 (5,-3,-5,-6)

  张卉晴 --   陈姝婷 3:0 (9,5,5)   李泓颖 --   辜兰稀 2:3 (4,-8,9,-6,-9)

  黄臻岱 --   靳胜男 0:3 (-4,-7,-7)   冯　超 --   秦　欢 3:1 (5,-12,9,9)

  李梓菁 --   戴睿儿 3:1 (9,-7,9,6)   刘胡幸子 --   陈思晓 2:3 (-13,9,9,-9,-8)

  张卉晴 --   靳胜男 0:3 (-9,-7,-9)  20151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  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  1 :3

  黄臻岱 --   陈姝婷 3:0 (8,4,6)   王怡诺 --   杨丽萍 2:3 (5,-4,-8,6,-3)

 20120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  --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3 :0   高钰涵 --   张　爽 0:3 (-6,-10,-3)

  鲜　艳 --   陈思晓 3:0 (4,6,9)   赵麟庆 --   季　瑶 3:1 (6,-9,3,5)

  祖　丽 --   秦　欢 3:0 (7,9,8)   王怡诺 --   张　爽 2:3 (-5,-10,8,10,-5)

  李彦彤 --   辜兰稀 3:2 (-9,4,-5,7,4)  20152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  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  3 :0

 20129   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  --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3 :1   李芮萱 --   戴睿儿 3:2 (-8,12,-5,2,4)

  李若桐 --   杨泽慧 3:1 (7,-10,5,7)   单诗淇 --   靳胜男 3:2 (10,-5,9,-7,8)

  何嘉琪 --   梁家怡 1:3 (-6,-6,10,-4)   刘娱兵 --   陈姝婷 3:1 (8,3,-10,9)

  朱晓燕 --   王一晗 3:0 (6,8,3)  20161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  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  0 :3

  李若桐 --   梁家怡 3:2 (-5,4,7,-6,4)   李　玥 --   张随莎 1:3 (-3,8,-3,-6)

 20130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1 :3   洪　瑶 --   黄　婧 2:3 (-6,10,8,-8,-8)

  唐　颖 --   洪　瑶 3:1 (5,9,-11,7)   黄晓杰 --   钟　慧 0:3 (-6,-6,-3)

  吴旭灵 --   李　玥 0:3 (-8,-8,-5)  20162   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武汉宏大一队

武汉宏大一队  --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3 :0

  赵一凡 --   唐　颖 2:3 (-6,9,-9,10,-6)   李若桐 --   张卉晴 3:0 (3,2,3)

  唐　颖 --   李　玥 0:3 (-5,-7,-13)   何嘉琪 --   李梓菁 3:0 (2,4,2)

 20131   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  --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3 :0   朱晓燕 --   黄臻岱 3:0 (3,3,2)

  张随莎 --   何湛然 3:0 (9,12,8)  20163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  3 :0

  黄　婧 --   王立立 3:0 (11,4,5)   邸昱祺 --   祖　丽 3:0 (1,4,4)

  钟　慧 --   杜晶晶 3:0 (9,8,7)   李文钧 --   刘盛佳 3:0 (4,5,10)

 20132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  --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长郡中学  2 :3   吴旭灵 --   李彦彤 3:0 (5,2,2)

  鲜　艳 --   李梓菁 3:1 (-10,1,13,3)  20164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北京六十六中一队  --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交行山西分行一队  3 :0

  祖　丽 --   张卉晴 2:3 (5,8,-1,-10,-9)   王立立 --   杨泽慧 3:1 (8,-8,10,6)

  刘盛佳 --   黄臻岱 1:3 (-10,8,-6,-4)   何湛然 --   王一晗 3:0 (10,5,7)

  鲜　艳 --   张卉晴 3:0 (9,9,6)   杜晶晶 --   梁家怡 3:0 (10,7,5)

  祖　丽 --   李梓菁 2:3 (7,-8,10,-7,-6)  20165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0 :3

 20133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  浙江队
浙江队浙江队

浙江队  1 :3   谢春晓 --   陈思晓 0:3 (-7,-6,-9)

  赵麟庆 --   陈俊彰 3:0 (1,4,7)   卫　蒙 --   秦　欢 0:3 (-7,-4,-6)

  王怡诺 --   王锶敏 1:3 (8,-9,-11,-8)   曾秋雨 --   辜兰稀 0:3 (-4,-9,-8)

  高钰涵 --   徐也婷 2:3 (-6,8,6,-8,-8)  20167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  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  3 :1

  赵麟庆 --   王锶敏 2:3 (-2,6,-9,7,-7)   李芮萱 --   杨丽萍 3:2 (7,-7,-7,8,8)

 20134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一队  --  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中乒校一队

中乒校一队  3 :1   单诗淇 --   张　爽 1:3 (-5,8,-8,-8)

  曾秋雨 --   杨丽萍 3:1 (8,6,-7,7)   刘娱兵 --   季　瑶 3:1 (7,-10,9,9)

  谢春晓 --   张　爽 0:3 (-10,-7,-8)   李芮萱 --   张　爽 3:2 (-6,-5,9,6,7)

  卫　蒙 --   季　瑶 3:0 (6,5,11)  20168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北京六十六中二队  --  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  1 :3

  曾秋雨 --   张　爽 3:1 (12,-8,6,9)   王怡诺 --   陈姝婷 3:1 (8,8,-12,8)

 20135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  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辽宁一队

辽宁一队  3 :0   赵麟庆 --   靳胜男 1:3 (-4,4,-9,-6)

  冯　超 --   李芮萱 3:1 (2,7,-2,7)   高钰涵 --   戴睿儿 1:3 (-4,-2,9,-8)

  刘胡幸子 --   单诗淇 3:2 (-7,3,8,-8,8)   王怡诺 --   靳胜男 0:3 (-6,-8,-3)

  李泓颖 --   刘娱兵 3:0 (5,7,7)  20136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重庆杨家坪中学二队  --  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中乒校二队

中乒校二队  3 :2

 20166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  浙江队
浙江队浙江队

浙江队  3 :0   秦　欢 --   戴睿儿 2:3 (-7,10,6,-6,-8)

  刘胡幸子 --   徐也婷 3:1 (7,-7,4,6)   陈思晓 --   靳胜男 3:1 (7,-9,7,8)

  冯　超 --   陈俊彰 3:0 (11,5,7)   辜兰稀 --   陈姝婷 3:1 (-9,9,9,7)

  李泓颖 --   王锶敏 3:1 (8,9,-8,10)   秦　欢 --   靳胜男 0:3 (-4,-9,-10)

  陈思晓 --   戴睿儿 3:1 (-8,1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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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  湖北
湖北湖北

湖北  2 :3  20153   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  --  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  1 :3

  蒋昊美含 --   张　纯 2:3 (-7,-6,8,6,-2)   毕彤歆 --   刘艺桐 3:2 (-11,-10,9,6,10)

  王艺珏 --   毕长娟 3:0 (2,8,8)   胡薏柠铧 --   王妍晴 2:3 (13,7,-8,-9,-6)

  刘　颖 --   张　依 3:1 (3,8,-9,7)   李　赟 --   刘韵姗 1:3 (-7,-7,1,-6)

  蒋昊美含 --   毕长娟 2:3 (4,-5,-9,6,-3)   毕彤歆 --   王妍晴 2:3 (7,-8,6,-1,-6)

  王艺珏 --   张　纯 1:3 (12,-7,-7,-9)  20154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  0539俱乐部
俱乐部俱乐部

俱乐部  0 :3

 20122   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  --  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  3 :1   刘宇凯 --   王　曦 2:3 (7,-4,8,-8,-4)

  毕彤歆 --   张闻珈 3:1 (6,6,-10,8)   李迎迎 --   李姝颖 1:3 (-7,11,-7,-8)

  胡薏柠铧 --   王一朵 2:3 (11,-9,9,-6,-6)   --   鲁韦伽 0:3 (0,0,0)

  李　赟 --   李欣惠 3:1 (-10,7,3,10)  20155   湖北
湖北湖北

湖北  --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3 :1

  毕彤歆 --   王一朵 3:2 (-10,6,-4,12,4)   张　纯 --   张崟渝 1:3 (-8,9,-7,-8)

 20123   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  --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1 :3   吴春晖 --   张铧允 3:2 (-9,-3,2,10,9)

  黎　露 --   张铧允 0:3 (-6,-11,-7)   张　依 --   李玲锐 3:2 (11,-7,-8,10,12)

  甄　琦 --   李玲锐 3:0 (9,6,7)   张　纯 --   张铧允 3:0 (7,9,8)

  顾丹青 --   张崟渝 0:3 (-7,-5,-8)  20156   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  --  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  3 :1

  黎　露 --   李玲锐 0:3 (-9,-4,-4)   许　帆 --   汪钰琪 3:1 (-4,11,8,9)

 20158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  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  3 :0   杨艺彤 --   王亿林 3:2 (-11,5,6,-5,9)

  李英博 --   张歆悦 3:0 (6,5,8)   郭　悦 --   尹芷茵 2:3 (-8,6,-9,6,-5)

  杨行果 --   王彦棋 3:2 (-9,5,9,-9,6)   许　帆 --   王亿林 3:2 (-2,6,-8,9,6)

  周思彤 --   常宇彤 3:1 (-11,7,5,7)  20157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  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  1 :3

 20125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  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  3 :1   刘　颖 --   姚宜宜 3:2 (-7,6,-8,5,9)

  刘宇凯 --   罗义林 3:0 (5,6,7)   蒋昊美含 --   王栩嘉 2:3 (9,-6,8,-9,-7)

  李迎迎 --   王雅琦 3:0 (7,9,5)   王艺珏 --   钱皓欣 0:3 (-7,-6,-2)

  --   屈怡楠 0:3 (0,0,0)   刘　颖 --   王栩嘉 0:3 (-4,-7,-4)

  刘宇凯 --   王雅琦 3:1 (-10,11,8,6)  20124   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  --  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  2 :3

 20126   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  --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3 :1   王栩嘉 --   刘艺桐 3:1 (-10,6,5,8)

  王亿林 --   李英博 3:2 (9,-7,4,-5,8)   姚宜宜 --   王妍晴 0:3 (-8,-5,-9)

  汪钰琪 --   杨行果 2:3 (-3,10,13,-6,-8)   钱皓欣 --   刘韵姗 3:2 (-7,-9,9,1,6)

  尹芷茵 --   周思彤 3:2 (-7,9,6,-9,9)   王栩嘉 --   王妍晴 2:3 (9,5,-9,-4,-8)

  王亿林 --   杨行果 3:0 (6,6,11)   姚宜宜 --   刘艺桐 0:3 (-10,-12,-6)

 20127   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  --  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  0 :3  20159   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  --  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  3 :1

  王彦棋 --   许　帆 1:3 (2,-13,-9,-4)   甄　琦 --   王一朵 1:3 (7,-7,-6,-9)

  张歆悦 --   徐闻宏 2:3 (7,-6,6,-8,-12)   黎　露 --   张闻珈 3:2 (7,-5,-8,8,9)

  常宇彤 --   杨艺彤 1:3 (4,-9,-4,-14)   顾丹青 --   李欣惠 3:2 (7,2,-6,-9,9)

 20128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  0539俱乐部
俱乐部俱乐部

俱乐部  1 :3   甄　琦 --   张闻珈 3:0 (10,5,13)

  曹茗然 --   王　曦 0:3 (-12,-5,-8)  20160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  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  3 :0

  陈旭阳 --   李姝颖 0:3 (-3,-7,-5)   陈旭阳 --   屈怡楠 3:0 (9,7,5)

  马舒彤 --   鲁韦伽 3:0 (5,6,4)   曹茗然 --   王雅琦 3:2 (-9,6,10,-8,10)

  曹茗然 --   李姝颖 1:3 (-6,9,-3,-4)   马舒彤 --   罗义林 3:1 (7,-4,8,8)

 20137   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  --  湖北
湖北湖北

湖北  3 :0  20169   0539俱乐部
俱乐部俱乐部

俱乐部  --  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  2 :3

  毕彤歆 --   吴春晖 3:0 (5,7,5)   李姝颖 --   刘艺桐 3:0 (10,7,12)

  胡薏柠铧 --   张　纯 3:2 (11,9,-5,-9,9)   王　曦 --   王妍晴 0:3 (-9,-7,-11)

  李　赟 --   张　依 3:0 (9,8,8)   鲁韦伽 --   刘韵姗 0:3 (-7,-2,-6)

 20138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  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陕西省体校一队

陕西省体校一队  0 :3   李姝颖 --   王妍晴 3:1 (4,-10,9,8)

  张崟渝 --   刘艺桐 0:3 (-4,-3,-6)   王　曦 --   刘艺桐 1:3 (4,-4,-11,-6)

  张铧允 --   王妍晴 0:3 (-8,-6,-9)  20170   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上海龙腾俱

上海龙腾俱  --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3 :0

  李玲锐 --   刘韵姗 0:3 (-8,-8,-8)   毕彤歆 --   刘宇凯 3:1 (-9,5,4,10)

 20139   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  --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重庆乒乓球队一队  1 :3   胡薏柠铧 --   李迎迎 3:0 (6,9,6)

  王亿林 --   刘宇凯 1:3 (3,-12,-8,-6)   李　赟 --   3:0 (0,0,0)

  汪钰琪 --   李迎迎 1:3 (-9,-9,11,-13)  20171   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  --  湖北
湖北湖北

湖北  3 :0

  尹芷茵 --   3:0 (0,0,0)   郭　悦 --   吴春晖 3:0 (5,8,11)

  王亿林 --   李迎迎 1:3 (-7,-9,5,-3)   徐闻宏 --   张　纯 3:0 (2,9,2)

 20140   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中乒校四队

中乒校四队  --  0539俱乐部
俱乐部俱乐部

俱乐部  1 :3   杨艺彤 --   张　依 3:0 (9,3,7)

  徐闻宏 --   王　曦 3:2 (9,-6,9,-4,8)  20172   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中乒校三队

中乒校三队  --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重庆乒乓球队二队  1 :3

  许　帆 --   李姝颖 0:3 (-7,-6,-2)   王亿林 --   张铧允 3:1 (7,-6,6,7)

  郭　悦 --   鲁韦伽 0:3 (-11,-9,-8)   汪钰琪 --   李玲锐 2:3 (10,-3,3,-3,-5)

  徐闻宏 --   李姝颖 0:3 (-4,-8,-6)   尹芷茵 --   张崟渝 0:3 (-6,-7,-8)

 20141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  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  3 :0   王亿林 --   李玲锐 0:3 (-11,-9,-8)

  刘　颖 --   张闻珈 3:0 (8,6,4)  20173   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  --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2 :3

  蒋昊美含 --   李欣惠 3:0 (9,14,9)   王栩嘉 --   李英博 1:3 (-6,-11,11,-5)

  王艺珏 --   王一朵 3:2 (9,-7,-15,1,12)   姚宜宜 --   杨行果 1:3 (-6,9,-6,-4)

 20142   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武汉宏大二队

武汉宏大二队  --  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  3 :1   钱皓欣 --   周思彤 3:0 (5,12,13)

  姚宜宜 --   黎　露 2:3 (6,-10,-7,9,-3)   王栩嘉 --   杨行果 3:1 (-11,11,9,4)

  王栩嘉 --   甄　琦 3:0 (10,3,7)   姚宜宜 --   李英博 1:3 (-1,-6,9,-3)

  钱皓欣 --   顾丹青 3:0 (5,6,9)  20174   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  --  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辽宁二队

辽宁二队  0 :3

  姚宜宜 --   甄　琦 3:0 (9,9,7)   常宇彤 --   王艺珏 1:3 (10,-6,-5,-4)

 20143   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  --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正定训练基地一队  1 :3   张歆悦 --   刘　颖 1:3 (-5,-5,10,-6)

  王雅琦 --   李英博 0:3 (-6,-7,-7)   王彦棋 --   蒋昊美含 0:3 (-6,-2,-6)

  罗义林 --   杨行果 0:3 (-6,-3,-1)  20175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  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山东滨州国信

山东滨州国信  0 :3

  屈怡楠 --   周思彤 3:1 (7,8,-8,9)   陈旭阳 --   甄　琦 0:3 (-7,-4,-9)

  王雅琦 --   杨行果 1:3 (7,-8,-5,-9)   曹茗然 --   黎　露 2:3 (-7,7,-4,8,-9)

 20144   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辽宁三队

辽宁三队  --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交行山西分行二队  3 :1   马舒彤 --   顾丹青 0:3 (-9,-7,-2)

  王彦棋 --   陈旭阳 1:3 (-7,-8,5,-7)  20176   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陕西省体校二队

陕西省体校二队  --  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陕西省体校三队

陕西省体校三队  0 :3

  张歆悦 --   曹茗然 3:1 (9,-3,5,11)   王雅琦 --   张闻珈 1:3 (-4,-6,7,-11)

  常宇彤 --   马舒彤 3:1 (8,-10,5,7)   罗义林 --   王一朵 1:3 (10,-8,-2,-3)

  王彦棋 --   曹茗然 3:1 (6,4,-6,6)   屈怡楠 --   李欣惠 0:3 (-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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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团体第二阶段  比赛成绩



变更通知

一、男子团体代表队“无锡市惠山区惠军李慧芬乒乓球俱乐部”，因报名

错误，现更正为“无锡市惠山区惠钧李慧芬乒乓球俱乐部”。

二、女子团体代表队沈阳体育学院领队“鲜艳”，因报名错误，现更正为

运动员。

特此通知！

                                    比赛组委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