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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D比赛（第一站十堰赛区）名次表

湖北十堰  2016.5.18-22

名次 男子团体 女子团体

并列第1名
天体双盈 重庆万盛黑山谷俱乐部

深圳宝体榕汛 湖北三环集团一队

并列第3名
中国政法吕梁泰化集团 中乒院上培中心

天津队 湖北三环集团二队

并列第5名
正定实验学校一队 内蒙古球管中心

湖北队 广西队

并列第7名
中国残奥 新疆

河南旭龙 陕西省体校

并列第9名
辽宁队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山西怀仁十一中一队 山西怀仁十一中

并列第11名
福建队 中国乒乓球学校

大连交大彤阳俱乐部 福建队

并列第13名
山西怀仁十一中二队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天津科技大学 湖南长郡中学

并列第15名
中乒院上培中心 山东泉动体育有限公司

湖南队 河北

并列第17名
中国乒乓球学校 山东淄博万乔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广东二沙·深大二队

并列第19名
安徽队 安徽队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 广东二沙·深大一队

并列第21名
中南大学一附中一队 八一队

河北天顺一队 北京首钢二队

并列第23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北京首钢三队

正定实验学校二队 河南旭龙

并列第25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江西嘉宏南康基地

武汉宏大一队 北京首钢一队

并列第27名
中南大学一附中二队 苏州田家炳俱乐部

四川长虹佑康 成都娇子

并列第29名
河北天顺二队 山东胜利东胜

武汉宏大二队 云南电网

并列第31名
山东胜利东胜 河南搏冠

八一队 深圳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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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团体第一阶段
第1组 1 2 3 4 5 6 7 8 积分 计算 名次

1  2:3  3:0  3:0  3:0  3:1  1:3  1:3   
湖北队 ----- ----- ----- ----- ----- ----- -----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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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科技大学 ----- ----- ----- ----- ----- ----- -----   13     2
2 2 2 2 2 1 2   

3  0:3  0:3  2:3  3:1  0:3  1:3  2:3  5
武汉宏大一队 ----- ----- ----- ----- ----- ----- -----    8  --  6

1 1 1 2 1 1 1  4
4  0:3  0:3  3:2  2:3  1:3  2:3  2:3  5

河北天顺二队 ----- ----- ----- ----- ----- ----- -----    8  --  7
1 1 2 1 1 1 1  5

5  0:3  1:3  1:3  3:2  1:3  2:3  0:3  4
四川长虹佑康 ----- ----- ----- ----- ----- ----- -----    8  --  8

1 1 1 2 1 1 1  5
6  1:3  1:3  3:0  3:1  3:1  0:3  0:3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 ----- ----- ----- ----- ----- -----   10     5
1 1 2 2 2 1 1   

7  3:1  3:0  3:1  3:2  3:2  3:0  3:2   
中国残奥 ----- ----- ----- ----- ----- ----- -----   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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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怀仁十一中二队 ----- ----- ----- ----- ----- ----- -----   12     3
2 1 2 2 2 2 1   

 场次号:10001   湖北队  --  武汉宏大一队  3 : 0  场次号:10052   武汉宏大一队  --  山西怀仁十一中二队  2 : 3
  陈文龙 --   郑义鸣 3:0 (5,4,9)   叶昌明 --   刘子铭 3:2 (-8,-8,10,9,9)

  芮建军 --   叶昌明 3:2 (7,-7,14,-4,8)   祁逸飞 --   茹运梁 0:3 (-1,-6,-4)

  余鑫 --   祁逸飞 3:0 (3,3,7)   郑义鸣 --   王一佳 3:1 (-7,9,7,11)

  叶昌明 --   茹运梁 2:3 (-7,12,-7,6,-8)

 场次号:10002   山西怀仁十一中二队  --  四川长虹佑康  3 : 0   祁逸飞 --   刘子铭 0:3 (-3,-6,-9)

  杨昆 --   李宜峰 3:2 (-5,9,-8,6,8)

  茹运梁 --   杨松灵 3:0 (8,8,8)  场次号:10065   湖北队  --  河北天顺二队  3 : 0
  刘子铭 --   张浩楠 3:0 (7,8,7)   陈文龙 --   孙名森 3:0 (3,4,6)

  芮建军 --   孙佳宝 3:2 (8,-11,-4,3,4)

 场次号:10003   中国残奥  --  天津科技大学  3 : 0   张子雄 --   王帅 3:0 (7,5,5)

  王聪 --   杨名 3:0 (6,5,7)

  张超越 --   杨子恒 3:2 (9,-10,8,-4,7)  场次号:10066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  天津科技大学  1 : 3
  任洪硕 --   吕志鑫 3:0 (7,6,9)   黄冠轩 --   杨名 2:3 (6,8,-7,-3,-4)

  王一昊 --   杨子恒 1:3 (-5,-5,9,-7)

 场次号:10004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  河北天顺二队  3 : 1   梁淋 --   李嘉豪 3:0 (4,15,3)

  黄冠轩 --   王帅 3:0 (7,6,9)   黄冠轩 --   杨子恒 0:3 (-6,-8,-10)

  李轶洋 --   孙名森 0:3 (-5,-11,-8)

  梁淋 --   孙佳宝 3:2 (8,-10,-14,6,3)  场次号:10067   山西怀仁十一中二队  --  中国残奥  2 : 3
  黄冠轩 --   孙名森 3:1 (11,-6,3,6)   茹运梁 --   张超越 3:2 (10,7,-8,-10,7)

  刘子铭 --   王聪 1:3 (-7,7,-7,-5)

 场次号:10017   湖北队  --  四川长虹佑康  3 : 0   王一佳 --   徐有越 3:2 (-7,1,8,-11,8)

  陈文龙 --   李宜峰 3:2 (4,7,-8,-8,4)   茹运梁 --   王聪 2:3 (9,-3,11,-7,-9)

  芮建军 --   杨松灵 3:2 (-11,-1,8,4,9)   刘子铭 --   张超越 1:3 (8,-7,-10,-8)

  张子雄 --   张浩楠 3:0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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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次号:10018   中国残奥  --  武汉宏大一队  3 : 1  场次号:10068   四川长虹佑康  --  武汉宏大一队  1 : 3
  王聪 --   祁逸飞 3:0 (7,8,5)   李宜峰 --   祁逸飞 3:2 (-9,9,6,-8,8)
  张超越 --   叶昌明 2:3 (7,17,-5,-8,-10)   杨松灵 --   叶昌明 0:3 (-7,-4,-4)
  徐有越 --   郑义鸣 3:1 (8,9,-7,10)   张浩楠 --   郑义鸣 1:3 (8,-7,-8,-10)
  王聪 --   叶昌明 3:1 (3,10,-8,5)   李宜峰 --   叶昌明 0:3 (-5,-5,-5)

 场次号:10019   山西怀仁十一中二队  --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3 : 0  场次号:10081   天津科技大学  --  湖北队  3 : 2
  杨昆 --   黄冠轩 3:0 (7,11,6)   杨子恒 --   芮建军 3:1 (-9,11,8,12)
  刘子铭 --   梁淋 3:1 (-5,7,3,5)   杨名 --   陈文龙 3:1 (16,9,-9,9)
  茹运梁 --   李轶洋 3:0 (11,8,4)   李嘉豪 --   张子雄 2:3 (-10,7,9,-6,-3)

  杨子恒 --   陈文龙 2:3 (-11,8,-2,4,-3)
 场次号:10020   天津科技大学  --  河北天顺二队  3 : 0   杨名 --   芮建军 3:0 (8,8,9)
  杨子恒 --   王帅 3:0 (6,6,10)
  杨名 --   孙名森 3:0 (5,4,4)  场次号:10082   河北天顺二队  --  山西怀仁十一中二队  2 : 3
  李嘉豪 --   孙佳宝 3:0 (14,11,3)   孙名森 --   刘子铭 0:3 (-7,-4,-9)

  孙佳宝 --   茹运梁 3:1 (-10,12,6,8)
 场次号:10033   中国残奥  --  湖北队  3 : 1   王帅 --   王一佳 3:1 (9,7,-10,7)
  王聪 --   张子雄 3:2 (-9,4,7,-11,3)   孙名森 --   茹运梁 0:3 (-10,-7,-6)
  任洪硕 --   陈文龙 0:3 (-2,-8,-6)   孙佳宝 --   刘子铭 1:3 (-9,-9,5,-6)
  张超越 --   吴霄 3:1 (13,-9,5,7)
  王聪 --   陈文龙 3:0 (8,3,6)  场次号:10083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  武汉宏大一队  3 : 0

  梁淋 --   祁逸飞 3:1 (9,9,-8,10)
 场次号:10034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  四川长虹佑康  3 : 1   王一昊 --   叶昌明 3:2 (7,-8,-7,5,12)
  黄冠轩 --   张浩楠 3:0 (8,9,10)   李轶洋 --   郑义鸣 3:2 (-7,6,4,-4,2)
  李轶洋 --   杨松灵 1:3 (-4,-9,9,-6)
  王一昊 --   李宜峰 3:2 (-9,15,5,-9,18)  场次号:10084   四川长虹佑康  --  中国残奥  2 : 3
  黄冠轩 --   杨松灵 3:1 (6,-11,6,6)   李宜峰 --   王聪 0:3 (-3,-7,-10)

  杨松灵 --   任洪硕 3:0 (7,8,11)
 场次号:10035   河北天顺二队  --  武汉宏大一队  3 : 2   张浩楠 --   徐有越 2:3 (-7,-9,8,11,-9)
  孙名森 --   郑义鸣 3:0 (6,11,7)   李宜峰 --   任洪硕 3:0 (7,5,9)
  孙佳宝 --   叶昌明 1:3 (-3,-5,12,-6)   杨松灵 --   王聪 0:3 (-3,-8,-7)
  王帅 --   祁逸飞 3:2 (-6,4,6,-6,7)
  孙名森 --   叶昌明 0:3 (-10,-5,-9)  场次号:10097   山西怀仁十一中二队  --  湖北队  3 : 1
  孙佳宝 --   郑义鸣 3:1 (4,8,-5,7)   茹运梁 --   张子雄 3:0 (3,4,5)

  刘子铭 --   芮建军 3:0 (7,7,4)
 场次号:10036   天津科技大学  --  山西怀仁十一中二队  3 : 1   王一佳 --   吴霄 1:3 (-5,-5,8,-8)
  杨子恒 --   茹运梁 3:1 (7,-9,11,10)   茹运梁 --   芮建军 3:2 (10,-6,9,-8,5)
  杨名 --   杨昆 3:1 (-9,0,0,0)
  李嘉豪 --   刘子铭 1:3 (6,-3,-2,-3)  场次号:10098   天津科技大学  --  武汉宏大一队  3 : 0
  杨子恒 --   杨昆 3:0 (0,0,0)   杨子恒 --   祁逸飞 3:1 (5,5,-8,3)

  杨名 --   叶昌明 3:1 (5,-7,11,6)
 场次号:10049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  湖北队  1 : 3   吕志鑫 --   郑义鸣 3:0 (10,9,7)
  黄冠轩 --   芮建军 1:3 (-10,10,-4,-8)
  梁淋 --   陈文龙 0:3 (-7,-8,-6)  场次号:10099   河北天顺二队  --  四川长虹佑康  2 : 3
  王一昊 --   余鑫 3:2 (7,9,-12,-7,3)   孙名森 --   李宜峰 1:3 (1,-10,-10,-11)
  黄冠轩 --   陈文龙 1:3 (-7,6,-8,-4)   孙佳宝 --   杨松灵 3:2 (-3,8,6,-6,7)

  王帅 --   张浩楠 0:3 (-7,-6,-13)
 场次号:10050   河北天顺二队  --  中国残奥  2 : 3   孙名森 --   杨松灵 3:1 (-10,3,7,4)
  孙名森 --   张超越 3:2 (4,5,-8,-5,11)   孙佳宝 --   李宜峰 2:3 (9,-5,8,-7,-6)
  孙佳宝 --   王聪 0:3 (-8,-3,-7)
  王帅 --   任洪硕 3:0 (6,5,7)  场次号:10100   中国残奥  --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3 : 0
  孙名森 --   王聪 0:3 (-3,-6,-2)   王聪 --   梁淋 3:0 (6,4,8)
  孙佳宝 --   张超越 0:3 (-13,-6,-6)   张超越 --   黄冠轩 3:0 (6,15,8)

  任洪硕 --   李轶洋 3:0 (6,7,11)
 场次号:10051   四川长虹佑康  --  天津科技大学  1 : 3
  杨松灵 --   杨名 0:3 (-7,-4,-5)
  张浩楠 --   杨子恒 0:3 (-4,-5,-7)
  李宜峰 --   李嘉豪 3:0 (10,8,6)
  杨松灵 --   杨子恒 0:3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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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组 1 2 3 4 5 6 7 8 积分 计算 名次

1  3:0  2:3  3:0  3:1  3:1  3:0  0:3   
福建队 ----- ----- ----- ----- ----- ----- -----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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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队 ----- ----- ----- ----- ----- ----- -----   11  5,1  4
1 1 2 1 2 2 2       

3  3:2  3:1  3:1  3:2  2:3  3:2  3:2   
湖南队 ----- ----- ----- ----- ----- ----- -----   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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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 ----- ----- ----- ----- -----    8     7
1 1 1 1 1 2 1   

5  1:3  3:1  2:3  3:2  3:2  3:1  1:3       
河南旭龙 ----- ----- ----- ----- ----- ----- -----   11  5,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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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大学一附中二队 ----- ----- ----- ----- ----- ----- -----   11  4,2  5
1 1 2 2 1 2 2       

7  0:3  0:3  2:3  0:3  1:3  1:3  0:3   
八一队 ----- ----- ----- ----- ----- ----- -----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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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宏大二队 ----- ----- ----- ----- ----- ----- -----   11  4,1  6
2 1 1 2 2 1 2       

 场次号:10005   福建队  --  湖南队  2 : 3  场次号:10055   河南旭龙  --  辽宁队  3 : 1
  李昊 --   郭贤杰 3:2 (-6,-8,8,4,7)   任昱翔 --   耿林宇 3:2 (9,-6,-6,6,9)
  陈佳明 --   涂民 2:3 (9,6,-7,-7,-8)   李沛建 --   郭昌昊 2:3 (-6,8,-5,9,-5)
  魏颖 --   易江南 0:3 (-7,-3,-12)   申红景 --   潘吕欣 3:0 (7,5,5)
  李昊 --   涂民 3:1 (9,-8,8,5)   任昱翔 --   郭昌昊 3:1 (6,8,-7,8)
  陈佳明 --   郭贤杰 2:3 (-7,4,6,-9,-11)

 场次号:10056   武汉宏大二队  --  湖南队  2 : 3
 场次号:10006   武汉宏大二队  --  河南旭龙  3 : 1   王泽鹏 --   郭贤杰 3:0 (10,10,9)
  王泽鹏 --   任昱翔 3:1 (3,-9,8,8)   徐尧 --   涂民 2:3 (-6,12,-7,2,-5)
  徐尧 --   李沛建 3:2 (11,4,-7,-4,8)   张惟龙 --   易江南 0:3 (-10,-5,-6)
  李天宇 --   申红景 0:3 (-8,-3,-7)   王泽鹏 --   涂民 3:2 (7,-6,7,-9,6)
  王泽鹏 --   李沛建 3:0 (5,9,6)   徐尧 --   郭贤杰 0:3 (-9,-10,-8)

 场次号:10007   八一队  --  辽宁队  0 : 3  场次号:10069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福建队  0 : 3
  黄友政 --   耿林宇 0:3 (-8,-9,-6)   韩文竞 --   陈佳明 1:3 (-6,8,-9,-4)
  王凌涵 --   郭昌昊 0:3 (-4,-6,-6)   干尧 --   李昊 0:3 (-8,-8,-9)
  曹方 --   潘吕欣 0:3 (-7,-3,-7)   冯梓盛 --   魏颖 1:3 (-6,-9,10,-7)

 场次号:10008   中南大学一附中二队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3 : 0  场次号:10070   辽宁队  --  中南大学一附中二队  3 : 1
  谢东灼 --   韩文竞 3:1 (-7,7,10,5)   郭昌昊 --   谢东灼 2:3 (-6,-8,4,7,-5)
  崔游 --   吴镝 3:1 (9,7,-9,13)   耿林宇 --   崔游 3:2 (8,-3,-9,9,8)
  张明哲 --   干尧 3:2 (6,10,-9,-8,12)   潘吕欣 --   张明哲 3:1 (9,-8,11,10)

  郭昌昊 --   崔游 3:2 (9,-2,10,-3,13)
 场次号:10021   河南旭龙  --  福建队  1 : 3
  任昱翔 --   陈佳明 2:3 (7,8,-9,-9,-7)  场次号:10071   武汉宏大二队  --  八一队  3 : 0
  李沛建 --   李昊 0:3 (-9,-5,-6)   王泽鹏 --   曹方 3:0 (6,6,3)
  申红景 --   魏颖 3:0 (7,9,9)   张惟龙 --   黄友政 3:1 (-8,13,8,9)
  任昱翔 --   李昊 0:3 (-4,-6,-9)   徐尧 --   江承昕 3:0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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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次号:10022   八一队  --  湖南队  2 : 3  场次号:10072   河南旭龙  --  湖南队  2 : 3
  黄友政 --   郭贤杰 0:3 (-8,-7,-8)   任昱翔 --   郭贤杰 3:1 (-9,7,5,5)
  王凌涵 --   易江南 0:3 (-7,-7,-8)   申红景 --   易江南 3:2 (5,-5,5,-7,4)
  江承昕 --   张子喆 3:0 (11,9,7)   李沛建 --   涂民 0:3 (-8,-9,-5)
  黄友政 --   易江南 3:0 (10,6,9)   任昱翔 --   易江南 1:3 (2,-7,-2,-6)
  王凌涵 --   郭贤杰 0:3 (-7,-7,-9)   申红景 --   郭贤杰 2:3 (9,-7,12,-9,-7)

 场次号:10023   武汉宏大二队  --  中南大学一附中二队  2 : 3  场次号:10085   福建队  --  辽宁队  3 : 0
  王泽鹏 --   崔游 2:3 (-8,4,4,-7,-4)   李昊 --   郭昌昊 3:2 (5,9,-5,-3,6)
  徐尧 --   谢东灼 1:3 (9,-6,-4,-6)   陈佳明 --   耿林宇 3:1 (-9,5,8,11)
  张惟龙 --   戴子曾 3:1 (9,-7,8,8)   魏颖 --   潘吕欣 3:1 (9,-7,6,7)
  王泽鹏 --   谢东灼 3:0 (9,8,6)
  徐尧 --   崔游 1:3 (5,-8,-7,-12)  场次号:10086   武汉宏大二队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3 : 1

  王泽鹏 --   冯梓盛 3:1 (5,8,-9,2)
 场次号:10024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辽宁队  2 : 3   张惟龙 --   韩文竞 2:3 (-8,9,-5,9,-7)
  吴镝 --   耿林宇 3:1 (8,-5,5,7)   徐尧 --   干尧 3:0 (2,6,7)
  韩文竞 --   郭昌昊 3:1 (-14,5,9,9)   王泽鹏 --   韩文竞 3:2 (9,6,-6,-9,9)
  冯梓盛 --   潘吕欣 0:3 (-6,-9,-6)
  吴镝 --   郭昌昊 2:3 (7,4,-8,-4,-11)  场次号:10087   中南大学一附中二队  --  湖南队  3 : 2
  韩文竞 --   耿林宇 0:3 (-8,-8,-11)   谢东灼 --   郭贤杰 3:2 (-9,7,-6,9,9)

  崔游 --   易江南 3:0 (7,7,7)
 场次号:10037   八一队  --  福建队  0 : 3   戴子曾 --   涂民 1:3 (9,-6,-4,-6)
  黄友政 --   魏颖 2:3 (10,-8,-9,10,-6)   谢东灼 --   易江南 1:3 (-4,-7,8,-4)
  曹方 --   李昊 0:3 (-4,-5,-3)   崔游 --   郭贤杰 3:1 (-9,12,11,5)
  江承昕 --   陈佳明 0:3 (-6,-6,-8)

 场次号:10088   八一队  --  河南旭龙  1 : 3
 场次号:10038   河南旭龙  --  中南大学一附中二队  3 : 2   黄友政 --   韩承龙 3:1 (5,-8,7,1)
  任昱翔 --   崔游 2:3 (6,-10,-6,7,-10)   李明泽 --   李沛建 0:3 (-9,-7,-12)
  申红景 --   谢东灼 1:3 (-6,-6,5,-5)   江承昕 --   李杰 0:3 (-7,-5,-8)
  韩承龙 --   张乒 3:0 (3,11,7)   黄友政 --   李沛建 1:3 (6,-9,-10,-6)
  任昱翔 --   谢东灼 3:0 (5,13,3)
  申红景 --   崔游 3:2 (-5,-13,8,7,3)  场次号:10101   武汉宏大二队  --  福建队  3 : 0

  徐尧 --   陈佳明 3:1 (5,7,-6,4)
 场次号:10039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湖南队  1 : 3   张惟龙 --   李昊 3:0 (5,5,8)
  吴镝 --   郭贤杰 2:3 (5,5,-8,-7,-10)   李天宇 --   魏颖 3:0 (6,5,6)
  韩文竞 --   易江南 3:0 (7,7,8)
  干尧 --   涂民 0:3 (-9,-6,-6)  场次号:10102   辽宁队  --  湖南队  1 : 3
  吴镝 --   易江南 2:3 (-9,-6,11,9,-5)   郭昌昊 --   易江南 3:1 (-4,11,2,2)

  耿林宇 --   涂民 2:3 (11,-8,-9,5,-10)
 场次号:10040   武汉宏大二队  --  辽宁队  1 : 3   潘吕欣 --   张子喆 1:3 (4,-9,-7,-9)
  王泽鹏 --   耿林宇 3:2 (-8,-9,8,9,5)   郭昌昊 --   涂民 1:3 (6,-5,-8,-5)
  徐尧 --   郭昌昊 2:3 (-5,-9,7,10,-9)
  张惟龙 --   潘吕欣 0:3 (-5,-9,-8)  场次号:10103   河南旭龙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3 : 2
  王泽鹏 --   郭昌昊 2:3 (6,-7,-7,3,-7)   任昱翔 --   冯梓盛 3:1 (9,-5,9,7)

  申红景 --   吴镝 0:3 (-6,-10,-8)
 场次号:10053   福建队  --  中南大学一附中二队  3 : 1   李沛建 --   干尧 3:0 (8,6,8)
  李昊 --   崔游 3:1 (9,7,-8,8)   任昱翔 --   吴镝 0:3 (-3,-8,-8)
  陈佳明 --   谢东灼 3:0 (10,4,8)   申红景 --   冯梓盛 3:0 (9,5,6)
  魏颖 --   张明哲 2:3 (6,7,-5,-5,-9)
  李昊 --   谢东灼 3:1 (8,12,-10,3)  场次号:10104   八一队  --  中南大学一附中二队  1 : 3

  黄友政 --   崔游 2:3 (7,4,-6,-7,-6)
 场次号:10054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八一队  3 : 0   王凌涵 --   谢东灼 3:1 (7,-6,8,11)
  吴镝 --   王凌涵 3:0 (9,10,11)   江承昕 --   张乒 1:3 (-3,-6,5,-4)
  韩文竞 --   黄友政 3:2 (-4,-9,5,8,6)   黄友政 --   谢东灼 1:3 (-7,8,-7,-8)
  干尧 --   江承昕 3:1 (8,-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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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组 1 2 3 4 5 6 7 8 积分 计算 名次

1  1:3  0:3  0:3  0:3  0:3  0:3  0:3   
山东胜利东胜 ----- ----- ----- ----- ----- ----- -----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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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乒院上培中心 ----- ----- ----- ----- ----- ----- -----   11  2  4
2 2 1 2 1 2 1      

3  3:0  1:3  0:3  3:1  1:3  0:3  1:3   
中国乒乓球学校 ----- ----- ----- ----- ----- ----- -----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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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定实验学校一队 ----- ----- ----- ----- ----- ----- -----   12  2  2
2 2 2 2 2 1 1      

5  3:0  1:3  1:3  0:3  1:3  2:3  0:3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 ----- ----- ----- ----- -----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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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交大彤阳俱乐部 ----- ----- ----- ----- ----- ----- -----   12  1  3
2 2 2 1 2 2 1      

7  3:0  1:3  3:0  3:2  3:2  1:3  2:3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 ----- ----- ----- ----- ----- ----- -----   11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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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宝体榕汛 ----- ----- ----- ----- ----- ----- -----   14     1
2 2 2 2 2 2 2   

 场次号:10009   中国乒乓球学校  --  山东胜利东胜  3 : 0  场次号:10059   中乒院上培中心  --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3 : 1
  尤杨 --   张上 3:0 (5,8,10)   张铜 --   虞正阳 3:0 (9,5,6)
  尤琦 --   韩欣沅 3:1 (12,7,-3,11)   张杰 --   王端祥 3:1 (10,-10,7,8)
  陈若飞 --   刘润桁 3:0 (6,8,2)   殷添悦 --   陶冠百 2:3 (5,-10,9,-5,-7)

  张铜 --   王端祥 3:0 (9,9,7)
 场次号:10010   深圳宝体榕汛  --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3 : 0
  张成 --   王端祥 3:1 (-7,5,5,5)  场次号:10060   深圳宝体榕汛  --  中国乒乓球学校  3 : 1
  王泳 --   虞正阳 3:0 (10,8,6)   张成 --   王全亮 3:0 (10,6,9)
  章濠麟 --   陶冠百 3:1 (4,8,-6,8)   王泳 --   陈若飞 3:2 (10,-10,-13,6,8)

  章濠麟 --   尤琦 2:3 (-7,7,8,-9,-7)
 场次号:10011   中乒院上培中心  --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  3 : 1   张成 --   陈若飞 3:0 (9,7,10)
  张铜 --   李昊泽 3:2 (-4,-6,10,8,13)
  张杰 --   薛俊明 3:0 (9,6,7)  场次号:10073   正定实验学校一队  --  山东胜利东胜  3 : 0
  范琅煜 --   史涛 2:3 (10,7,-5,-9,-8)   王晨曦 --   刘润桁 3:1 (7,6,-9,2)
  张铜 --   薛俊明 3:0 (6,9,11)   张治华 --   韩欣沅 3:1 (8,-7,7,4)

  杨欣雨 --   张上 3:0 (4,5,8)
 场次号:10012   正定实验学校一队  --  大连交大彤阳俱乐部  3 : 1
  王瑞 --   任博文 0:3 (-10,-10,-8)  场次号:10074   大连交大彤阳俱乐部  --  中乒院上培中心  3 : 1
  王晨曦 --   朱风年 3:1 (-7,7,8,9)   任博文 --   张杰 3:1 (3,-15,9,7)
  杨欣雨 --   王森 3:0 (7,8,8)   王森 --   张铜 0:3 (-8,-7,-10)
  王瑞 --   朱风年 3:0 (3,7,6)   朱风年 --   殷添悦 3:2 (8,11,-3,-8,4)

  任博文 --   张铜 3:1 (7,-6,4,7)
 场次号:10025   山东胜利东胜  --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0 : 3
  韩欣沅 --   陶冠百 0:3 (-4,-9,-8)  场次号:10075   深圳宝体榕汛  --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  3 : 2
  张上 --   虞正阳 1:3 (-7,9,-6,-12)   肖荣华 --   薛俊明 3:2 (10,-6,10,-8,11)
  刘润桁 --   王骏超 0:3 (-7,-7,-7)   张成 --   李昊泽 2:3 (-5,5,-9,7,-4)

  王泳 --   史涛 2:3 (-9,6,-9,11,-4)
  肖荣华 --   李昊泽 3:1 (-10,6,8,5)
  张成 --   薛俊明 3:0 (5,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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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次号:10026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  --  中国乒乓球学校  3 : 0  场次号:10076   中国乒乓球学校  --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3 : 1
  薛俊明 --   尤琦 3:0 (12,3,11)   陈若飞 --   虞正阳 1:3 (-9,9,-12,-9)

  李昊泽 --   尤杨 3:0 (1,7,8)   王全亮 --   王端祥 3:1 (-12,8,2,2)
  史涛 --   陈若飞 3:1 (9,-8,9,12)   尤杨 --   王骏超 3:1 (-9,8,5,7)

  陈若飞 --   王端祥 3:0 (9,8,1)
 场次号:10027   深圳宝体榕汛  --  大连交大彤阳俱乐部  3 : 0
  张成 --   朱风年 3:0 (5,10,5)  场次号:10089   山东胜利东胜  --  中乒院上培中心  1 : 3
  王泳 --   任博文 3:2 (-6,3,-9,9,12)   张上 --   张杰 1:3 (-10,-8,9,-9)

  肖荣华 --   张士博 3:1 (9,12,-7,2)   刘润桁 --   张铜 0:3 (-2,-4,-8)
  韩欣沅 --   范琅煜 3:2 (9,-7,11,-10,4)

 场次号:10028   正定实验学校一队  --  中乒院上培中心  3 : 1   张上 --   张铜 0:3 (-10,-4,-9)
  王瑞 --   张杰 3:2 (-8,-4,7,8,3)

  王晨曦 --   张铜 0:3 (-14,-13,-6)  场次号:10090   深圳宝体榕汛  --  正定实验学校一队  3 : 1
  杨欣雨 --   殷添悦 3:1 (3,-5,4,3)   张成 --   王晨曦 3:1 (9,5,-8,7)

  王瑞 --   张铜 3:1 (-10,5,9,5)   肖荣华 --   王瑞 2:3 (4,4,-11,-3,-9)
  王泳 --   杨欣雨 3:1 (10,-9,11,2)

 场次号:10041   山东胜利东胜  --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  0 : 3   张成 --   王瑞 3:2 (10,6,-4,-2,8)
  韩欣沅 --   李昊泽 0:3 (-10,-4,-12)

  张上 --   薛俊明 1:3 (5,-6,-6,-6)  场次号:10091   中国乒乓球学校  --  大连交大彤阳俱乐部  1 : 3
  刘润桁 --   方金良 0:3 (-7,-7,-3)   陈若飞 --   王森 3:2 (10,-6,2,-6,9)

  王全亮 --   任博文 2:3 (-5,-8,8,8,-4)
 场次号:10042   大连交大彤阳俱乐部  --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3 : 1   尤杨 --   朱风年 1:3 (-3,-5,10,-5)

  任博文 --   陶冠百 3:0 (7,7,5)   陈若飞 --   任博文 2:3 (-7,10,9,-11,-9)
  王森 --   虞正阳 3:0 (6,10,7)

  朱风年 --   王端祥 1:3 (8,-7,-4,-7)  场次号:10092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  2 : 3
  任博文 --   虞正阳 3:1 (9,4,-8,9)   王骏超 --   李昊泽 0:3 (-6,-5,-8)

  虞正阳 --   薛俊明 0:3 (-9,-6,-4)
 场次号:10043   正定实验学校一队  --  中国乒乓球学校  3 : 0   陶冠百 --   方金良 3:2 (6,8,-9,-2,9)

  王瑞 --   王全亮 3:2 (6,-5,9,-3,12)   王骏超 --   薛俊明 3:2 (-2,-7,7,9,8)
  杨欣雨 --   尤杨 3:0 (9,4,5)   虞正阳 --   李昊泽 0:3 (-4,-2,-9)

  张治华 --   陈若飞 3:2 (9,6,-7,-10,2)
 场次号:10105   山东胜利东胜  --  深圳宝体榕汛  0 : 3

 场次号:10044   中乒院上培中心  --  深圳宝体榕汛  1 : 3   刘润桁 --   章濠麟 2:3 (7,9,-11,-4,-7)
  张铜 --   王泳 3:2 (-6,-9,9,10,7)   韩欣沅 --   王泳 0:3 (-10,-7,-10)

  张杰 --   张成 1:3 (-8,10,-6,-8)   张上 --   肖荣华 1:3 (-5,-7,8,-14)
  范琅煜 --   章濠麟 0:3 (-9,-4,-9)

  张铜 --   张成 2:3 (-9,-6,5,7,-10)  场次号:10106   中乒院上培中心  --  中国乒乓球学校  3 : 1
  张铜 --   王全亮 3:2 (-5,7,-7,6,5)

 场次号:10057   大连交大彤阳俱乐部  --  山东胜利东胜  3 : 0   张杰 --   陈若飞 3:2 (5,6,-11,-7,10)
  任博文 --   韩欣沅 3:0 (5,5,5)   范琅煜 --   尤琦 0:3 (-5,-8,-9)
  王森 --   张上 3:0 (10,5,7)   张铜 --   陈若飞 3:0 (5,4,5)
  朱风年 --   刘润桁 3:0 (2,6,7)

 场次号:10107   正定实验学校一队  --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3 : 0
 场次号:10058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  --  正定实验学校一队  3 : 2   王瑞 --   王端祥 3:0 (6,3,8)
  李昊泽 --   杨欣雨 3:2 (5,-12,3,-6,10)   杨欣雨 --   王骏超 3:1 (6,-9,6,3)
  史涛 --   王瑞 0:3 (-6,-6,-9)   张治华 --   陶冠百 3:0 (9,4,9)
  薛俊明 --   王晨曦 3:0 (8,7,7)
  李昊泽 --   王瑞 2:3 (6,11,-12,-5,-4)  场次号:10108   大连交大彤阳俱乐部  --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  3 : 1
  史涛 --   杨欣雨 3:0 (8,3,7)   任博文 --   李昊泽 3:2 (6,-8,10,-9,8)

  朱风年 --   史涛 3:2 (-8,9,-8,8,7)
  王森 --   薛俊明 1:3 (-6,-4,6,-6)
  任博文 --   史涛 3:0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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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组 1 2 3 4 5 6 7 8 积分 计算 名次

1  3:1  2:3  3:1  3:2  3:1  3:1  3:0      
中国政法吕梁泰化集团 ----- ----- ----- ----- ----- ----- -----   1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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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队 ----- ----- ----- ----- ----- ----- -----    9  --  6
1 1 1 1 2 2 1  4

3  3:2  3:1  3:1  1:3  3:0  3:1  0:3      
山西怀仁十一中一队 ----- ----- ----- ----- ----- ----- -----   12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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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天顺一队 ----- ----- ----- ----- ----- ----- -----    9  --  7
1 2 1 1 2 1 1  4

5  2:3  3:1  3:1  3:2  3:0  3:1  1:3      
天体双盈 ----- ----- ----- ----- ----- ----- -----   1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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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大学一附中一队 ----- ----- ----- ----- ----- ----- -----    7     8
1 1 1 1 1 1 1   

7  1:3  1:3  1:3  3:0  1:3  3:1  1:3  4
正定实验学校二队 ----- ----- ----- ----- ----- ----- -----    9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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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队 ----- ----- ----- ----- ----- ----- -----   13  1  2
1 2 2 2 2 2 2      

 场次号:10013   山西怀仁十一中一队  --  中国政法吕梁泰化集团  3 : 2  场次号:10063   安徽队  --  天体双盈  1 : 3
  陈岂良 --   王辰川穗1:3 (4,-8,-6,-6)   刘睿超 --   闫书洋 3:0 (8,3,8)
  孙艺桐 --   刘天元 3:0 (11,5,9)   刘念 --   曹芷豪 2:3 (15,5,-7,-8,-9)
  朱艳江 --   曹泽龙 2:3 (10,-6,8,-5,-8)   王乾 --   柏友贵 1:3 (9,-7,-7,-6)
  陈岂良 --   刘天元 3:0 (6,7,9)   刘睿超 --   曹芷豪 0:3 (-9,-3,-7)
  孙艺桐 --   王辰川穗3:0 (5,10,4)

 场次号:10064   山西怀仁十一中一队  --  天津队  0 : 3
 场次号:10014   天体双盈  --  天津队  1 : 3   陈岂良 --   孙伯雅 2:3 (-10,5,-8,8,-12)
  闫书洋 --   曾德耀 3:0 (13,8,5)   孙艺桐 --   刘子阳 2:3 (9,-9,9,-7,-10)
  柏友贵 --   刘子阳 1:3 (-7,-2,7,-6)   朱艳江 --   曾德耀 0:3 (-7,-3,-8)
  曹芷豪 --   钟锦堂 2:3 (9,-8,-11,9,-5)
  闫书洋 --   刘子阳 0:3 (-6,-5,-10)  场次号:10077   中国政法吕梁泰化集团  --  河北天顺一队  3 : 1

  刘天元 --   赵建鑫 3:0 (5,5,13)
 场次号:10015   正定实验学校二队  --  安徽队  1 : 3   王辰川穗--   赵峰 1:3 (-10,-7,6,-10)
  吴艺然 --   孙海岩 3:2 (9,-9,-9,9,9)   曹泽龙 --   刘子洋 3:1 (-6,5,5,3)
  张淄沂 --   刘睿超 1:3 (-9,9,-7,-11)   刘天元 --   赵峰 3:1 (5,-6,1,8)
  朱帝成 --   刘念 0:3 (-5,-3,-4)
  吴艺然 --   刘睿超 1:3 (-9,9,-9,-5)  场次号:10078   安徽队  --  中南大学一附中一队  3 : 0

  刘睿超 --   崔齐 3:0 (7,2,9)
 场次号:10016   河北天顺一队  --  中南大学一附中一队  3 : 1   刘念 --   张弘超 3:1 (-8,14,2,10)
  赵峰 --   张弘超 1:3 (-6,-7,10,-7)   孙海岩 --   贺泽毅 3:2 (7,-10,-9,9,7)
  赵建鑫 --   崔齐 3:2 (-9,-13,4,9,4)
  刘子洋 --   肖杨惠民3:1 (4,-9,4,5)  场次号:10079   正定实验学校二队  --  天津队  1 : 3
  赵峰 --   崔齐 3:1 (-15,2,4,8)   吴艺然 --   刘子阳 0:3 (-5,-12,-5)

  张淄沂 --   曾德耀 3:1 (-3,9,6,6)
 场次号:10029   中国政法吕梁泰化集团  --  天体双盈  3 : 2   朱帝成 --   钟锦堂 0:3 (-7,-12,-10)
  刘天元 --   柏友贵 3:2 (12,-5,-8,5,8)   吴艺然 --   曾德耀 1:3 (-7,7,-6,-9)
  王辰川穗 --   闫书洋 1:3 (-7,12,-3,-7)
  路金鑫 --   曹芷豪 0:3 (-8,-6,-6)  场次号:10080   山西怀仁十一中一队  --  天体双盈  1 : 3
  刘天元 --   闫书洋 3:0 (9,5,8)   陈岂良 --   闫书洋 3:0 (8,3,8)
  王辰川穗 --   柏友贵 3:1 (-9,7,5,7)   孙艺桐 --   曹芷豪 2:3 (8,8,-11,-6,-6)

  朱艳江 --   柏友贵 0:3 (-7,-8,-7)
  陈岂良 --   曹芷豪 2:3 (-4,-8,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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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次号:10030   正定实验学校二队  --  山西怀仁十一中一队  1 : 3  场次号:10093   安徽队  --  中国政法吕梁泰化集团  1 : 3
  吴艺然 --   孙艺桐 0:3 (-9,-11,-4)   刘睿超 --   王辰川穗3:2 (6,4,-6,-10,6)
  张淄沂 --   陈岂良 0:3 (-4,-9,-6)   刘念 --   刘天元 2:3 (7,7,-8,-7,-9)
  朱帝成 --   朱艳江 3:2 (-6,4,-5,6,9)   王乾 --   曹泽龙 1:3 (6,-7,-9,-6)
  吴艺然 --   陈岂良 1:3 (8,-4,-3,-3)   刘睿超 --   刘天元 0:3 (-8,-9,-4)

 场次号:10031   中南大学一附中一队  --  天津队  1 : 3  场次号:10094   河北天顺一队  --  天津队  1 : 3
  张弘超 --   孙伯雅 3:1 (7,-5,9,4)   赵峰 --   孙伯雅 3:1 (4,-8,7,7)
  崔齐 --   刘子阳 1:3 (-8,-6,4,-10)   赵建鑫 --   刘子阳 0:3 (-6,-5,-5)
  贺泽毅 --   钟锦堂 0:3 (-3,-7,-4)   刘子洋 --   钟锦堂 0:3 (-4,-1,-8)
  张弘超 --   刘子阳 2:3 (9,-9,-5,10,-6)   赵峰 --   刘子阳 1:3 (-10,6,-10,-12)

 场次号:10032   河北天顺一队  --  安徽队  3 : 1  场次号:10095   中南大学一附中一队  --  山西怀仁十一中一队  0 : 3
  赵峰 --   王乾 3:0 (5,3,7)   张弘超 --   孙艺桐 0:3 (-5,-5,-11)
  赵建鑫 --   刘睿超 0:3 (-9,-9,-5)   崔齐 --   陈岂良 0:3 (-7,-5,-3)
  刘子洋 --   孙海岩 3:2 (7,5,-11,-11,8)   肖杨惠民--   朱艳江 0:3 (-6,-4,-10)
  赵峰 --   刘睿超 3:1 (7,-12,5,4)

 场次号:10096   正定实验学校二队  --  天体双盈  1 : 3
 场次号:10045   正定实验学校二队  --  中国政法吕梁泰化集团  1 : 3   张淄沂 --   柏友贵 1:3 (8,-7,-7,-9)
  朱帝成 --   王辰川穗3:2 (-10,8,8,-4,3)   朱帝成 --   曹芷豪 0:3 (-8,-6,-9)
  吴艺然 --   刘天元 2:3 (6,-6,-4,7,-6)   吴艺然 --   闫书洋 3:0 (5,5,7)
  张淄沂 --   曹泽龙 0:3 (-8,-5,-4)   张淄沂 --   曹芷豪 1:3 (9,-3,-9,-3)
  朱帝成 --   刘天元 1:3 (-5,-5,6,-7)

 场次号:10109   中国政法吕梁泰化集团  --  天津队  3 : 0
 场次号:10046   天体双盈  --  中南大学一附中一队  3 : 0   刘天元 --   孙伯雅 3:1 (10,-9,7,11)
  闫书洋 --   崔齐 3:0 (9,5,5)   王辰川穗--   刘子阳 3:0 (9,9,5)
  曹芷豪 --   张弘超 3:1 (5,10,-6,5)   路金鑫 --   钟锦堂 3:1 (-9,4,7,6)
  柏友贵 --   肖杨惠民3:1 (4,5,-10,5)

 场次号:10110   山西怀仁十一中一队  --  安徽队  3 : 1
 场次号:10047   山西怀仁十一中一队  --  河北天顺一队  3 : 1   陈岂良 --   刘念 3:0 (5,11,7)
  陈岂良 --   赵建鑫 3:1 (2,-8,4,7)   孙艺桐 --   刘睿超 3:1 (-9,8,9,4)
  孙艺桐 --   赵峰 1:3 (11,-8,-10,-8)   朱艳江 --   孙海岩 2:3 (-8,11,7,-8,-4)
  朱艳江 --   刘子洋 3:0 (8,6,4)   陈岂良 --   刘睿超 3:1 (7,-7,6,9)
  陈岂良 --   赵峰 3:1 (-9,10,10,7)

 场次号:10111   天体双盈  --  河北天顺一队  3 : 2
 场次号:10048   安徽队  --  天津队  1 : 3   柏友贵 --   刘子洋 3:2 (-6,6,-8,8,1)
  刘睿超 --   曾德耀 3:1 (-8,11,10,5)   曹芷豪 --   赵峰 3:2 (-8,4,-3,7,9)
  刘念 --   刘子阳 1:3 (-1,-7,8,-12)   闫书洋 --   赵建鑫 1:3 (-13,4,-6,-6)
  孙海岩 --   钟锦堂 0:3 (-7,-6,-7)   柏友贵 --   赵峰 2:3 (-6,5,-8,4,-9)
  刘睿超 --   刘子阳 0:3 (-8,-7,-9)   曹芷豪 --   刘子洋 3:1 (-9,7,4,4)

 场次号:10061   中南大学一附中一队  --  中国政法吕梁泰化集团  1 : 3 场次号:10112   中南大学一附中一队  --  正定实验学校二队  1 : 3
  张弘超 --   王辰川穗3:0 (1,7,10)   贺泽毅 --   张淄沂 0:3 (-12,-7,-5)
  崔齐 --   刘天元 0:3 (-7,-4,-6)   肖杨惠民--   吴艺然 1:3 (-8,11,-3,-6)
  贺泽毅 --   曹泽龙 1:3 (-7,-4,9,-8)   张弘超 --   朱帝成 3:1 (-3,6,1,9)
  张弘超 --   刘天元 1:3 (9,-7,-3,-5)   贺泽毅 --   吴艺然 1:3 (-7,8,-5,-3)

 场次号:10062   河北天顺一队  --  正定实验学校二队  0 : 3
  赵峰 --   朱帝成 2:3 (5,-8,-9,5,-9)
  赵建鑫 --   吴艺然 0:3 (-9,-6,-7)
  刘子洋 --   张淄沂 0:3 (-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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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团体第一阶段
第1组 1 2 3 4 5 6 7 8 积分 计算 名次

1  2:3  2:3  3:1  3:2  3:2  0:3  1:3      
广东二沙·深大一队 ----- ----- ----- ----- ----- ----- -----   1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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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泉动体育有限公司 ----- ----- ----- ----- ----- ----- -----   10  2  4
2 1 1 2 2 1 1      

3  3:2  3:0  3:0  3:0  3:2  1:3  1:3   
湖南长郡中学 ----- ----- ----- ----- ----- ----- -----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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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首钢一队 ----- ----- ----- ----- ----- ----- -----    9  1  7
1 2 1 2 1 1 1      

5  2:3  0:3  0:3  0:3  1:3  0:3  1:3   
河南搏冠 ----- ----- ----- ----- ----- ----- -----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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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田家炳俱乐部 ----- ----- ----- ----- ----- ----- -----    9  2  6
1 1 1 2 2 1 1      

7  3:0  3:1  3:1  3:0  3:0  3:2  0:3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 ----- ----- ----- ----- -----   1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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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体校 ----- ----- ----- ----- ----- ----- -----   14     1
2 2 2 2 2 2 2   

 场次号:20001   广东二沙·深大一队  --  湖南长郡中学  2 : 3  场次号:20052   陕西省体校  --  湖南长郡中学  3 : 1

  李芷亮 --   刘梦 2:3 (5,3,-7,-9,-6)   杨思彤 --   王欣 3:0 (11,5,6)

  陈思培 --   曾妍 3:1 (6,-8,4,8)   陈雨佳 --   刘梦 2:3 (8,9,-2,-9,-9)

  罗芷君 --   王欣 3:2 (-8,10,-10,10,8)  孙悦婷 --   曾妍 3:2 (-8,-6,9,9,4)

  李芷亮 --   曾妍 2:3 (-8,6,6,-5,-7)   杨思彤 --   刘梦 3:2 (-7,7,7,-8,6)

  陈思培 --   刘梦 0:3 (-10,-8,-6)

 场次号:20065   广东二沙·深大一队  --  北京首钢一队  3 : 1

 场次号:20002   陕西省体校  --  河南搏冠  3 : 1   李芷亮 --   邵洛萱 1:3 (4,-11,-9,-8)

  杨思彤 --   马梦柯 3:0 (9,11,4)   陈思培 --   郭子琦 3:1 (5,-9,7,7)

  陈雨佳 --   种楷林 3:0 (5,5,6)   罗芷君 --   刘冬雨 3:0 (7,11,5)

  王一淼 --   曹雨萌 2:3 (-7,6,5,-3,-9)   李芷亮 --   郭子琦 3:1 (10,-8,5,7)

  杨思彤 --   种楷林 3:0 (4,7,6)

 场次号:20066   山东泉动体育有限公司  --  苏州田家炳俱乐部  3 : 2

 场次号:20003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山东泉动体育有限公司  3 : 1   段喬煒 --   江含 3:0 (6,4,7)

  杨柳 --   段喬煒 0:3 (-9,-9,-9)   陈辰 --   张笑 0:3 (-4,-6,-5)

  吴奕昕 --   陈芃伃 3:2 (10,-8,-4,7,8)   李汶璇 --   钱语澜 3:2 (12,7,-9,-8,9)

  陆心怡 --   张文谦 3:0 (6,7,9)   段喬煒 --   张笑 2:3 (8,-7,-6,8,-9)

  杨柳 --   陈芃伃 3:0 (4,6,8)   陈辰 --   江含 3:0 (8,10,9)

 场次号:20004   苏州田家炳俱乐部  --  北京首钢一队  3 : 1  场次号:20067   陕西省体校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3 : 0

  张笑 --   邵洛萱 3:0 (4,3,8)   杨思彤 --   杨柳 3:1 (-7,1,7,9)

  江含 --   郭子琦 0:3 (-7,-9,-12)   王一淼 --   吴奕昕 3:1 (10,9,-4,6)

  钱语澜 --   刘冬雨 3:2 (9,-6,-7,10,9)   王默苒 --   陆心怡 3:1 (-7,6,5,7)

  张笑 --   郭子琦 3:0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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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次号:20017   广东二沙·深大一队  --  河南搏冠  3 : 2  场次号:20051   山东泉动体育有限公司  --  河南搏冠  3 : 0
  李芷亮 --   曹雨萌 3:1 (9,8,-9,7)   段喬煒 --   马梦柯 3:0 (4,4,4)
  陈思培 --   马梦柯 2:3 (4,-9,-9,7,-7)   陈芃伃 --   曹雨萌 3:1 (-7,7,11,7)
  罗芷君 --   刘艺茗 0:3 (-8,-9,-8)   陈辰 --   种楷林 3:1 (-4,8,9,10)
  李芷亮 --   马梦柯 3:0 (9,8,7)
  陈思培 --   曹雨萌 3:0 (2,8,8)  场次号:20068   河南搏冠  --  湖南长郡中学  0 : 3

  刘艺茗 --   曾妍 0:3 (-6,-2,-5)
 场次号:20018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湖南长郡中学  3 : 1   马梦柯 --   刘梦 2:3 (9,-5,6,-8,-8)
  杨柳 --   王欣 1:3 (-9,-2,6,-11)   种楷林 --   王欣 0:3 (-3,-9,-7)
  吴奕昕 --   刘梦 3:1 (8,-7,9,12)
  陆心怡 --   曾妍 3:2 (-7,-6,4,8,8)  场次号:20081   广东二沙·深大一队  --  山东泉动体育有限公司  2 : 3

  杨柳 --   刘梦 3:2 (-9,6,11,-10,4)   李芷亮 --   陈芃伃 3:0 (9,8,5)
  陈思培 --   段喬煒 0:3 (-5,-6,-9)

 场次号:20019   苏州田家炳俱乐部  --  陕西省体校  1 : 3   罗芷君 --   张文谦 3:0 (4,3,10)
  张笑 --   陈雨佳 3:0 (6,7,5)   李芷亮 --   段喬煒 0:3 (-9,-7,-3)
  江含 --   杨思彤 0:3 (-4,-4,-9)   陈思培 --   陈芃伃 0:3 (-5,-6,-4)
  钱语澜 --   王一淼 0:3 (-5,-2,-3)
  张笑 --   杨思彤 1:3 (-10,7,-7,-8)  场次号:20082   陕西省体校  --  北京首钢一队  3 : 1

  杨思彤 --   邵洛萱 3:0 (6,3,11)
 场次号:20020   北京首钢一队  --  山东泉动体育有限公司  3 : 1   陈雨佳 --   郭子琦 2:3 (-7,-7,8,11,-4)
  郭子琦 --   段喬煒 1:3 (-8,9,-9,-5)   王默苒 --   刘冬雨 3:1 (9,9,-12,9)
  邵洛萱 --   李汶璇 3:1 (5,-6,8,7)   杨思彤 --   郭子琦 3:1 (9,4,-9,3)
  刘冬雨 --   陈辰 3:1 (8,-11,6,12)
  郭子琦 --   李汶璇 3:2 (-9,7,10,-8,5)  场次号:20083   湖南长郡中学  --  苏州田家炳俱乐部  3 : 2

  刘梦 --   江含 3:0 (8,9,10)
 场次号:20033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广东二沙·深大一队  3 : 0   曾妍 --   张笑 0:3 (-11,-6,-10)
  吴奕昕 --   李芷亮 3:1 (11,-9,9,9)   王欣 --   钱语澜 3:0 (7,5,7)
  杨柳 --   陈思培 3:2 (2,4,-8,-6,8)   刘梦 --   张笑 2:3 (7,6,-7,-8,-6)
  陆心怡 --   罗芷君 3:0 (8,8,12)   曾妍 --   江含 3:0 (2,7,7)

 场次号:20034   河南搏冠  --  苏州田家炳俱乐部  1 : 3  场次号:20084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河南搏冠  3 : 0
  曹雨萌 --   钱语澜 3:2 (-7,-6,9,8,8)   陆心怡 --   刘艺茗 3:0 (5,7,9)
  种楷林 --   张笑 0:3 (-3,-3,-2)   吴奕昕 --   种楷林 3:0 (6,4,4)
  刘艺茗 --   江含 1:3 (9,-8,-8,-9)   杨柳 --   马梦柯 3:0 (9,5,8)
  曹雨萌 --   张笑 0:3 (-6,-2,-6)

 场次号:20097   陕西省体校  --  广东二沙·深大一队  3 : 1
 场次号:20035   湖南长郡中学  --  北京首钢一队  3 : 0   陈雨佳 --   陈思培 3:2 (-9,9,9,-5,8)
  王欣 --   邵洛萱 3:1 (-11,8,8,12)   王一淼 --   李芷亮 0:3 (-6,-5,-8)
  刘梦 --   郭子琦 3:2 (-8,9,-9,8,9)   孙悦婷 --   罗芷君 3:0 (8,6,9)
  曾妍 --   刘冬雨 3:1 (-3,9,6,5)   陈雨佳 --   李芷亮 3:1 (3,6,-5,7)

 场次号:20036   山东泉动体育有限公司  --  陕西省体校  1 : 3  场次号:20098   山东泉动体育有限公司  --  湖南长郡中学  0 : 3
  李汶璇 --   陈雨佳 2:3 (5,-5,-2,9,-6)   段喬煒 --   王欣 1:3 (9,-8,-8,-10)
  张文谦 --   杨思彤 0:3 (-4,-4,-3)   陈芃伃 --   刘梦 1:3 (7,-9,-3,-7)
  陈芃伃 --   孙悦婷 3:0 (5,9,9)   陈辰 --   曾妍 0:3 (-7,-6,-5)
  李汶璇 --   杨思彤 1:3 (-9,-7,11,-8)

 场次号:20099   北京首钢一队  --  河南搏冠  3 : 0
 场次号:20049   广东二沙·深大一队  --  苏州田家炳俱乐部  3 : 2   郭子琦 --   马梦柯 3:1 (3,7,-9,5)
  李芷亮 --   钱语澜 3:1 (-6,5,3,2)   邵洛萱 --   曹雨萌 3:0 (5,5,7)
  陈思培 --   张笑 0:3 (-9,-7,-8)   刘冬雨 --   刘艺茗 3:2 (-6,8,-9,9,9)
  罗芷君 --   江含 3:0 (7,8,4)
  李芷亮 --   张笑 0:3 (-1,-8,-6)  场次号:20100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苏州田家炳俱乐部  3 : 2
  陈思培 --   钱语澜 3:0 (1,6,6)   吴奕昕 --   江含 3:2 (-8,5,7,-2,7)

  杨柳 --   张笑 2:3 (7,-10,-8,7,-8)
 场次号:20050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北京首钢一队  3 : 0   陆心怡 --   钱语澜 3:0 (7,5,6)
  吴奕昕 --   邵洛萱 3:2 (-7,6,11,-4,6)   吴奕昕 --   张笑 1:3 (-7,-7,6,-6)
  杨柳 --   郭子琦 3:0 (5,9,10)   杨柳 --   江含 3:1 (6,7,-9,6)
  陆心怡 --   刘冬雨 3:0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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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组 1 2 3 4 5 6 7 8 积分 计算 名次

1  0:3  0:3  0:3  0:3  0:3  0:3  0:3   
深圳南山 ----- ----- ----- ----- ----- ----- -----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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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 ----- ----- ----- ----- ----- ----- -----   12  1  3
2 2 1 1 2 2 2      

3  3:0  2:3  3:1  1:3  3:1  3:1  2:3      
安徽队 ----- ----- ----- ----- ----- ----- -----   11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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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乒乓球学校 ----- ----- ----- ----- ----- ----- -----   12  2  2
2 2 1 2 2 2 1      

5  3:0  3:1  3:1  0:3  3:0  0:3  1:3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 ----- ----- ----- ----- ----- -----   1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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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首钢三队 ----- ----- ----- ----- ----- ----- -----    8     7
2 1 1 1 1 1 1   

7  3:0  1:3  1:3  0:3  3:0  3:2  2:3   
成都娇子 ----- ----- ----- ----- ----- ----- -----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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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怀仁十一中 ----- ----- ----- ----- ----- ----- -----   13     1
2 1 2 2 2 2 2   

 场次号:20005   深圳南山  --  安徽队  0 : 3  场次号:20055   河北  --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1 : 3
  刘鑫 --   干露露 0:3 (-7,-11,-11)   李雨琪 --   张翔宇 2:3 (7,-7,11,-6,-4)
  李婧如 --   高雨晴 0:3 (-8,-5,-6)   许嘉颖 --   徐佳瑞 2:3 (-5,9,-5,7,-9)
  周倩婷 --   田京卉 0:3 (-2,-7,-5)   许丛珊 --   侯苏恒 3:2 (-8,-6,7,9,11)

  李雨琪 --   徐佳瑞 1:3 (11,-6,-10,-9)
 场次号:20006   山西怀仁十一中  --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3 : 1
  刘洋洋 --   侯苏恒 3:0 (3,9,6)  场次号:20056   安徽队  --  山西怀仁十一中  2 : 3
  魏雅洁 --   徐佳瑞 3:0 (6,9,9)   高雨晴 --   刘洋洋 3:2 (-10,6,9,-5,3)
  赵承林 --   张翔宇 1:3 (9,-8,-8,-6)   干露露 --   魏雅洁 1:3 (-7,6,-4,-2)
  刘洋洋 --   徐佳瑞 3:0 (8,12,10)   田京卉 --   赵承林 0:3 (-4,-10,-10)

  高雨晴 --   魏雅洁 3:2 (-4,-9,12,9,7)
 场次号:20007   成都娇子  --  河北  1 : 3   干露露 --   刘洋洋 0:3 (-9,-6,-14)
  彭昱晴 --   许丛珊 3:2 (8,4,-9,-9,5)
  罗璇玥 --   许嘉颖 0:3 (-3,-6,-2)  场次号:20069   深圳南山  --  中国乒乓球学校  0 : 3
  张雪恩 --   李雨琪 0:3 (-4,-11,-5)   李婧如 --   徐思雨 0:3 (-5,-1,-6)
  彭昱晴 --   许嘉颖 2:3 (-5,7,6,-5,-4)   刘鑫 --   詹卓雅 0:3 (-8,-3,-8)

  王培涵 --   赵婕 0:3 (-4,-2,-3)
 场次号:20008   中国乒乓球学校  --  北京首钢三队  3 : 0
  赵婕 --   胡诗瑶 3:0 (10,8,6)  场次号:20070   北京首钢三队  --  河北  0 : 3
  詹卓雅 --   吴有若 3:2 (7,-9,-5,5,5)   李美其 --   李雨琪 0:3 (-2,-6,-5)
  徐思雨 --   李美其 3:0 (8,9,3)   胡诗瑶 --   许嘉颖 1:3 (-8,4,-11,-9)

  吴有若 --   许丛珊 1:3 (7,-7,-7,-6)
 场次号:20021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  深圳南山  3 : 0
  徐佳瑞 --   刘鑫 3:0 (3,2,2)  场次号:20071   山西怀仁十一中  --  成都娇子  3 : 2
  张翔宇 --   李婧如 3:0 (4,6,8)   刘洋洋 --   纪竺君 3:2 (11,-9,9,-9,8)
  侯苏恒 --   王培涵 3:1 (-8,6,7,7)   魏雅洁 --   彭昱晴 3:2 (3,-8,9,-10,10)

  赵承林 --   罗璇玥 0:3 (-9,-7,-3)
  刘洋洋 --   彭昱晴 1:3 (-6,3,-9,-7)
  魏雅洁 --   纪竺君 3:0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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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次号:20022   安徽队  --  成都娇子  3 : 1  场次号:20072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  安徽队  3 : 1
  高雨晴 --   罗璇玥 3:2 (10,-6,-5,5,8)   侯苏恒 --   干露露 1:3 (-5,8,-1,-9)

  干露露 --   彭昱晴 3:0 (11,5,6)   徐佳瑞 --   高雨晴 3:2 (3,-7,-7,9,5)

  茆瑞航 --   纪竺君 1:3 (-6,-5,8,-8)   张翔宇 --   田京卉 3:1 (9,-8,9,7)

  高雨晴 --   彭昱晴 3:2 (6,8,-5,-8,5)   侯苏恒 --   高雨晴 3:2 (9,8,-5,-7,7)

 场次号:20023   山西怀仁十一中  --  北京首钢三队  3 : 0  场次号:20085   深圳南山  --  河北  0 : 3

  刘洋洋 --   李美其 3:1 (-8,3,6,6)   李婧如 --   李雨琪 0:3 (-5,-3,-5)

  魏雅洁 --   吴有若 3:1 (6,-7,4,8)   刘鑫 --   许嘉颖 1:3 (-5,-8,9,-2)

  赵承林 --   胡诗瑶 3:1 (-8,3,8,5)   周倩婷 --   吉天玉 0:3 (-4,-9,-5)

 场次号:20024   中国乒乓球学校  --  河北  3 : 2  场次号:20086   山西怀仁十一中  --  中国乒乓球学校  3 : 0

  赵婕 --   李雨琪 1:3 (-12,8,-9,-7)   刘洋洋 --   徐思雨 3:2 (-8,12,-5,12,6)

  詹卓雅 --   许嘉颖 3:2 (7,-8,10,-6,8)   魏雅洁 --   詹卓雅 3:0 (5,6,8)

  徐思雨 --   许丛珊 3:0 (7,7,9)   赵承林 --   赵婕 3:1 (-9,6,5,8)

  赵婕 --   许嘉颖 1:3 (-7,3,-8,-7)

  詹卓雅 --   李雨琪 3:2 (8,-9,10,-12,3)  场次号:20087   安徽队  --  北京首钢三队  3 : 1

  高雨晴 --   吴有若 3:1 (-4,9,5,5)

 场次号:20037   深圳南山  --  成都娇子  0 : 3   干露露 --   李美其 3:1 (-2,4,4,2)

  李婧如 --   罗璇玥 1:3 (-3,9,-1,-6)   茆瑞航 --   胡诗瑶 0:3 (-9,-15,-6)

  刘鑫 --   彭昱晴 1:3 (-4,-6,10,-3)   高雨晴 --   李美其 3:0 (1,9,8)

  周倩婷 --   张雪恩 0:3 (-7,-7,-6)

 场次号:20088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  成都娇子  0 : 3
 场次号:20038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  北京首钢三队  3 : 0   徐佳瑞 --   彭昱晴 1:3 (-8,5,-6,-6)

  徐佳瑞 --   胡诗瑶 3:0 (5,12,8)   张翔宇 --   罗璇玥 0:3 (-9,-6,-4)

  侯苏恒 --   吴有若 3:0 (10,2,2)   侯苏恒 --   张雪恩 1:3 (-9,-14,12,-3)

  张翔宇 --   李美其 3:1 (11,-9,4,3)

 场次号:20101   山西怀仁十一中  --  深圳南山  3 : 0
 场次号:20039   中国乒乓球学校  --  安徽队  1 : 3   刘洋洋 --   刘鑫 3:0 (1,4,13)

  赵婕 --   干露露 2:3 (4,7,-2,-7,-9)   赵承林 --   李婧如 3:0 (5,4,4)

  詹卓雅 --   高雨晴 3:2 (9,-9,7,-5,6)   吕文轩 --   周倩婷 3:1 (5,-9,8,3)

  徐思雨 --   田京卉 2:3 (-11,8,7,-8,-9)

  赵婕 --   高雨晴 1:3 (-7,-6,5,-6)  场次号:20102   河北  --  安徽队  3 : 2
  许嘉颖 --   高雨晴 3:2 (-11,10,9,-4,9)

 场次号:20040   河北  --  山西怀仁十一中  3 : 2   李雨琪 --   干露露 3:2 (-6,13,-7,9,6)

  许嘉颖 --   魏雅洁 3:1 (-7,9,11,7)   吉天玉 --   田京卉 0:3 (-9,-11,-3)

  李雨琪 --   刘洋洋 3:1 (9,9,-7,3)   许嘉颖 --   干露露 0:3 (-6,-3,-8)

  吉天玉 --   赵承林 2:3 (-10,10,6,-7,-6)   李雨琪 --   高雨晴 3:2 (9,14,-7,-9,11)

  许嘉颖 --   刘洋洋 1:3 (-7,-8,7,-4)

  李雨琪 --   魏雅洁 3:1 (11,11,-3,8)  场次号:20103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  中国乒乓球学校  0 : 3
  徐佳瑞 --   赵婕 1:3 (-11,-9,4,-5)

 场次号:20053   深圳南山  --  北京首钢三队  0 : 3   张翔宇 --   詹卓雅 1:3 (-9,8,-4,-9)

  李婧如 --   胡诗瑶 2:3 (-11,12,-7,8,-7)   侯苏恒 --   徐思雨 0:3 (-8,-7,-6)

  刘鑫 --   吴有若 1:3 (-2,-5,6,-10)

  王培涵 --   李美其 1:3 (9,-9,-7,-6)  场次号:20104   北京首钢三队  --  成都娇子  2 : 3
  胡诗瑶 --   罗璇玥 1:3 (8,-4,-9,-12)

 场次号:20054   中国乒乓球学校  --  成都娇子  3 : 0   吴有若 --   彭昱晴 3:2 (7,-6,9,-9,9)

  徐思雨 --   罗璇玥 3:0 (5,8,7)   李美其 --   纪竺君 0:3 (-9,-7,-10)

  詹卓雅 --   彭昱晴 3:1 (7,-9,8,7)   胡诗瑶 --   彭昱晴 3:2 (-8,8,-5,10,8)

  赵婕 --   张雪恩 3:0 (7,4,6)   吴有若 --   罗璇玥 1:3 (-1,-9,6,-2)

13



第3组 1 2 3 4 5 6 7 8 积分 计算 名次

1  1:3  0:3  0:3  0:3  1:3  1:3  2:3   
山东胜利东胜 ----- ----- ----- ----- ----- ----- -----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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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球管中心 ----- ----- ----- ----- ----- ----- -----   12     3
2 2 1 2 2 2 1   

3  3:0  2:3  1:3  3:1  3:1  1:3  2:3   
广东二沙·深大二队 ----- ----- ----- ----- ----- ----- -----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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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三环集团二队 ----- ----- ----- ----- ----- ----- -----   13     2
2 2 2 2 2 2 1   

5  3:0  1:3  1:3  1:3  0:3  1:3  0:3   
河南旭龙 ----- ----- ----- ----- ----- ----- -----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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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嘉宏南康基地 ----- ----- ----- ----- ----- ----- -----    9     6
2 1 1 1 2 1 1   

7  3:1  2:3  3:1  0:3  3:1  3:0  1:3   
福建队 ----- ----- ----- ----- ----- ----- -----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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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 ----- ----- ----- ----- ----- ----- -----   14     1
2 2 2 2 2 2 2   

 场次号:20009   广东二沙·深大二队  --  山东胜利东胜  3 : 0  场次号:20059   河南旭龙  --  内蒙古球管中心  1 : 3
  周静儿 --   张毓蕾 3:2 (7,-6,6,-12,7)   赵睿玺 --   李佳琪 1:3 (-11,-5,10,-1)
  彭诗诗 --   隋笑然 3:1 (4,-11,6,6)   田源 --   范雪妍 3:2 (-3,9,-6,7,6)
  冯超 --   薛羽婷 3:0 (6,8,5)   李蔓婧 --   李昕怡 1:3 (5,-7,-6,-3)

  赵睿玺 --   范雪妍 1:3 (-5,-3,5,-6)
 场次号:20010   河南旭龙  --  新疆  0 : 3
  田源 --   邢凯歌 2:3 (8,-6,9,-11,-6)  场次号:20060   新疆  --  广东二沙·深大二队  3 : 2
  赵睿玺 --   洪关叶子1:3 (7,-9,-4,-7)   洪关叶子--   周静儿 3:1 (-9,6,9,9)
  李蔓婧 --   谢欣颖 2:3 (-9,9,11,-11,-4)   邢凯歌 --   彭诗诗 1:3 (4,-10,-10,-12)

  郭海超 --   冯超 3:0 (6,9,8)
 场次号:20011   福建队  --  内蒙古球管中心  2 : 3   洪关叶子--   彭诗诗 2:3 (-15,10,6,-4,-9)
  黄钧宁 --   李佳琪 3:0 (7,4,7)   邢凯歌 --   周静儿 3:1 (7,-8,21,9)
  徐天予 --   范雪妍 3:0 (11,7,9)
  王宇萌 --   李昕怡 1:3 (-7,-4,12,-9)  场次号:20073   山东胜利东胜  --  湖北三环集团二队  0 : 3
  黄钧宁 --   范雪妍 1:3 (7,-5,-4,-8)   隋笑然 --   胡悦妍 0:3 (-2,-4,-7)
  徐天予 --   李佳琪 0:3 (-5,-14,-11)   甄琦 --   张梓煜 0:3 (-6,-6,-8)

  张毓蕾 --   何泽宝 1:3 (-4,-11,7,-8)
 场次号:20012   江西嘉宏南康基地  --  湖北三环集团二队  0 : 3
  焦翘 --   胡悦妍 1:3 (-10,9,-5,-10)  场次号:20074   内蒙古球管中心  --  江西嘉宏南康基地  3 : 0
  李梦玲 --   张梓煜 0:3 (-7,-9,-7)   李佳琪 --   李梦玲 3:1 (9,-7,8,9)
  朱媛媛 --   何泽宝 0:3 (-5,-2,-10)   范雪妍 --   焦翘 3:2 (-12,9,7,-9,6)

  李昕怡 --   朱媛媛 3:1 (10,-9,6,12)
 场次号:20025   山东胜利东胜  --  河南旭龙  0 : 3
  张毓蕾 --   田源 1:3 (7,-9,-3,-8)  场次号:20075   新疆  --  福建队  3 : 1
  隋笑然 --   赵睿玺 2:3 (-10,6,-9,6,-3)   洪关叶子--   徐天予 3:1 (-6,9,7,12)
  甄琦 --   郭海蕴 1:3 (-7,6,-4,-4)   邢凯歌 --   黄钧宁 1:3 (-8,-5,7,-7)

  郭海超 --   王宇萌 3:0 (6,3,8)
  洪关叶子--   黄钧宁 3:1 (-9,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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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次号:20026   福建队  --  广东二沙·深大二队  3 : 1  场次号:20076   广东二沙·深大二队  --  河南旭龙  3 : 1
  黄钧宁 --   彭诗诗 3:0 (9,12,7)   彭诗诗 --   赵睿玺 3:0 (4,5,4)
  徐天予 --   周静儿 3:0 (9,9,7)   周静儿 --   田源 3:2 (5,5,-5,-5,5)
  王宇萌 --   冯超 2:3 (-5,8,8,-5,-5)   冯超 --   李蔓婧 1:3 (2,-10,-7,-5)
  黄钧宁 --   周静儿 3:1 (4,-13,6,9)   彭诗诗 --   田源 3:2 (-9,6,6,-4,3)

 场次号:20027   新疆  --  江西嘉宏南康基地  3 : 0  场次号:20089   山东胜利东胜  --  内蒙古球管中心  1 : 3
  洪关叶子 --   李梦玲 3:0 (12,7,7)   薛羽婷 --   范雪妍 0:3 (-8,-6,-5)
  邢凯歌 --   焦翘 3:1 (-9,9,7,9)   甄琦 --   李佳琪 1:3 (6,-9,-4,-5)
  谢欣颖 --   朱媛媛 3:0 (3,4,3)   张毓蕾 --   李昕怡 3:0 (12,8,2)

  薛羽婷 --   李佳琪 0:3 (-3,-9,-12)
 场次号:20028   内蒙古球管中心  --  湖北三环集团二队  2 : 3
  范雪妍 --   胡悦妍 3:0 (9,8,4)  场次号:20090   新疆  --  湖北三环集团二队  3 : 0
  李佳琪 --   张梓煜 3:0 (3,9,7)   洪关叶子--   胡悦妍 3:2 (9,-4,-8,15,5)
  李昕怡 --   熊晴蕾 1:3 (-7,-5,10,-8)   邢凯歌 --   张梓煜 3:2 (9,-8,8,-11,10)
  范雪妍 --   张梓煜 2:3 (9,-9,9,-11,-6)   郭海超 --   熊晴蕾 3:1 (9,-6,6,10)
  李佳琪 --   胡悦妍 2:3 (-7,5,-3,6,-9)

 场次号:20091   广东二沙·深大二队  --  江西嘉宏南康基地  3 : 1
 场次号:20041   山东胜利东胜  --  福建队  1 : 3   彭诗诗 --   李梦玲 3:1 (6,10,-15,10)
  张毓蕾 --   徐天予 0:3 (-4,-9,-7)   周静儿 --   焦翘 1:3 (-9,12,-10,-9)
  薛羽婷 --   黄钧宁 1:3 (-7,7,-7,-7)   冯超 --   朱媛媛 3:1 (4,11,-4,6)
  隋笑然 --   王宇萌 3:1 (7,-4,7,16)   彭诗诗 --   焦翘 3:1 (-11,8,7,8)
  张毓蕾 --   黄钧宁 0:3 (-7,-9,-8)

 场次号:20092   河南旭龙  --  福建队  1 : 3
 场次号:20042   河南旭龙  --  江西嘉宏南康基地  0 : 3   赵睿玺 --   徐天予 0:3 (-2,-6,-8)
  田源 --   李梦玲 2:3 (-7,-7,4,12,-6)   田源 --   黄钧宁 1:3 (-9,11,-5,-4)
  赵睿玺 --   焦翘 0:3 (-8,-9,-2)   李蔓婧 --   王宇萌 3:0 (4,3,7)
  郭海蕴 --   朱媛媛 2:3 (6,-10,-7,6,-7)   赵睿玺 --   黄钧宁 0:3 (-5,-7,-5)

 场次号:20043   广东二沙·深大二队  --  湖北三环集团二队  1 : 3  场次号:20105   山东胜利东胜  --  新疆  2 : 3
  彭诗诗 --   胡悦妍 3:1 (11,-7,10,7)   隋笑然 --   郭海超 3:0 (9,7,5)
  周静儿 --   张梓煜 0:3 (-5,-7,-6)   甄琦 --   邢凯歌 1:3 (-10,11,-3,-9)
  冯超 --   何泽宝 0:3 (-7,-6,-11)   薛羽婷 --   谢欣颖 3:2 (6,-7,9,-6,8)
  彭诗诗 --   张梓煜 1:3 (-9,-3,6,-2)   隋笑然 --   邢凯歌 2:3 (7,-10,6,-6,-12)

  甄琦 --   郭海超 1:3 (-9,11,-8,-4)
 场次号:20044   内蒙古球管中心  --  新疆  1 : 3
  范雪妍 --   邢凯歌 1:3 (-8,6,-8,-4)  场次号:20106   内蒙古球管中心  --  广东二沙·深大二队  3 : 2
  李佳琪 --   洪关叶子2:3 (-6,3,9,-5,-6)   李佳琪 --   周静儿 3:1 (-6,3,5,6)
  李昕怡 --   谢欣颖 3:2 (8,9,-9,-9,7)   范雪妍 --   彭诗诗 3:2 (-11,3,-13,7,10)
  范雪妍 --   洪关叶子2:3 (12,8,-9,-9,-7)   李昕怡 --   冯超 2:3 (-9,6,-9,7,-6)

  李佳琪 --   彭诗诗 1:3 (-8,3,-6,-8)
 场次号:20057   江西嘉宏南康基地  --  山东胜利东胜  3 : 1   范雪妍 --   周静儿 3:0 (7,2,10)
  焦翘 --   薛羽婷 3:0 (7,2,5)
  李梦玲 --   隋笑然 3:0 (8,5,10)  场次号:20107   河南旭龙  --  湖北三环集团二队  1 : 3
  朱媛媛 --   甄琦 1:3 (9,-9,-4,-3)   田源 --   胡悦妍 3:2 (-9,-5,9,8,8)
  焦翘 --   隋笑然 3:1 (5,-7,11,10)   赵睿玺 --   张梓煜 0:3 (-6,-3,-7)

  李蔓婧 --   何泽宝 1:3 (-3,-4,7,-9)
 场次号:20058   福建队  --  湖北三环集团二队  0 : 3   田源 --   张梓煜 2:3 (14,-8,10,-14,-8)
  黄钧宁 --   胡悦妍 2:3 (-5,-6,11,9,-6)
  王宇萌 --   张梓煜 0:3 (-5,-5,-6)  场次号:20108   福建队  --  江西嘉宏南康基地  3 : 0
  徐天予 --   熊晴蕾 2:3 (-7,8,-8,8,-4)   黄钧宁 --   李梦玲 3:0 (4,7,6)

  徐天予 --   焦翘 3:1 (4,-5,16,8)
  王宇萌 --   朱媛媛 3:0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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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组 1 2 3 4 5 6 7 8 积分 计算 名次

1  3:2  1:3  3:0  3:0  3:1  2:3  1:3   
广西队 ----- ----- ----- ----- ----- ----- -----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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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淄博万乔 ----- ----- ----- ----- ----- ----- -----   10     5
1 1 2 2 2 1 1   

3  3:1  3:1  3:0  3:1  3:0  3:1  1:3  15
湖北三环集团一队 ----- ----- ----- ----- ----- ----- -----   13  ----  2

2 2 2 2 2 2 1  19
4  0:3  1:3  0:3  3:2  0:3  0:3  1:3  3

云南电网 ----- ----- ----- ----- ----- ----- -----    8  --  8
1 1 1 2 1 1 1  5

5  0:3  1:3  1:3  2:3  3:1  0:3  0:3  5
八一队 ----- ----- ----- ----- ----- ----- -----    8  --  7

1 1 1 1 2 1 1  4
6  1:3  2:3  0:3  3:0  1:3  0:3  0:3  4

北京首钢二队 ----- ----- ----- ----- ----- ----- -----    8  --  6
1 1 1 2 1 1 1  3

7  3:2  3:0  1:3  3:0  3:0  3:0  3:1  20
重庆万盛黑山谷俱乐部 ----- ----- ----- ----- ----- ----- -----   13  ----  1

2 2 1 2 2 2 2  12
8  3:1  3:1  3:1  3:1  3:0  3:0  1:3  13

中乒院上培中心 ----- ----- ----- ----- ----- ----- -----   13  ----  3
2 2 2 2 2 2 1  17

 场次号:20013   广西队  --  湖北三环集团一队  1 : 3  场次号:20063   山东淄博万乔  --  八一队  3 : 1
  郝萌 --   孙佳昕 2:3 (5,-9,-10,9,-6)   韩惠顺 --   邵倩瑜 3:2 (9,-8,11,-7,4)
  陈彤 --   刘红蔚 2:3 (-9,11,-9,11,-4)   白晓心 --   刘佳琪 3:0 (5,9,3)
  郝晨乐 --   袁婉丽 3:0 (6,4,8)   李凯炀 --   张佳璐 0:3 (-5,-4,-4)
  郝萌 --   刘红蔚 1:3 (-10,11,-8,-10)   韩惠顺 --   刘佳琪 3:2 (-9,6,-6,5,8)

 场次号:20014   八一队  --  中乒院上培中心  0 : 3  场次号:20064   湖北三环集团一队  --  中乒院上培中心  1 : 3
  刘佳琪 --   徐凡 2:3 (-8,8,13,-3,-12)   刘红蔚 --   徐凡 3:1 (-10,5,12,6)
  邵倩瑜 --   尤天慧 0:3 (-8,-5,-5)   袁婉丽 --   尤天慧 0:3 (-6,-9,-3)
  张佳璐 --   方晓宇 0:3 (-7,-4,-5)   孙佳昕 --   方晓宇 1:3 (-2,-9,4,-8)

  刘红蔚 --   尤天慧 2:3 (10,-9,5,-10,-5)
 场次号:20015   山东淄博万乔  --  重庆万盛黑山谷俱乐部  0 : 3
  白晓心 --   杨悦媛 0:3 (-5,-7,-6)  场次号:20077   云南电网  --  广西队  0 : 3
  韩惠顺 --   侯泽伦 1:3 (-2,-6,2,-8)   张鸣 --   陈彤 1:3 (-11,7,-9,-11)
  杨超雲 --   钟文雨 1:3 (-4,9,-6,-4)   陈萧竹 --   郝晨乐 1:3 (-4,7,-7,-9)

  鞠孟言 --   陈小甜 0:3 (-5,-6,-8)
 场次号:20016   北京首钢二队  --  云南电网  3 : 0
  邢瀚时 --   张鸣 3:0 (9,10,12)  场次号:20078   山东淄博万乔  --  北京首钢二队  3 : 2
  刘莎莎 --   陈萧竹 3:2 (9,-5,-8,9,5)   韩惠顺 --   谭子蔚 3:0 (4,7,6)
  谭子蔚 --   鞠孟言 3:0 (9,7,14)   白晓心 --   邢瀚时 3:1 (6,-9,5,13)

  杨超雲 --   刘莎莎 0:3 (-3,-2,-8)
 场次号:20029   广西队  --  八一队  3 : 0   韩惠顺 --   邢瀚时 0:3 (-9,-6,-13)
  郝萌 --   邵倩瑜 3:0 (6,4,3)   白晓心 --   谭子蔚 3:0 (4,9,4)
  郝晨乐 --   刘佳琪 3:0 (7,7,7)
  陈彤 --   张佳璐 3:0 (9,13,4)  场次号:20079   重庆万盛黑山谷俱乐部  --  中乒院上培中心  3 : 1

  侯泽伦 --   徐凡 3:0 (9,3,10)
 场次号:20030   湖北三环集团一队  --  重庆万盛黑山谷俱乐部  3 : 1   杨悦媛 --   尤天慧 2:3 (9,-7,9,-9,-9)
  刘红蔚 --   杨悦媛 3:2 (7,-7,-8,14,10)   钟文雨 --   陈熠 3:0 (6,6,9)
  孙佳昕 --   侯泽伦 0:3 (-5,-3,-7)   侯泽伦 --   尤天慧 3:0 (4,5,2)
  袁婉丽 --   钟文雨 3:2 (9,6,-6,-8,14)
  刘红蔚 --   侯泽伦 3:2 (9,-12,-7,4,7)

16



 场次号:20031   北京首钢二队  --  中乒院上培中心  0 : 3  场次号:20080   湖北三环集团一队  --  八一队  3 : 1
  邢瀚时 --   徐凡 1:3 (-3,-7,6,-4)   刘红蔚 --   邵倩瑜 3:0 (4,2,7)
  刘莎莎 --   尤天慧 0:3 (-11,-9,-11)   孙佳昕 --   刘佳琪 0:3 (-8,-6,-5)
  谭子蔚 --   陈熠 0:3 (-7,-8,-9)   袁婉丽 --   张佳璐 3:0 (6,6,2)

  刘红蔚 --   刘佳琪 3:1 (10,-6,6,7)
 场次号:20032   云南电网  --  山东淄博万乔  1 : 3
  陈萧竹 --   韩惠顺 2:3 (8,8,-11,-9,-4)  场次号:20093   广西队  --  山东淄博万乔  3 : 2
  张鸣 --   白晓心 0:3 (-5,-8,-5)   郝萌 --   白晓心 2:3 (-9,-1,5,9,-9)
  鞠孟言 --   李凯炀 3:0 (2,2,3)   陈彤 --   韩惠顺 2:3 (8,11,-11,-7,-8)
  陈萧竹 --   白晓心 2:3 (5,-7,7,-5,-7)   郝晨乐 --   杨超雲 3:1 (2,3,-10,5)

  郝萌 --   韩惠顺 3:2 (9,-7,-9,1,3)
 场次号:20045   广西队  --  重庆万盛黑山谷俱乐部  2 : 3   陈彤 --   白晓心 3:1 (9,-10,5,8)
  郝萌 --   杨悦媛 3:2 (-11,11,8,-8,7)
  郝晨乐 --   侯泽伦 0:3 (-5,-5,-6)  场次号:20094   云南电网  --  中乒院上培中心  1 : 3
  陈彤 --   钟文雨 3:0 (9,11,7)   张鸣 --   方晓宇 0:3 (-4,-5,-9)
  郝萌 --   侯泽伦 0:3 (-7,-7,-13)   陈萧竹 --   徐凡 0:3 (-3,-7,-3)
  郝晨乐 --   杨悦媛 0:3 (-8,-5,-3)   鞠孟言 --   陈熠 3:2 (-10,4,9,-7,6)

  张鸣 --   徐凡 0:3 (-8,-9,-8)
 场次号:20046   北京首钢二队  --  八一队  1 : 3
  邢瀚时 --   邵倩瑜 0:3 (-6,-6,-5)  场次号:20095   北京首钢二队  --  湖北三环集团一队  0 : 3
  刘莎莎 --   刘佳琪 1:3 (-7,6,-6,-8)   邢瀚时 --   袁婉丽 1:3 (-8,7,-8,-7)
  谭子蔚 --   张佳璐 3:0 (8,2,10)   谭子蔚 --   刘红蔚 0:3 (-11,-6,-7)
  邢瀚时 --   刘佳琪 0:3 (-5,-11,-9)   刘莎莎 --   孙佳昕 2:3 (5,12,-9,-9,-9)

 场次号:20047   湖北三环集团一队  --  云南电网  3 : 0  场次号:20096   八一队  --  重庆万盛黑山谷俱乐部  0 : 3
  刘红蔚 --   张鸣 3:0 (4,7,6)   刘佳琪 --   杨悦媛 0:3 (-8,-5,-4)
  袁婉丽 --   陈萧竹 3:0 (7,5,6)   邵倩瑜 --   侯泽伦 0:3 (-5,-7,-3)
  孙佳昕 --   鞠孟言 3:1 (-8,5,8,7)   张佳璐 --   钟文雨 0:3 (-7,-5,-5)

 场次号:20048   中乒院上培中心  --  山东淄博万乔  3 : 1  场次号:20109   广西队  --  中乒院上培中心  1 : 3
  尤天慧 --   韩惠顺 3:0 (5,4,4)   郝萌 --   徐凡 3:2 (-10,7,11,-9,2)
  徐凡 --   白晓心 2:3 (-5,-1,9,8,-6)   陈彤 --   尤天慧 1:3 (9,-5,-5,-8)
  陈熠 --   杨超雲 3:0 (2,4,8)   郝晨乐 --   方晓宇 1:3 (-10,-4,6,-6)
  尤天慧 --   白晓心 3:1 (-10,5,11,8)   郝萌 --   尤天慧 0:3 (-11,-3,-4)

 场次号:20061   广西队  --  北京首钢二队  3 : 1  场次号:20110   山东淄博万乔  --  湖北三环集团一队  1 : 3
  郝萌 --   谭子蔚 3:0 (3,3,5)   韩惠顺 --   袁婉丽 3:0 (9,10,8)
  陈彤 --   刘莎莎 3:2 (-8,11,-9,7,4)   白晓心 --   刘红蔚 2:3 (-6,8,4,-6,-6)
  陈小甜 --   邢瀚时 0:3 (-3,-11,-6)   李凯炀 --   孙佳昕 0:3 (-5,-8,-1)
  郝萌 --   刘莎莎 3:0 (3,8,7)   韩惠顺 --   刘红蔚 0:3 (-3,-5,-5)

 场次号:20062   云南电网  --  重庆万盛黑山谷俱乐部  0 : 3  场次号:20111   八一队  --  云南电网  2 : 3
  陈萧竹 --   杨悦媛 1:3 (6,-1,-5,-9)   刘佳琪 --   张鸣 3:0 (10,10,5)
  张鸣 --   侯泽伦 0:3 (-4,-2,-4)   邵倩瑜 --   陈萧竹 0:3 (-5,-10,-12)
  鞠孟言 --   钟文雨 1:3 (9,-8,-3,-4)   张佳璐 --   鞠孟言 0:3 (-2,-8,-8)

  刘佳琪 --   陈萧竹 3:1 (-8,8,8,6)
  邵倩瑜 --   张鸣 2:3 (13,-7,8,-12,-4)

 场次号:20112   重庆万盛黑山谷俱乐部  --  北京首钢二队  3 : 0
  侯泽伦 --   刘莎莎 3:0 (1,6,7)
  杨悦媛 --   邢瀚时 3:0 (10,6,7)
  钟文雨 --   谭子蔚 3:0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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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团体第二阶段（决1-16名）

1. 中国残奥
2  1  3:2

2. 中乒院上培中心
2  4  3:1 1  3  3:2

3. 天体双盈
 

4. 福建队
4 3  3:1

 6  3:2  7  3:0  5  3:0  3  3:0

5. 正定实验学校一队
2 4 1 8

6  5  3:1

6. 山西怀仁十一中二队

  

7. 辽宁队
6 7  3:0 5 8  3:1

 

8. 中国政法吕梁泰化集团
7 8  3:0

 

9. 湖南队
 

9  10  3:2

10. 湖北队
9  11  3:0 10  12  3:1

11. 大连交大彤阳俱乐部

 

12. 天津队
11 12  3:2

9 11  14 12

13. 天津科技大学
 13  3:0  15  3:1  10  3:0  16  3:1

13  14  3:1

14. 河南旭龙
  

15. 山西怀仁十一中一队
13 15  3:0 14 16  3:1

 

16. 深圳宝体榕汛
15 16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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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10113   中乒院上培中心  --  中国残奥  2 :3  Matchnum:10129   中国残奥  --  天体双盈  2 :3  Matchnum:10145   天体双盈  --  中国政法吕梁泰化集团  3 :0
  张铜 --   张超越 3:1 (-10,7,3,6)   王聪 --   柏友贵 1:3 (-6,-10,5,-10)   闫书洋 --   曹泽龙 3:0 (8,9,9)
  张杰 --   王聪 2:3 (-7,-9,3,9,-10)   张超越 --   曹芷豪 3:2 (-6,9,9,-5,5)   曹芷豪 --   路金鑫 3:2 (-16,-8,6,5,5)
  殷添悦 --   徐有越 3:1 (9,13,-13,6)   任洪硕 --   闫书洋 1:3 (-7,-8,8,-8)   柏友贵 --   王辰川穗3:2 (8,-8,-8,2,8)
  张铜 --   王聪 1:3 (-2,9,-4,-6)   王聪 --   曹芷豪 3:1 (8,7,-8,8)  Matchnum:10146   深圳宝体榕汛  --  天津队  3 :1
  张杰 --   张超越 2:3 (7,2,-8,-7,-7)   张超越 --   柏友贵 2:3 (9,-5,10,-8,-8)   张成 --   曾德耀 3:0 (4,8,11)
 Matchnum:10114   福建队  --  天体双盈  1 :3  Matchnum:10130   正定实验学校一队  --  中国政法吕梁泰化集团  1 :3   王泳 --   刘子阳 3:2 (8,-7,-9,7,9)
  李昊 --   柏友贵 3:1 (-5,3,6,9)   王瑞 --   王辰川穗0:3 (-9,-12,-10)   肖荣华 --   钟锦堂 2:3 (-8,9,2,-14,-10)
  陈佳明 --   曹芷豪 0:3 (-6,-6,-7)   王晨曦 --   刘天元 0:3 (-8,-5,-6)   张成 --   刘子阳 3:2 (-8,-8,7,7,3)
  魏颖 --   闫书洋 1:3 (-6,-7,7,-6)   张治华 --   曹泽龙 3:2 (-9,3,-8,8,2)  Matchnum:10147   正定实验学校一队  --  中国残奥  3 :0
  李昊 --   曹芷豪 2:3 (-13,8,-4,7,-8)   王瑞 --   刘天元 2:3 (4,-8,-8,10,-7)   张治华 --   任洪硕 3:0 (10,8,4)
 Matchnum:10115   山西怀仁十一中二队  --  正定实验学校一队  1 :3  Matchnum:10131   湖北队  --  天津队  1 :3   杨欣雨 --   王聪 3:2 (9,8,-10,-6,5)
  茹运梁 --   杨欣雨 3:0 (8,9,7)   陈文龙 --   曾德耀 3:1 (6,-4,7,3)   王晨曦 --   徐有越 3:1 (8,7,-8,10)
  刘子铭 --   王瑞 0:3 (-3,-5,-7)   芮建军 --   刘子阳 0:3 (-5,-8,-6)  Matchnum:10148   河南旭龙  --  湖北队  0 :3
  王一佳 --   张治华 2:3 (-10,-6,4,11,-4)   张子雄 --   孙伯雅 0:3 (-9,-8,-5)   李杰 --   余鑫 0:3 (-9,-9,-9)
  茹运梁 --   王瑞 2:3 (11,-11,-6,8,-6)   陈文龙 --   刘子阳 1:3 (-8,-2,6,-5)   韩承龙 --   张子雄 0:3 (-6,-10,-4)
 Matchnum:10116   辽宁队  --  中国政法吕梁泰化集团  0 :3  Matchnum:10132   深圳宝体榕汛  --  河南旭龙  3 :1   李沛建 --   吴霄 0:3 (-5,-4,-5)
  郭昌昊 --   王辰川穗2:3 (-7,-7,8,5,-11)   王泳 --   韩承龙 3:0 (2,2,6)  Matchnum:10149   辽宁队  --  福建队  3 :0
  耿林宇 --   刘天元 1:3 (9,-9,-7,-9)   肖荣华 --   任昱翔 0:3 (-6,-13,-5)   潘吕欣 --   陈佳明 3:1 (-6,9,11,10)
  潘吕欣 --   曹泽龙 0:3 (-9,-8,-8)   张成 --   李沛建 3:0 (5,7,7)   耿林宇 --   李昊 3:0 (2,4,4)
 Matchnum:10117   湖北队  --  湖南队  3 :2   王泳 --   任昱翔 3:1 (-5,10,6,6)   郭昌昊 --   魏颖 3:0 (11,9,3)
  陈文龙 --   郭贤杰 3:0 (8,7,8)  Matchnum:10133   中乒院上培中心  --  福建队  1 :3  Matchnum:10150   大连交大彤阳俱乐部  --  山西怀仁十一中一队  1 :3
  芮建军 --   涂民 1:3 (-8,10,-5,-8)   张铜 --   魏颖 3:2 (10,-7,-5,6,6)   朱风年 --   陈岂良 2:3 (8,8,-4,-6,-10)
  张子雄 --   张子喆 3:0 (4,8,1)   张杰 --   李昊 0:3 (-7,-10,-8)   张士博 --   孙艺桐 1:3 (-5,8,-7,-7)
  陈文龙 --   涂民 2:3 (-9,5,7,-11,-11)   殷添悦 --   陈佳明 1:3 (-10,10,-4,-10)   王森 --   朱艳江 3:1 (7,-10,12,4)
  芮建军 --   郭贤杰 3:2 (8,-4,-12,6,7)   张铜 --   李昊 2:3 (9,7,-9,-4,-9)   朱风年 --   孙艺桐 0:3 (-9,-10,-3)
 Matchnum:10118   大连交大彤阳俱乐部  --  天津队  2 :3  Matchnum:10134   山西怀仁十一中二队  --  辽宁队  0 :3  Matchnum:10151   中乒院上培中心  --  山西怀仁十一中二队  2 :3
  任博文 --   曾德耀 3:1 (3,-6,7,4)   刘子铭 --   耿林宇 0:3 (-6,-8,-9)   张铜 --   刘子铭 3:2 (8,-9,9,-7,8)
  朱风年 --   刘子阳 0:3 (-9,-8,-6)   茹运梁 --   郭昌昊 0:3 (-4,-5,-5)   殷添悦 --   茹运梁 2:3 (-4,5,-7,9,-6)
  王森 --   钟锦堂 2:3 (-6,6,6,-7,-3)   王一佳 --   潘吕欣 2:3 (-9,5,6,-4,-9)   范琅煜 --   王一佳 1:3 (-9,-7,10,-6)
  任博文 --   刘子阳 3:1 (-9,5,11,9)  Matchnum:10135   大连交大彤阳俱乐部  --  湖南队  3 :0   张铜 --   茹运梁 3:1 (-7,8,11,9)
  朱风年 --   曾德耀 1:3 (-8,-8,8,-9)   任博文 --   易江南 3:0 (5,9,3)   殷添悦 --   刘子铭 2:3 (-9,10,-6,3,-9)
 Matchnum:10119   天津科技大学  --  河南旭龙  1 :3   张士博 --   张子喆 3:1 (-6,9,9,8)  Matchnum:10152   天津科技大学  --  湖南队  3 :0
  杨子恒 --   申红景 3:1 (-11,9,4,7)   朱风年 --   郭贤杰 3:2 (9,-9,6,-10,5)   杨名 --   易江南 3:0 (9,4,3)
  杨名 --   任昱翔 1:3 (-10,7,-7,-7)  Matchnum:10136   山西怀仁十一中一队  --  天津科技大学  3 :0   杨子恒 --   张子喆 3:0 (4,7,4)
  李嘉豪 --   李沛建 0:3 (-6,-8,-1)   孙艺桐 --   杨名 3:2 (2,7,-5,-7,5)   李嘉豪 --   郭贤杰 3:1 (8,-6,4,9)
  杨子恒 --   任昱翔 2:3 (-9,5,11,-9,-8)   陈岂良 --   杨子恒 3:2 (-7,-7,5,8,3)
 Matchnum:10120   山西怀仁十一中一队  --  深圳宝体榕汛  1 :3   朱艳江 --   吕志鑫 3:0 (5,9,11)
  陈岂良 --   肖荣华 3:0 (10,7,7)
  孙艺桐 --   张成 1:3 (4,-9,-8,-9)
  朱艳江 --   王泳 0:3 (-4,-5,-6)
  陈岂良 --   张成 1:3 (-7,-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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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团体第二阶段（决17-32名）

1. 中南大学一附中二队

1  2  3:0

2. 中南大学一附中一队

3  1  3:2 2  4  3:1

3. 河北天顺二队
 

4. 中国乒乓球学校
3 4  3:0

 3  3:2  6  3:0  2  3:0  4  3:1

5. 安徽队
7 1 8 5

6  5  3:0

6.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7. 山东胜利东胜
7 6  3:1 8 5  3:0

 

8.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7 8  3:1

 

9. 正定实验学校二队
 

10  9  3:1

10. 四川长虹佑康
12  10  3:1 9  11  3:2

11.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12. 武汉宏大二队
12 11  3:1

15 10  9 16

13. 武汉宏大一队
 12  3:0  13  3:1  14  3:0  11  3:0

13  14  3:0

14. 河北天顺一队
  

15. 八一队
15 13  3:0 14 16  3:2

 

16.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
15 16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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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10121   中南大学一附中一队  --  中南大学一附中二队  3 :0  Matchnum:10137   中国乒乓球学校  --  中南大学一附中一队  3 :1  Matchnum:10153   安徽队  --  中国乒乓球学校  1 :3
  张弘超 --   张明哲 3:0 (9,9,6)   王全亮 --   贺泽毅 3:1 (-8,5,5,4)   王乾 --   陈若飞 0:3 (-9,-5,-8)
  肖杨惠民--   戴子曾 3:1 (-8,5,5,9)   尤杨 --   张弘超 3:0 (10,8,8)   孙海岩 --   王全亮 0:3 (-8,-8,-5)
  贺泽毅 --   张乒 3:1 (-9,4,6,9)   尤琦 --   肖杨惠民1:3 (10,-7,-3,-5)   刘念 --   尤琦 3:1 (4,6,-6,10)
 Matchnum:10122   中国乒乓球学校  --  河北天顺二队  3 :0   王全亮 --   张弘超 3:1 (7,-9,11,6)   王乾 --   王全亮 0:3 (-6,-6,-6)
  王全亮 --   孙佳宝 3:2 (9,-11,-9,4,7)  Matchnum:10138   安徽队  --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3 :0  Matchnum:10154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  3 :0
  尤琦 --   孙名森 3:0 (9,9,9)   刘睿超 --   王一昊 3:2 (-6,5,9,-10,7)   王端祥 --   薛俊明 3:2 (-7,10,4,-9,7)
  陈若飞 --   王帅 3:1 (26,-4,9,6)   刘念 --   黄冠轩 3:0 (6,7,2)   虞正阳 --   李昊泽 3:0 (9,3,6)
 Matchnum:10123   安徽队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3 :0   孙海岩 --   李轶洋 3:0 (4,8,9)   陶冠百 --   方金良 3:0 (8,6,9)
  刘睿超 --   韩文竞 3:2 (-10,8,9,-8,6)  Matchnum:10139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正定实验学校二队  3 :2  Matchnum:10155   中南大学一附中一队  --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3 :0
  刘念 --   吴镝 3:1 (8,-8,9,9)   虞正阳 --   张淄沂 3:2 (8,11,-9,-12,9)   张弘超 --   王一昊 3:0 (9,5,10)
  孙海岩 --   冯梓盛 3:1 (6,-6,3,7)   王端祥 --   吴艺然 1:3 (-2,-2,10,-4)   肖杨惠民--   梁淋 3:0 (3,5,1)
 Matchnum:10124   山东胜利东胜  --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1 :3   王骏超 --   朱帝成 3:2 (1,-8,6,-4,6)   贺泽毅 --   李轶洋 3:0 (5,1,3)
  韩欣沅 --   梁淋 3:2 (13,3,-8,-12,10)   虞正阳 --   吴艺然 1:3 (-6,-7,9,-12)  Matchnum:10156   正定实验学校二队  --  河北天顺一队  0 :3
  张上 --   黄冠轩 1:3 (-8,-4,9,-3)   王端祥 --   张淄沂 3:1 (8,-9,10,7)   朱帝成 --   赵建鑫 1:3 (-4,-6,8,-8)
  刘润桁 --   王一昊 1:3 (-8,-9,7,-9)  Matchnum:10140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  --  河北天顺一队  3 :2  张淄沂 --   赵峰 0:3 (-5,-8,-8)
  韩欣沅 --   黄冠轩 2:3 (-4,8,-2,4,-1)   方金良 --   赵建鑫 2:3 (-9,11,-13,6,-9)   吴艺然 --   刘子洋 0:3 (-9,-8,-8)
 Matchnum:10125   四川长虹佑康  --  正定实验学校二队  1 :3   李昊泽 --   赵峰 3:1 (8,-7,3,3)  Matchnum:10157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中南大学一附中二队  3 :0
  杨松灵 --   朱帝成 3:0 (4,6,3)   薛俊明 --   刘子洋 3:1 (6,7,-7,9)   冯梓盛 --   戴子曾 3:1 (12,11,-9,7)
  李宜峰 --   吴艺然 0:3 (-4,-3,-2)   方金良 --   赵峰 2:3 (11,-9,-6,8,-7)   干尧 --   张明哲 3:0 (8,6,10)
  张浩楠 --   张淄沂 1:3 (-5,-6,12,-6)   李昊泽 --   赵建鑫 3:0 (7,9,10)   韩文竞 --   张乒 3:0 (5,5,5)
  杨松灵 --   吴艺然 0:3 (-7,-6,-1)  Matchnum:10141   河北天顺二队  --  中南大学一附中二队  2 :3  Matchnum:10158   四川长虹佑康  --  武汉宏大一队  1 :3
 Matchnum:10126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武汉宏大二队  3 :1   孙名森 --   崔游 3:1 (9,10,-6,8)   张浩楠 --   郑义鸣 2:3 (-7,10,-7,10,-8)
  虞正阳 --   张惟龙 3:2 (-10,7,-7,11,12)   孙佳宝 --   谢东灼 1:3 (-3,8,-8,-6)   杨松灵 --   叶昌明 1:3 (-8,-8,3,-9)
  陶冠百 --   徐尧 3:1 (7,-8,8,7)   王帅 --   张明哲 3:2 (9,-9,-7,11,5)   李宜峰 --   祁逸飞 3:0 (11,6,5)
  王骏超 --   李天宇 0:3 (-10,-7,-6)   孙名森 --   谢东灼 2:3 (4,-12,-9,5,-3)   张浩楠 --   叶昌明 2:3 (-5,7,-7,13,-6)
  虞正阳 --   徐尧 3:2 (-6,5,-7,6,16)   孙佳宝 --   崔游 2:3 (7,-8,14,-6,-6)  Matchnum:10159   河北天顺二队  --  山东胜利东胜  3 :2
 Matchnum:10127   河北天顺一队  --  武汉宏大一队  3 :0  Matchnum:10142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山东胜利东胜  3 :1   孙佳宝 --   韩欣沅 0:3 (-7,-5,-9)
  赵峰 --   祁逸飞 3:0 (9,6,1)   吴镝 --   韩欣沅 3:1 (-9,2,7,6)   孙名森 --   张上 3:0 (7,7,10)
  赵建鑫 --   叶昌明 3:1 (-4,9,5,9)   韩文竞 --   刘伟 3:1 (-6,7,8,4)   王帅 --   刘润桁 2:3 (6,-6,6,-9,-17)
  刘子洋 --   郑义鸣 3:1 (-5,11,8,5)   冯梓盛 --   张上 0:3 (-8,-12,-8)   孙佳宝 --   张上 3:1 (11,-9,6,9)
 Matchnum:10128   八一队  --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  1 :3   吴镝 --   刘伟 3:2 (-9,7,10,-9,9)   孙名森 --   韩欣沅 3:2 (-3,-7,10,8,4)
  黄友政 --   薛俊明 3:0 (11,9,10)  Matchnum:10143   武汉宏大二队  --  四川长虹佑康  1 :3  Matchnum:10160   八一队  --  武汉宏大二队  0 :3
  江承昕 --   李昊泽 0:3 (-5,-2,-7)   徐尧 --   李宜峰 3:0 (7,6,7)   黄友政 --   张惟龙 1:3 (-8,-4,6,-6)
  曹方 --   史涛 0:3 (-4,-1,-8)   张惟龙 --   杨松灵 2:3 (-5,7,9,-6,-6)   曹方 --   徐尧 0:3 (-7,-7,-8)
  黄友政 --   李昊泽 0:3 (-7,-12,-5)   李天宇 --   张浩楠 0:3 (-6,-9,-5)   江承昕 --   李天宇 0:3 (-4,-8,-9)

  徐尧 --   杨松灵 1:3 (-9,-4,10,-8)
 Matchnum:10144   武汉宏大一队  --  八一队  3 :0
  叶昌明 --   李明泽 3:0 (6,6,5)
  郑义鸣 --   黄友政 3:1 (-11,5,6,6)
  祁逸飞 --   江承昕 3:0 (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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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团体第二阶段（决1-16名）

1. 重庆万盛黑山谷俱乐部

2  1  3:0

2. 山东泉动体育有限公司

2  4  3:0 3  1  3:1

3. 内蒙古球管中心
 

4. 中国乒乓球学校
4 3  3:0

 5  3:1  7  3:2  3  3:0  1  3:0

5.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2 4 8 6

5  6  3:1

6. 中乒院上培中心
  

7.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5 7  3:0 8 6  3:1

 

8. 新疆
7 8  3:1

 

9. 山西怀仁十一中
 

9  10  3:1

10. 广西队
11  9  3:2 10  12  3:0

11. 湖南长郡中学
 

12. 湖北三环集团二队
11 12  3:1

14 15  16 12

13. 湖北三环集团一队
 11  3:0  9  3:2  10  3:1  13  3:0

14  13  3:0

14. 河北
  

15. 福建队
14 15  3:1 16 13  3:1

 

16. 陕西省体校
15 1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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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20113   山东泉动体育有限公司  --  重庆万盛黑山谷俱乐部  0 :3  Matchnum:20129   内蒙古球管中心  --  重庆万盛黑山谷俱乐部  1 :3  Matchnum:20145   重庆万盛黑山谷俱乐部  --  中乒院上培中心  3 :0

  段喬煒 --   杨悦媛 0:3 (-3,-4,-10)   范雪妍 --   杨悦媛 0:3 (-7,-3,-7)   侯泽伦 --   方晓宇 3:1 (12,-9,3,8)
  张文谦 --   侯泽伦 0:3 (-4,-6,-3)   李佳琪 --   侯泽伦 0:3 (-10,-7,-5)   杨悦媛 --   陈熠 3:1 (6,6,-7,5)
  陈芃伃 --   钟文雨 1:3 (-7,-9,5,-5)   李昕怡 --   钟文雨 3:0 (6,3,3)   钟文雨 --   徐凡 3:1 (-15,2,9,9)
 Matchnum:20114   中国乒乓球学校  --  内蒙古球管中心  0 :3   范雪妍 --   侯泽伦 1:3 (-1,7,-3,-6)  Matchnum:20146   湖北三环集团二队  --  湖北三环集团一队  0 :3

  赵婕 --   范雪妍 1:3 (-9,-5,10,-6)  Matchnum:20130   新疆  --  中乒院上培中心  1 :3   何泽宝 --   孙佳昕 0:3 (-3,-5,-4)
  詹卓雅 --   李佳琪 0:3 (-5,-10,-9)   洪关叶子 --   徐凡 3:1 (9,7,-8,5)   胡悦妍 --   刘红蔚 0:3 (-3,-7,-4)
  徐思雨 --   李昕怡 2:3 (4,-7,7,-3,-7)   邢凯歌 --   尤天慧 1:3 (-3,8,-8,-6)   熊晴蕾 --   袁婉丽 0:3 (-6,-4,-1)
 Matchnum:20115   中乒院上培中心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3 :1   谢欣颖 --   陈熠 1:3 (-6,-11,5,-6)  Matchnum:20147   内蒙古球管中心  --  新疆  3 :0
  尤天慧 --   吴奕昕 3:0 (10,8,12)   洪关叶子 --   尤天慧 0:3 (-8,-5,-3)   李佳琪 --   谢欣颖 3:0 (6,6,8)
  徐凡 --   杨柳 3:0 (9,7,14)  Matchnum:20131   广西队  --  湖北三环集团二队  0 :3   范雪妍 --   郭海超 3:0 (1,7,11)
  方晓宇 --   陆心怡 0:3 (-12,-7,-10)   郝萌 --   胡悦妍 1:3 (12,-8,-12,-4)   李昕怡 --   邢凯歌 3:1 (-11,6,7,5)
  尤天慧 --   杨柳 3:0 (9,2,3)   陈彤 --   张梓煜 2:3 (3,-5,9,-7,-6)  Matchnum:20148   广西队  --  陕西省体校  3 :1
 Matchnum:20116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  新疆  1 :3   郝晨乐 --   何泽宝 1:3 (9,-5,-10,-8)   郝萌 --   王默苒 3:0 (4,5,2)
  张翔宇 --   邢凯歌 1:3 (-9,13,-7,-2)  Matchnum:20132   陕西省体校  --  湖北三环集团一队  1 :3   郝晨乐 --   孙悦婷 2:3 (-4,9,10,-8,-14)
  徐佳瑞 --   洪关叶子1:3 (7,-1,-9,-4)   杨思彤 --   孙佳昕 2:3 (10,10,-9,-4,-7)   陈小甜 --   王一淼 3:0 (8,4,10)
  侯苏恒 --   郭海超 3:0 (12,9,7)   陈雨佳 --   刘红蔚 1:3 (-3,8,-5,-10)   郝萌 --   孙悦婷 3:1 (9,-7,2,7)
  张翔宇 --   洪关叶子0:3 (-2,-5,-8)   王一淼 --   袁婉丽 3:0 (9,8,13)  Matchnum:20149   中国乒乓球学校  --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2 :3

 Matchnum:20117   山西怀仁十一中  --  广西队  1 :3   杨思彤 --   刘红蔚 0:3 (-10,-9,-3)   靳淑丹 --   张翔宇 3:1 (6,5,-9,3)
  刘洋洋 --   陈彤 1:3 (-9,-9,7,-7)  Matchnum:20133   中国乒乓球学校  --  山东泉动体育有限公司  3 :0   詹卓雅 --   侯苏恒 3:2 (6,-6,-8,14,5)
  魏雅洁 --   郝萌 3:1 (9,-9,8,9)   赵婕 --   段喬煒 3:0 (6,7,5)   赵婕 --   徐佳瑞 2:3 (5,9,-6,-5,-10)
  赵承林 --   郝晨乐 2:3 (8,-8,-10,5,-5)   詹卓雅 --   陈芃伃 3:2 (8,-1,8,-13,6)   靳淑丹 --   侯苏恒 2:3 (4,-9,8,-7,-7)
  刘洋洋 --   郝萌 1:3 (-7,8,-5,-5)   靳淑丹 --   陈辰 3:0 (12,1,9)   詹卓雅 --   张翔宇 1:3 (-8,8,-11,-7)
 Matchnum:20118   湖南长郡中学  --  湖北三环集团二队  1 :3  Matchnum:20134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0 :3  Matchnum:20150   福建队  --  山西怀仁十一中  2 :3
  刘梦 --   胡悦妍 3:1 (9,3,-10,7)   吴奕昕 --   侯苏恒 2:3 (4,-8,-12,12,-2)   黄钧宁 --   赵承林 1:3 (8,-7,-10,-10)
  王欣 --   张梓煜 0:3 (-7,-4,-9)   陆心怡 --   徐佳瑞 0:3 (-8,-4,-3)   徐天予 --   魏雅洁 3:1 (-5,9,9,10)
  曾妍 --   何泽宝 0:3 (-6,-11,-10)   杨柳 --   张翔宇 2:3 (-9,3,-7,11,-7)   王宇萌 --   吕文轩 1:3 (8,-3,-11,-8)
  刘梦 --   张梓煜 0:3 (-2,-7,-6)  Matchnum:20135   湖南长郡中学  --  山西怀仁十一中  2 :3   黄钧宁 --   魏雅洁 3:0 (6,7,7)
 Matchnum:20119   河北  --  湖北三环集团一队  0 :3   刘梦 --   赵承林 3:0 (7,7,4)   徐天予 --   赵承林 1:3 (-5,-7,8,-9)
  许嘉颖 --   孙佳昕 0:3 (-8,-9,-7)   曾妍 --   魏雅洁 2:3 (-4,10,9,-8,-8)  Matchnum:20151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山东泉动体育有限公司  3 :1

  李雨琪 --   刘红蔚 2:3 (-8,-8,11,8,-2)   王欣 --   吕文轩 3:2 (10,7,-7,-4,9)   陆心怡 --   李汶璇 3:0 (3,5,3)
  许丛珊 --   袁婉丽 2:3 (-7,-5,10,6,-8)   刘梦 --   魏雅洁 1:3 (-4,-6,7,-2)   吴奕昕 --   陈芃伃 1:3 (8,-3,-9,-6)
 Matchnum:20120   福建队  --  陕西省体校  0 :3   曾妍 --   赵承林 2:3 (-6,3,7,-16,-7)   杨柳 --   张文谦 3:0 (6,2,6)
  黄钧宁 --   陈雨佳 0:3 (-6,-4,-13)  Matchnum:20136   河北  --  福建队  1 :3   陆心怡 --   陈芃伃 3:2 (3,-5,-4,9,7)
  徐天予 --   杨思彤 0:3 (-5,-2,-2)   李雨琪 --   徐天予 0:3 (-6,-8,-5)  Matchnum:20152   湖南长郡中学  --  河北  3 :0
  王宇萌 --   王一淼 0:3 (-6,-4,-8)   许丛珊 --   黄钧宁 0:3 (-9,-10,-4)   曾妍 --   吉天玉 3:0 (12,5,9)

  吉天玉 --   王宇萌 3:0 (8,5,5)   王欣 --   李雨琪 3:0 (9,11,8)
  李雨琪 --   黄钧宁 1:3 (-4,7,-7,-9)   刘梦 --   许丛珊 3:2 (-8,10,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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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团体第二阶段（决17-32名）

1. 安徽队
2  1  3:0

2. 河南搏冠
2  4  3:1 3  1  3:2

3. 八一队
 

4. 江西嘉宏南康基地
4 3  3:2

 7  3:1  4  3:2  3  3:1  8  3:1

5. 苏州田家炳俱乐部
2 5 6 1

5  6  3:1

6. 北京首钢三队
  

7. 山东胜利东胜
7 5  3:1 6 8  3:1

 

8. 山东淄博万乔
7 8  3:1

 

9. 广东二沙·深大二队
 

10  9  3:0

10. 深圳南山
10  11  3:0 12  9  3:1

11. 北京首钢一队
 

12. 北京首钢二队
11 12  3:1

10 13  14 16

13. 成都娇子
 15  3:0  11  3:0  12  3:1  9  3:0

13  14  3:1

14. 河南旭龙
  

15. 云南电网
15 13  3:1 14 16  3:0

 

16. 广东二沙·深大一队
15 16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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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20121   安徽队  --  河南搏冠  3 :0  Matchnum:20137   安徽队  --  八一队  3 :2  Matchnum:20153   安徽队  --  山东淄博万乔  1 :3
  高雨晴 --   刘艺茗 3:2 (8,-9,-8,7,8)   干露露 --   邵倩瑜 2:3 (9,6,-3,-9,-4)   田京卉 --   韩惠顺 1:3 (-11,-5,8,-8)
  干露露 --   曹雨萌 3:1 (8,-8,7,9)   高雨晴 --   刘佳琪 3:0 (5,7,15)   茆瑞航 --   白晓心 0:3 (-5,-5,-9)
  田京卉 --   种楷林 3:1 (6,-8,8,7)   田京卉 --   张佳璐 3:0 (5,7,3)   干露露 --   李凯炀 3:0 (3,6,3)
 Matchnum:20122   八一队  --  江西嘉宏南康基地  3 :2   干露露 --   刘佳琪 1:3 (-6,-4,8,-12)   田京卉 --   白晓心 0:3 (-5,-3,-5)
  刘佳琪 --   李梦玲 3:0 (7,11,4)   高雨晴 --   邵倩瑜 3:0 (9,5,6)  Matchnum:20154   广东二沙·深大一队  --  广东二沙·深大二队  0 :3
  邵倩瑜 --   焦翘 3:1 (8,-3,3,8)  Matchnum:20138   山东淄博万乔  --  北京首钢三队  3 :1   罗芷君 --   周静儿 0:3 (-4,-3,-3)
  张佳璐 --   朱媛媛 2:3 (-8,9,9,-4,-8)   韩惠顺 --   吴有若 3:0 (8,7,3)   陈思培 --   彭诗诗 0:3 (-6,-5,-6)
  刘佳琪 --   焦翘 0:3 (-6,-6,-8)   白晓心 --   胡诗瑶 3:0 (9,2,4)   李芷亮 --   冯超 0:3 (-5,-3,-8)
  邵倩瑜 --   李梦玲 3:2 (-7,-9,8,9,10)   李凯炀 --   李美其 0:3 (-9,-2,-4)  Matchnum:20155   北京首钢三队  --  八一队  1 :3
 Matchnum:20123   北京首钢三队  --  苏州田家炳俱乐部  3 :1  韩惠顺 --   胡诗瑶 3:0 (9,3,9)   李美其 --   邵倩瑜 0:3 (-6,-8,-4)
  胡诗瑶 --   钱语澜 3:2 (-9,8,4,-6,3)  Matchnum:20139   北京首钢二队  --  广东二沙·深大二队  1 :3  吴有若 --   刘佳琪 0:3 (-11,-6,-11)
  吴有若 --   江含 3:2 (-9,-8,13,9,9)   邢瀚时 --   周静儿 3:2 (7,-12,12,-8,7)   胡诗瑶 --   张佳璐 3:0 (9,10,3)
  李美其 --   张笑 0:3 (-6,-4,-7)   刘莎莎 --   彭诗诗 1:3 (5,-7,-8,-9)   李美其 --   刘佳琪 2:3 (-9,3,9,-10,-4)
  胡诗瑶 --   江含 3:2 (9,7,-11,-9,7)   谭子蔚 --   冯超 1:3 (-8,10,-6,-9)  Matchnum:20156   河南旭龙  --  北京首钢二队  1 :3
 Matchnum:20124   山东胜利东胜  --  山东淄博万乔  1 :3   邢瀚时 --   彭诗诗 1:3 (6,-10,-9,-6)   田源 --   谭子蔚 3:1 (9,-4,3,11)
  隋笑然 --   白晓心 0:3 (-2,-2,-8)  Matchnum:20140   河南旭龙  --  广东二沙·深大一队  0 :3   赵睿玺 --   邢瀚时 0:3 (-7,-5,-4)
  张毓蕾 --   韩惠顺 0:3 (-6,-9,-7)   田源 --   陈思培 2:3 (-6,-6,9,9,-8)   李蔓婧 --   刘莎莎 2:3 (9,9,-8,-9,-7)
  薛羽婷 --   李凯炀 3:0 (4,7,5)   赵睿玺 --   李芷亮 1:3 (9,-4,-5,-8)   田源 --   邢瀚时 0:3 (-5,-9,-5)
  隋笑然 --   韩惠顺 1:3 (2,-10,-8,-7)   郭海蕴 --   罗芷君 2:3 (-8,-1,9,10,-11)  Matchnum:20157   江西嘉宏南康基地  --  苏州田家炳俱乐部  3 :2
 Matchnum:20125   广东二沙·深大二队  --  深圳南山  3 :0  Matchnum:20141   江西嘉宏南康基地  --  河南搏冠  3 :1   焦翘 --   江含 3:1 (4,-9,5,6)
  彭诗诗 --   刘鑫 3:0 (4,5,3)   焦翘 --   曹雨萌 3:0 (12,7,6)   李梦玲 --   张笑 1:3 (11,-6,-9,-4)
  周静儿 --   李婧如 3:0 (8,5,6)   李梦玲 --   马梦柯 3:0 (9,5,6)   朱媛媛 --   钱语澜 3:0 (10,3,5)
  冯超 --   王培涵 3:0 (3,6,1)   朱媛媛 --   刘艺茗 2:3 (-9,9,8,-7,-13)   焦翘 --   张笑 0:3 (-9,-9,-9)
 Matchnum:20126   北京首钢一队  --  北京首钢二队  1 :3   焦翘 --   马梦柯 3:0 (5,6,4)   李梦玲 --   江含 3:0 (9,8,5)
  郭子琦 --   刘莎莎 2:3 (7,-9,-5,11,-7)  Matchnum:20142   山东胜利东胜  --  苏州田家炳俱乐部  1 :3 Matchnum:20158   北京首钢一队  --  成都娇子  3 :0
  邵洛萱 --   邢瀚时 2:3 (-7,8,-4,7,-9)   隋笑然 --   江含 3:2 (-8,10,-7,3,4)   邵洛萱 --   张雪恩 3:1 (6,-8,4,10)
  刘冬雨 --   谭子蔚 3:2 (-7,3,9,-7,9)   张毓蕾 --   张笑 0:3 (-5,-9,-11)   刘冬雨 --   彭昱晴 3:0 (9,6,8)
  郭子琦 --   邢瀚时 0:3 (-3,-9,-8)   甄琦 --   钱语澜 2:3 (6,-8,-5,6,-9)   郭子琦 --   纪竺君 3:2 (-9,-9,9,5,5)
 Matchnum:20127   成都娇子  --  河南旭龙  1 :3   隋笑然 --   张笑 0:3 (-4,-8,-4)  Matchnum:20159   山东胜利东胜  --  河南搏冠  3 :1
  彭昱晴 --   赵睿玺 3:0 (4,12,3)  Matchnum:20143   北京首钢一队  --  深圳南山  3 :0   隋笑然 --   马梦柯 0:3 (-11,-3,-7)
  罗璇玥 --   田源 1:3 (-8,8,-6,-6)   邵洛萱 --   刘鑫 3:0 (5,4,5)   薛羽婷 --   种楷林 3:0 (9,7,9)
  张雪恩 --   李蔓婧 0:3 (-9,-5,-8)   刘冬雨 --   李婧如 3:0 (10,6,7)   张毓蕾 --   刘艺茗 3:1 (6,10,-9,8)
  彭昱晴 --   田源 0:3 (-11,-7,-5)   郭子琦 --   王培涵 3:1 (-9,1,8,8)   隋笑然 --   种楷林 3:0 (6,6,7)
 Matchnum:20128   云南电网  --  广东二沙·深大一队  1 :3  Matchnum:20144   云南电网  --  成都娇子  1 :3  Matchnum:20160   云南电网  --  深圳南山  3 :0
  陈萧竹 --   李芷亮 3:2 (9,-8,9,-10,5)   陈萧竹 --   纪竺君 3:1 (4,-9,8,8)   陈萧竹 --   周倩婷 3:0 (4,2,3)
  鞠孟言 --   陈思培 0:3 (-6,-6,-3)   张鸣 --   彭昱晴 1:3 (-3,3,-8,-4)   张鸣 --   李婧如 3:0 (8,5,2)
  张鸣 --   罗芷君 0:3 (-7,-7,-7)   鞠孟言 --   罗璇玥 0:3 (-4,-7,-10)   鞠孟言 --   刘鑫 3:2 (-9,6,-7,7,3)
  陈萧竹 --   陈思培 0:3 (-6,-15,-9)   陈萧竹 --   彭昱晴 1:3 (-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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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通知
1、男子团体天津队教练王瑞更改为武生。

2、男子团体江苏神鹰栖霞中学运动员李多更改为王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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