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A比赛（第一站●三明赛区）

比赛名次
2016年5月25-29日 福建 三明

名次 男子团体 女子团体

并列第1名
河南旭龙 大连大学-海昌乒乓球俱乐部

广州双鱼 重庆康德

并列第3名
武汉经开港乒乓球俱乐部 衢州扬舟体育

安徽惠友 沈阳地铁

并列第5名
八一西安怡阳 浙江物产中大（柯桥中学）

沈阳地铁 山东鲁能队

并列第7名
辽宁队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天津勤勤运动 贵阳

并列第9名
上海嬴鱼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陕西省体育运动学校 陕西三八妇乐

并列第11名
大庆农商行俱乐部 天津队

西安高陵五号公馆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并列第13名
山东鲁能一队 山东胜利东胜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广西

并列第15名
山东体彩 中国乒协（濮阳）乒乓球实验学校一队

江苏神鹰乒乓球队 北京首钢

并列第17名
福建队 TPE国泰人寿

山东鲁能二队 辽宁队

并列第19名
天津队 中国乒协（濮阳）乒乓球实验学校二队

宁波大学临海乒校 八一队

并列第21名
埃及 新疆

 河北正定县实验学校（正定基地） 河北队

并列第23名
天津世奥得●天体俱乐部 TPE国泰女桌

山西怀仁十一中 四川劲力先锋女子乒乓球队

并列第25名
中华台北第一银行 成都娇子

智渊乒乓运动馆 上海龙腾乒乓球运动俱乐部

并列第27名
山东淄博万乔 埃及

香港乒乓球队



变更通知

1.运动员变更名单

宁波大学临海乒校：杨啸 变更为 李升毅

上海嬴鱼：增报 金东炫

2.教练员变更名单

辽宁队：赵龙 变更为 赵渤际

河北女队：杨广弟 变更为 刘丽利

八一女队：曹臻 变更为 高维辛

四川劲力先锋女队：邱贻可 变更为 陈俊吉

成都娇子女队：陈俊吉 变更为 邹国齐

宁波大学临海乒校：张伟兵 变更为 綦戈

大会组委会

2016 年 5 月 24 日



男子团体第一阶段

A  组 1 2 3 4 5 6 7 积分 计算 名次

1  0:3  3:1  0:3  3:0  3:0  3:0      
八一西安怡阳 ----- ----- ----- ----- ----- -----   1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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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神鹰乒乓球队 ----- ----- ----- ----- ----- -----    9  1  5
2 1 1 1 2 2      

3  1:3  3:2  2:3  2:3  3:0  3:2      
福建队 ----- ----- ----- ----- ----- -----    9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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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双鱼 ----- ----- ----- ----- ----- -----   12     1
2 2 2 2 2 2   

5  0:3  3:2  3:2  2:3  3:0  3:0      
上海嬴鱼 ----- ----- ----- ----- ----- -----   10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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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淄博万乔 ----- ----- ----- ----- ----- -----    7     6
1 1 1 1 1 2   

7  0:3  0:3  2:3  2:3  0:3  1:3   
中华台北第一银行 ----- ----- ----- ----- ----- -----    6     7

1 1 1 1 1 1   

 场次号:10001   广州双鱼  --  八一西安怡阳  3 : 0
  张甫州 --   宋旭 3:2 (8,-7,8,-11,7)
  李艺杰 --   赵钊彦 3:1 (7,-6,7,5)
  刘嘉 --   宋旭 3:0 (8,9,10)
  李柯磊   廖泓然

 场次号:10002   山东淄博万乔  --  江苏神鹰乒乓球队  0 : 3
  王文豪 --   张海阳 1:3 (9,-8,-4,-7)
  延少泽 --   朱诚 0:3 (-2,-5,-2)
  王子昂 --   周汐君 0:3 (-5,-7,-4)
  延少泽   张海阳

 场次号:10003   中华台北第一银行  --  上海嬴鱼  0 : 3
  廖振珽 --   彭飞龙 1:3 (-10,9,-6,-12)
  李佳陞 --   尹嘉旭 0:3 (-3,0,0)
  李佳陞 --   彭飞龙 0:3 (0,0,0)
  楊恆韋   赵大明

（李佳陞、楊恆韋因病无法上场比赛）



 场次号:10024   山东淄博万乔  --  八一西安怡阳  0 : 3
  王文豪 --   宋旭 0:3 (-6,-5,-9)
  延少泽 --   赵钊彦 0:3 (-2,-3,-5)
  延少泽 --   宋旭 0:3 (-10,-4,-4)
  王子昂   廖泓然

 场次号:10025   江苏神鹰乒乓球队  --  中华台北第一银行  3 : 0
  朱诚 --   廖振珽 3:2 (-7,9,3,-10,8)
  张海阳 --   李佳陞 3:0 (11,0,0)
  周汐君 --   楊恆韋 3:0 (0,0,0)
  张海阳   廖振珽

（李佳陞、 楊恆韋因病无法上场比赛）

 场次号:10026   福建队  --  上海嬴鱼  2 : 3
  苏钰杰 --   彭飞龙 3:2 (-5,7,-4,5,8)
  蔡森 --   尹嘉旭 1:3 (-3,8,-9,-8)
  林洋 --   赵大明 1:3 (-8,-10,6,-6)
  周国彪   彭飞龙

  苏钰杰 --   尹嘉旭 3:1 (-9,11,6,10)
  周国彪 --   赵大明 0:3 (-9,-4,-8)

 场次号:10047   山东淄博万乔  --  中华台北第一银行  3 : 1
  王文豪 --   廖振珽 0:3 (-5,-9,-9)
  延少泽 --   李佳陞 3:0 (0,0,0)
  延少泽 --   楊恆韋 3:0 (0,0,0)
  王子昂   廖振珽

  王文豪 --   李佳陞 3:0 (0,0,0)
（李佳陞、 楊恆韋因病无法上场比赛）

 场次号:10048   广州双鱼  --  上海嬴鱼  3 : 2
  张甫州 --   彭飞龙 1:3 (-9,-10,11,-8)
  李艺杰 --   尹嘉旭 3:0 (7,9,4)
  刘嘉 --   彭飞龙 2:3 (6,9,-3,-7,-10)
  李柯磊   赵大明

  张甫州 --   尹嘉旭 3:1 (8,6,-11,1)
  李艺杰 --   赵大明 3:0 (6,8,3)

 场次号:10049   福建队  --  江苏神鹰乒乓球队  3 : 2
  苏钰杰 --   张海阳 3:0 (6,6,6)
  蔡森 --   朱诚 1:3 (5,-5,-8,-4)
  周国彪 --   周汐君 3:1 (-8,9,9,6)
  林洋   张海阳

  苏钰杰 --   朱诚 0:3 (-3,-6,-6)
  周国彪 --   张海阳 3:1 (6,5,-9,10)



 场次号:10072   中华台北第一银行  --  八一西安怡阳  0 : 3
  廖振珽 --   宋旭 1:3 (-9,9,-6,-8)
  李佳陞 --   赵钊彦 0:3 (0,0,0)
  楊恆韋 --   廖泓然 0:3 (0,0,0)
  李佳陞   孙嘉豪

（李佳陞、 楊恆韋因病无法上场比赛）

 场次号:10073   福建队  --  山东淄博万乔  3 : 0
  苏钰杰 --   延少泽 3:0 (3,3,9)
  蔡森 --   王文豪 3:0 (3,9,5)
  周国彪 --   王子昂 3:0 (6,5,2)
  林洋   延少泽

 场次号:10074   广州双鱼  --  江苏神鹰乒乓球队  3 : 2
  李艺杰 --   周汐君 3:0 (6,9,5)
  张甫州 --   朱诚 1:3 (-7,-6,14,-12)
  刘嘉 --   周汐君 3:0 (10,7,7)
  李柯磊   张海阳

  李艺杰 --   朱诚 1:3 (10,-7,-8,-3)
  张甫州 --   张海阳 3:0 (9,9,8)

 场次号:10097   八一西安怡阳  --  上海嬴鱼  3 : 0
  宋旭 --   彭飞龙 3:0 (9,8,7)
  赵钊彦 --   赵大明 3:1 (9,-6,9,5)
  赵钊彦 --   尹嘉旭 3:0 (11,9,10)
  廖泓然   彭飞龙

 场次号:10098   中华台北第一银行  --  福建队  2 : 3
  廖振珽 --   蔡森 3:1 (-9,7,5,2)
  李佳陞 --   林洋 0:3 (0,0,0)
  楊恆韋 --   苏钰杰 0:3 (0,0,0)
  李佳陞   周国彪

  廖振珽 --   林洋 3:0 (7,5,14)
  楊恆韋 --   蔡森 0:3 (0,0,0)
（李佳陞、 楊恆韋因病无法上场比赛）

 场次号:10099   广州双鱼  --  山东淄博万乔  3 : 0
  李艺杰 --   延少泽 3:0 (6,4,8)
  李柯磊 --   王文豪 3:0 (6,5,4)
  刘嘉 --   延少泽 3:0 (5,1,6)
  李柯磊   王子昂

 场次号:10109   福建队  --  八一西安怡阳  1 : 3
  苏钰杰 --   廖泓然 3:0 (9,8,3)
  蔡森 --   宋旭 0:3 (-14,-8,-5)
  周国彪 --   赵钊彦 1:3 (-5,7,-2,-7)
  林洋   廖泓然

  苏钰杰 --   宋旭 1:3 (-6,7,-6,-7)



 场次号:10110   上海嬴鱼  --  江苏神鹰乒乓球队  3 : 2
  赵大明 --   周汐君 3:1 (-8,5,8,11)
  彭飞龙 --   朱诚 3:0 (9,10,8)
  尹嘉旭 --   周汐君 1:3 (5,-8,-7,-11)
  彭飞龙   张海阳

  赵大明 --   朱诚 1:3 (-7,3,-7,-8)
  尹嘉旭 --   张海阳 3:1 (-4,10,6,5)

 场次号:10111   中华台北第一银行  --  广州双鱼  2 : 3
  廖振珽 --   张甫州 3:2 (7,-6,-7,6,9)
  李佳陞 --   李柯磊 0:3 (0,0,0)
  楊恆韋 --   刘嘉 0:3 (0,0,0)
  李佳陞   张甫州

  廖振珽 --   李柯磊 3:0 (6,7,12)
  楊恆韋 --   刘嘉 0:3 (0,0,0)
（李佳陞、 楊恆韋因病无法上场比赛）

 场次号:10118   八一西安怡阳  --  江苏神鹰乒乓球队  0 : 3
  赵钊彦 --   张海阳 0:3 (-6,-8,-9)
  宋旭 --   朱诚 1:3 (-2,7,-5,-9)
  廖泓然 --   周汐君 1:3 (-8,5,-6,-10)
  宋旭   张海阳

 场次号:10119   广州双鱼  --  福建队  3 : 2
  张甫州 --   蔡森 3:2 (-10,-8,8,9,10)
  李艺杰 --   苏钰杰 0:3 (-10,-8,-7)
  刘嘉 --   周国彪 3:2 (-8,-6,6,10,6)
  李柯磊   林洋

  张甫州 --   苏钰杰 0:3 (-5,-6,-10)
  李艺杰 --   林洋 3:2 (-7,6,-7,9,4)

 场次号:10120   山东淄博万乔  --  上海嬴鱼  0 : 3
  王文豪 --   彭飞龙 1:3 (-5,-3,10,-4)
  延少泽 --   尹嘉旭 0:3 (-2,-2,-7)
  王子昂 --   彭飞龙 0:3 (-4,-3,-5)
  延少泽   赵大明



B  组 1 2 3 4 5 6 7 积分 计算 名次

1  2:3  2:3  3:2  0:3  2:3  3:1   
山东鲁能一队 ----- ----- ----- ----- ----- -----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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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旭龙 ----- ----- ----- ----- ----- -----   11  --  1
2 2 2 2 1 2  3

3  3:2  2:3  3:2  2:3  2:3  3:1   
宁波大学临海乒校 ----- ----- ----- ----- ----- -----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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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世奥得天体俱乐部 ----- ----- ----- ----- ----- -----    7     6
1 1 1 1 1 2   

5  3:0  0:3  3:2  3:0  3:2  3:1  3
西安高陵五号公馆 ----- ----- ----- ----- ----- -----   1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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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体育运动学校 ----- ----- ----- ----- ----- -----   11  --  2
2 2 2 2 1 2  5

7  1:3  0:3  1:3  2:3  1:3  0:3   
智渊乒乓运动馆 ----- ----- ----- ----- ----- -----    6     7

1 1 1 1 1 1   

 场次号:10004   天津世奥得天体俱乐部  --  山东鲁能一队  2 : 3
  叶明辉 --   韩传熙 2:3 (12,-9,-5,7,-6)
  潘登 --   陈浩 3:2 (9,-12,-12,4,6)
  潘登 --   全开源 3:0 (0,0,0)
  穆蒂   曹泽琛

  叶明辉 --   陈浩 2:3 (-7,-7,5,6,-8)
  穆蒂 --   韩传熙 0:3 (-6,-3,-7)
（曹泽琛因病无法上场比赛）

 场次号:10005   河南旭龙  --  陕西省体育运动学校  2 : 3
  夏易正 --   王晨策 3:0 (10,7,7)
  王林堃 --   赛林威 2:3 (6,-9,-3,7,-4)
  耿梓皓 --   桂晨凯 2:3 (9,-9,4,-5,-8)
  楊子儀   杨卓

  夏易正 --   赛林威 3:0 (7,6,6)
  于何一 --   桂晨凯 1:3 (-9,9,-8,-1)

 场次号:10006   智渊乒乓运动馆  --  西安高陵五号公馆  1 : 3
  彭王維 --   介健伟 3:2 (9,5,-11,-5,8)
  秦楙棖 --   汪佳男 0:3 (-5,-3,-7)
  庄东宪 --   介健伟 0:3 (-7,-9,-7)
  秦楙棖   李卓阳

  彭王維 --   汪佳男 0:3 (-12,-3,-5)



 场次号:10027   山东鲁能一队  --  陕西省体育运动学校  2 : 3
  韩传熙 --   宋谦 3:1 (5,1,-12,7)
  陈浩 --   赛林威 0:3 (-10,-9,-7)
  全开源 --   桂晨凯 0:3 (0,0,0)
  曹泽琛   杨卓

  韩传熙 --   赛林威 3:0 (12,10,9)
  陈浩 --   桂晨凯 2:3 (5,-4,-7,4,-6)
（曹泽琛因病无法上场比赛）

 场次号:10028   智渊乒乓运动馆  --  河南旭龙  0 : 3
  彭王維 --   王林堃 0:3 (-9,-9,-9)
  秦楙棖 --   夏易正 0:3 (-11,-3,-4)
  秦楙棖 --   耿梓皓 0:3 (-12,-4,-8)
  庄东宪   楊子儀

 场次号:10029   西安高陵五号公馆  --  宁波大学临海乒校  3 : 2
  汪佳男 --   王之旭 0:3 (-4,-7,-7)
  李卓阳 --   陈峰 3:0 (10,1,10)
  李卓阳 --   王之旭 3:1 (-10,8,9,5)
  介健伟   林昀儒

  汪佳男 --   陈峰 2:3 (7,-7,-3,5,-9)
  介健伟 --   林昀儒 3:2 (-10,-10,8,5,8)

 场次号:10050   陕西省体育运动学校  --  智渊乒乓运动馆  3 : 0
  赛林威 --   秦楙棖 3:1 (7,3,-7,1)
  桂晨凯 --   彭王維 3:0 (7,7,9)
  桂晨凯 --   秦楙棖 3:2 (6,-7,-7,8,6)
  杨卓   庄东宪

 场次号:10051   天津世奥得天体俱乐部  --  西安高陵五号公馆  0 : 3
  叶明辉 --   刘亚楠 0:3 (-7,-5,-7)
  潘登 --   介健伟 0:3 (-6,-10,-8)
  潘登 --   汪佳男 2:3 (8,-4,-8,9,-7)
  穆蒂   李卓阳

 场次号:10052   河南旭龙  --  宁波大学临海乒校  3 : 2
  夏易正 --   陈峰 3:0 (7,3,8)
  王林堃 --   王之旭 2:3 (9,-14,-9,9,-9)
  耿梓皓 --   林昀儒 0:3 (-8,-6,-10)
  楊子儀   陈峰

  夏易正 --   王之旭 3:1 (9,8,-6,6)
  王林堃 --   林昀儒 3:2 (-11,8,8,-4,11)



 场次号:10075   智渊乒乓运动馆  --  山东鲁能一队  1 : 3
  彭王維 --   陈浩 0:3 (-10,-9,-12)
  庄东宪 --   韩传熙 1:3 (-6,-6,4,-8)
  秦楙棖 --   全开源 3:0 (0,0,0)
  庄东宪   曹泽琛

  彭王維 --   韩传熙 1:3 (7,-15,-9,-7)
（曹泽琛因病无法上场比赛）

 场次号:10076   陕西省体育运动学校  --  宁波大学临海乒校  3 : 2
  桂晨凯 --   林昀儒 0:3 (-5,-9,-5)
  赛林威 --   王之旭 3:0 (9,4,6)
  宋谦 --   林昀儒 3:0 (4,14,8)
  杨卓   陈峰

  桂晨凯 --   王之旭 2:3 (9,-5,10,-7,-7)
  赛林威 --   陈峰 3:2 (9,-10,8,-7,3)

 场次号:10077   河南旭龙  --  天津世奥得天体俱乐部  3 : 0
  夏易正 --   叶明辉 3:1 (7,-7,8,8)
  于何一 --   穆蒂 3:0 (7,3,4)
  王林堃 --   叶明辉 3:0 (9,10,8)
  耿梓皓   潘登

 场次号:10100   西安高陵五号公馆  --  山东鲁能一队  3 : 0
  刘亚楠 --   陈浩 3:2 (8,-9,-10,7,8)
  汪佳男 --   韩传熙 3:0 (9,6,3)
  李卓阳 --   全开源 3:0 (0,0,0)
  介健伟   曹泽琛

（曹泽琛因病无法上场比赛）

 场次号:10101   智渊乒乓运动馆  --  宁波大学临海乒校  1 : 3
  彭王維 --   陈峰 3:1 (9,-9,4,6)
  秦楙棖 --   王之旭 1:3 (-6,8,-9,-9)
  庄东宪 --   林昀儒 1:3 (-6,-3,6,-3)
  秦楙棖   陈峰

  彭王維 --   王之旭 0:3 (-6,-6,-11)

 场次号:10102   陕西省体育运动学校  --  天津世奥得天体俱乐部  3 : 0
  赛林威 --   叶明辉 3:0 (8,2,9)
  宋谦 --   潘登 3:1 (-16,5,9,7)
  宋谦 --   穆蒂 3:0 (0,0,0)
  杨卓   波波奇卡

（波波奇卡因病无法上场比赛）



 场次号:10112   宁波大学临海乒校  --  山东鲁能一队  3 : 2
  陈峰 --   陈浩 0:3 (-5,-3,-3)
  林昀儒 --   韩传熙 2:3 (-9,10,6,-7,-10)
  林昀儒 --   全开源 3:0 (0,0,0)
  王之旭   曹泽琛

  陈峰 --   韩传熙 3:0 (6,6,2)
  王之旭 --   陈浩 3:1 (8,8,-9,4)
（曹泽琛因病无法上场比赛）

 场次号:10113   西安高陵五号公馆  --  河南旭龙  0 : 3
  汪佳男 --   于何一 2:3 (1,-7,8,-7,-6)
  李卓阳 --   夏易正 1:3 (8,-6,-4,-9)
  介健伟 --   王林堃 1:3 (-8,-10,6,-8)
  李卓阳   楊子儀

 场次号:10114   智渊乒乓运动馆  --  天津世奥得天体俱乐部  2 : 3
  彭王維 --   叶明辉 1:3 (-9,-10,4,-7)
  秦楙棖 --   潘登 3:1 (7,9,-8,1)
  庄东宪 --   穆蒂 3:0 (0,0,0)
  秦楙棖   波波奇卡

  彭王維 --   潘登 0:3 (-7,-9,-10)
  庄东宪 --   叶明辉 0:3 (-6,-7,-10)
（波波奇卡因病无法上场比赛）

 场次号:10121   山东鲁能一队  --  河南旭龙  2 : 3
  韩传熙 --   于何一 3:0 (8,5,8)
  全开源 --   夏易正 0:3 (-5,-2,-3)
  陈浩 --   楊子儀 0:3 (0,0,0)
  曹泽琛   王林堃

  韩传熙 --   夏易正 3:2 (9,7,-3,-7,6)
  全开源 --   王林堃 0:3 (-3,-4,-3)
（曹泽琛因病无法上场比赛）

 场次号:10122   宁波大学临海乒校  --  天津世奥得天体俱乐部  3 : 2
  王之旭 --   叶明辉 1:3 (-10,7,-10,-9)
  林昀儒 --   潘登 3:1 (-6,3,7,6)
  林昀儒 --   叶明辉 3:2 (6,4,-5,-4,12)
  陈峰   穆蒂

  王之旭 --   潘登 2:3 (8,-7,1,-5,-9)
  陈峰 --   穆蒂 3:2 (10,-12,-20,11,11)

 场次号:10123   陕西省体育运动学校  --  西安高陵五号公馆  2 : 3
  赛林威 --   介健伟 1:3 (-9,6,-5,-6)
  宋谦 --   刘亚楠 3:1 (9,13,-8,4)
  宋谦 --   汪佳男 1:3 (8,-5,-7,-9)
  杨卓   李卓阳

  赛林威 --   刘亚楠 3:0 (6,10,9)
  桂晨凯 --   介健伟 1:3 (8,-3,-8,-10)



C  组 1 2 3 4 5 6 7 积分 计算 名次

1  3:2  3:0  3:1  3:2  3:1  3:1   
天津勤勤运动 ----- ----- ----- ----- ----- -----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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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经开港俱乐部 ----- ----- ----- ----- ----- -----   10  2  2
1 1 2 2 2 2      

3  0:3  3:0  3:1  2:3  3:1  2:3   
山东鲁能二队 ----- ----- ----- ----- ----- -----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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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体彩 ----- ----- ----- ----- ----- -----    8  2  5
1 1 1 1 2 2      

5  2:3  1:3  3:2  3:0  3:0  3:2      
大庆农商行俱乐部 ----- ----- ----- ----- ----- -----   10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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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怀仁十一中 ----- ----- ----- ----- ----- -----    6     7
1 1 1 1 1 1   

7  1:3  2:3  3:2  0:3  2:3  3:2      
埃及 ----- ----- ----- ----- ----- -----    8  1  6

1 1 2 1 1 2      

 场次号:10007   山东体彩  --  天津勤勤运动  1 : 3
  郭文 --   石铭禹 3:2 (10,-8,10,-8,7)
  张杰特 --   陈鑫 2:3 (-4,5,-8,10,-9)
  李佳启 --   石铭禹 1:3 (12,-5,-6,-7)
  张杰特   杨晓夫

  郭文 --   陈鑫 0:3 (-8,-11,-8)

 场次号:10008   山西怀仁十一中  --  武汉经开港俱乐部  1 : 3
  董博文 --   周宇 1:3 (7,-8,-7,-9)
  贾明 --   陈曦 1:3 (-9,-7,4,-4)
  贾明 --   徐豪 3:1 (6,-1,4,4)
  王旭   周宇

  董博文 --   陈曦 1:3 (-7,-4,8,-6)

 场次号:10009   大庆农商行俱乐部  --  (埃及)  3 : 2
  徐瑛彬 --   阿默德 2:3 (-4,-10,9,13,-8)
  李洋 --   哈利德 3:0 (7,5,6)
  张蕾 --   阿默德 1:3 (-4,9,-8,-10)
  刘宇恒   赛义德

  徐瑛彬 --   哈利德 3:0 (6,8,8)
  李洋 --   赛义德 3:1 (3,-10,8,5)



 场次号:10030   山西怀仁十一中  --  天津勤勤运动  1 : 3
  王旭 --   石铭禹 3:0 (6,7,7)
  李铖 --   陈鑫 1:3 (-5,10,-6,-6)
  董博文 --   石铭禹 0:3 (-12,-7,-8)
  贾明   杨晓夫

  王旭 --   陈鑫 0:3 (-5,-7,-8)

 场次号:10031   武汉经开港俱乐部  --  (埃及)  3 : 2
  周宇 --   阿默德 0:3 (-8,-9,-5)
  陈曦 --   哈利德 3:0 (9,7,6)
  刘逾 --   赛义德 2:3 (-5,9,-6,6,-4)
  徐豪   阿默德

  周宇 --   哈利德 3:0 (9,0,0)
  徐豪 --   赛义德 3:1 (-9,8,7,3)
( 哈利德因病无法上场比赛）

 场次号:10032   山东鲁能二队  --  大庆农商行俱乐部  2 : 3
  习胜 --   李洋 0:3 (-6,-5,-7)
  李庄威 --   徐瑛彬 3:1 (4,9,-8,8)
  李庄威 --   李洋 1:3 (5,-2,-6,-9)
  李世伦   刘宇恒

  习胜 --   徐瑛彬 3:2 (-9,3,-7,5,7)
  李世伦 --   刘宇恒 1:3 (7,-8,-5,-7)

 场次号:10053   (埃及)  --  山西怀仁十一中  3 : 2
  哈利德 --   王旭 0:3 (-11,-7,-6)
  阿默德 --   贾明 3:1 (-10,1,3,0)
  赛义德 --   王旭 3:0 (9,6,5)
  阿默德   李铖

  哈利德 --   贾明 0:3 (-5,-8,-6)
  赛义德 --   李铖 3:1 (-7,4,11,10)

 场次号:10054   大庆农商行俱乐部  --  山东体彩  3 : 0
  徐瑛彬 --   张杰特 3:0 (9,4,7)
  李洋 --   郭文 3:1 (-19,7,9,7)
  李洋 --   张杰特 3:2 (6,4,-9,-8,5)
  刘宇恒   李佳启

 场次号:10055   武汉经开港俱乐部  --  山东鲁能二队  0 : 3
  陈曦 --   李庄威 2:3 (-10,-2,5,7,-7)
  徐豪 --   习胜 2:3 (-7,13,9,-8,-8)
  刘逾 --   李世伦 0:3 (-7,-8,-8)
  周宇   刘龙涛



 场次号:10078   (埃及)  --  天津勤勤运动  1 : 3
  赛义德 --   杨晓夫 3:1 (4,7,-4,8)
  阿默德 --   陈鑫 1:3 (3,-7,-8,-7)
  阿默德 --   杨晓夫 0:3 (-4,-10,-1)
  哈利德   石铭禹

  赛义德 --   陈鑫 0:3 (-6,-8,-8)

 场次号:10079   山西怀仁十一中  --  山东鲁能二队  1 : 3
  王旭 --   李庄威 0:3 (-4,-6,-3)
  李铖 --   习胜 3:1 (13,9,-9,4)
  贾明 --   李世伦 1:3 (-7,-8,11,-8)
  董博文   刘龙涛

  王旭 --   习胜 2:3 (3,-3,-11,3,-9)

 场次号:10080   山东体彩  --  武汉经开港俱乐部  2 : 3
  郭文 --   周宇 3:0 (3,9,5)
  李佳启 --   陈曦 0:3 (-7,-8,-7)
  张杰特 --   徐豪 2:3 (4,7,-5,-10,-9)
  李佳启   朱舟

  郭文 --   陈曦 3:1 (10,-9,9,10)
  张杰特 --   徐豪 1:3 (-10,-8,8,-8)

 场次号:10103   大庆农商行俱乐部  --  天津勤勤运动  2 : 3
  徐瑛彬 --   石铭禹 3:1 (9,7,-9,8)
  李洋 --   陈鑫 1:3 (3,-9,-9,-7)
  李洋 --   石铭禹 3:1 (5,-12,7,5)
  刘宇恒   杨晓夫

  徐瑛彬 --   陈鑫 1:3 (10,-8,-7,-8)
  刘宇恒 --   杨晓夫 2:3 (-9,11,4,-3,-8)

 场次号:10104   (埃及)  --  山东鲁能二队  3 : 2
  哈利德 --   李庄威 1:3 (-6,3,-9,-7)
  赛义德 --   习胜 3:2 (-9,8,-8,7,11)
  赛义德 --   李世伦 3:0 (6,9,5)
  阿默德   刘龙涛

  哈利德 --   习胜 0:3 (-5,-10,-3)
  阿默德 --   李庄威 3:1 (10,9,-11,9)

 场次号:10105   山东体彩  --  山西怀仁十一中  3 : 1
  郭文 --   李铖 3:0 (4,4,9)
  李佳启 --   董博文 1:3 (-16,-6,4,-11)
  张杰特 --   贾明 3:2 (-5,4,8,-7,7)
  李佳启   王旭

  郭文 --   董博文 3:1 (13,-7,9,5)



 场次号:10115   山东鲁能二队  --  天津勤勤运动  0 : 3
  李庄威 --   石铭禹 2:3 (-10,2,6,-15,-3)
  李世伦 --   陈鑫 0:3 (-5,-5,-5)
  李世伦 --   石铭禹 1:3 (-6,-5,2,-6)
  习胜   杨晓夫

 场次号:10116   大庆农商行俱乐部  --  武汉经开港俱乐部  1 : 3
  徐瑛彬 --   陈曦 1:3 (-12,11,-4,-7)
  李洋 --   周宇 3:1 (3,-12,6,11)
  李洋 --   朱舟 1:3 (-9,10,-7,-7)
  刘宇恒   徐豪

  徐瑛彬 --   周宇 2:3 (-9,9,-9,5,-9)

 场次号:10117   山东体彩  --  (埃及)  3 : 0
  郭文 --   赛义德 3:1 (-12,8,3,4)
  李佳启 --   哈利德 3:0 (6,6,6)
  李佳启 --   赛义德 3:2 (8,5,-9,-6,9)
  张杰特   阿默德

 场次号:10124   武汉经开港俱乐部  --  天津勤勤运动  2 : 3
  陈曦 --   石铭禹 3:0 (5,6,9)
  周宇 --   陈鑫 2:3 (9,-11,-8,8,-9)
  朱舟 --   石铭禹 3:2 (6,-8,-4,10,7)
  徐豪   杨晓夫

  陈曦 --   陈鑫 0:3 (-7,-13,-5)
  徐豪 --   杨晓夫 1:3 (9,-5,-9,-8)

 场次号:10125   山东体彩  --  山东鲁能二队  1 : 3
  郭文 --   李庄威 1:3 (8,-13,-4,-10)
  李佳启 --   习胜 1:3 (3,-8,-12,-6)
  张杰特 --   李世伦 3:1 (11,-9,5,3)
  李佳启   刘龙涛

  郭文 --   习胜 1:3 (-8,-10,9,-10)

 场次号:10126   山西怀仁十一中  --  大庆农商行俱乐部  0 : 3
  董博文 --   徐瑛彬 1:3 (8,-10,-8,-7)
  王旭 --   张蕾 1:3 (6,-7,-8,-13)
  贾明 --   李洋 1:3 (16,-9,-3,-5)
  王旭   刘宇恒



D  组 1 2 3 4 5 6 积分 计算 名次

1  2:3  0:3  3:0  3:0  3:1   
安徽惠友 ----- ----- ----- ----- -----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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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队 ----- ----- ----- ----- -----   10     1
2 2 2 2 2   

3  3:0  2:3  3:0  3:0  3:0   
沈阳地铁 ----- ----- ----- ----- -----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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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队 ----- ----- ----- ----- -----    7     4
1 1 1 2 2   

5  0:3  2:3  0:3  2:3  3:1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 ----- ----- -----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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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正定县实验学校 ----- ----- ----- ----- -----    5     6
1 1 1 1 1   

 场次号:10010   天津队  --  安徽惠友  0 : 3
  曹巍 --   王博 0:3 (-8,-7,-5)
  纪佳乐 --   李良夫 1:3 (9,-9,-7,-9)
  纪佳乐 --   王博 0:3 (-5,-9,-7)
  韩企曜   范创维

 场次号:10011   河北正定县实验学校  --  辽宁队  2 : 3
  洪子翔 --   袁励岑 2:3 (5,-11,8,-6,-6)
  罗铮 --   徐海东 3:2 (4,-6,4,-7,8)
  余心航 --   杨硕 3:1 (7,-7,5,8)
  李源斌   袁励岑

  洪子翔 --   徐海东 2:3 (7,8,-6,-9,-5)
  余心航 --   杨硕 2:3 (9,-7,9,-7,-10)

 场次号:10012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沈阳地铁  0 : 3
  牛冠凯 --   朱健辉 0:3 (-7,-6,-6)
  于迪扬 --   王振 1:3 (-6,10,-3,-7)
  刘家良 --   朱健辉 1:3 (-5,3,-8,-6)
  王少博   柳洋

 场次号:10033   河北正定县实验学校  --  安徽惠友  1 : 3
  余心航 --   王博 3:2 (-7,-5,7,7,8)
  罗铮 --   李良夫 0:3 (-8,-7,-3)
  洪子翔 --   王博 2:3 (7,5,-7,-5,-7)
  李源斌   范创维

  余心航 --   李良夫 2:3 (12,-9,-7,11,-3)



 场次号:10034   天津队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3 : 2
  纪佳乐 --   王麒凯 3:1 (-9,5,7,8)
  韩企曜 --   牛冠凯 0:3 (-6,-9,-4)
  韩企曜 --   王少博 3:2 (-8,-10,4,1,5)
  曹巍   于迪扬

  纪佳乐 --   牛冠凯 1:3 (8,-8,-3,-4)
  曹巍 --   于迪扬 3:2 (-5,-7,13,10,7)

 场次号:10035   辽宁队  --  沈阳地铁  3 : 2
  袁励岑 --   朱健辉 1:3 (-7,-5,9,-10)
  杨硕 --   王振 3:1 (4,-8,9,9)
  杨硕 --   朱健辉 0:3 (-6,-6,-9)
  徐海东   柳洋

  袁励岑 --   王振 3:0 (6,10,15)
  徐海东 --   柳洋 3:1 (11,5,-8,3)

 场次号:10056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安徽惠友  0 : 3
  牛冠凯 --   王博 1:3 (-7,-7,10,-4)
  于迪扬 --   李良夫 1:3 (-8,-3,7,-7)
  于迪扬 --   王博 2:3 (-5,4,-6,11,-5)
  王少博   范创维

 场次号:10057   河北正定县实验学校  --  沈阳地铁  0 : 3
  罗铮 --   朱健辉 0:3 (-9,-7,-5)
  洪子翔 --   范国梁 0:3 (-10,-2,-9)
  李源斌 --   柳洋 0:3 (-6,-9,-5)
  余心航   朱健辉

 场次号:10058   天津队  --  辽宁队  0 : 3
  纪佳乐 --   袁励岑 0:3 (-6,-15,-1)
  曹巍 --   杨硕 1:3 (-4,-4,9,-9)
  韩企曜 --   徐海东 1:3 (-7,4,-7,-5)
  曹巍   袁励岑

 场次号:10081   安徽惠友  --  沈阳地铁  0 : 3
  李良夫 --   朱健辉 1:3 (-9,6,-10,-6)
  王博 --   范国梁 2:3 (-11,8,-6,5,-7)
  王博 --   朱健辉 2:3 (-10,-5,9,7,-9)
  范创维   柳洋



 场次号:10082   辽宁队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3 : 2
  杨硕 --   王麒凯 3:2 (-8,4,-8,3,9)
  袁励岑 --   牛冠凯 0:3 (-6,-7,-8)
  袁励岑 --   于迪扬 3:1 (-11,8,8,9)
  徐海东   刘家良

  杨硕 --   牛冠凯 0:3 (-7,-5,-3)
  徐海东 --   于迪扬 3:1 (7,-9,3,5)

 场次号:10083   天津队  --  河北正定县实验学校  3 : 0
  纪佳乐 --   洪子翔 3:2 (-4,11,-9,8,7)
  韩企曜 --   余心航 3:2 (9,-7,9,-8,9)
  韩企曜 --   李源斌 3:0 (7,4,5)
  曹巍   洪子翔

 场次号:10106   安徽惠友  --  辽宁队  2 : 3
  范创维 --   杨硕 3:1 (4,8,-7,7)
  王昆 --   袁励岑 0:3 (-4,-4,-6)
  王博 --   李聪 3:0 (8,4,4)
  李良夫   徐海东

  范创维 --   袁励岑 2:3 (2,-8,8,-9,-8)
  和祥 --   杨硕 0:3 (-10,-6,-5)

 场次号:10107   天津队  --  沈阳地铁  0 : 3
  纪佳乐 --   朱健辉 0:3 (-4,-9,-6)
  韩企曜 --   王振 1:3 (-5,7,-5,-2)
  韩企曜 --   朱健辉 1:3 (-6,7,-5,-6)
  曹巍   柳洋

 场次号:10108   河北正定县实验学校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1 : 3
  余心航 --   王麒凯 1:3 (-6,-9,10,-9)
  李源斌 --   牛冠凯 2:3 (2,-3,7,-9,-5)
  李源斌 --   王少博 3:0 (9,11,7)
  洪子翔   于迪扬

  余心航 --   牛冠凯 2:3 (-6,7,-7,10,-9)



男子团体第二阶段A组（1-12名）

1. 河南旭龙
  1

2. 轮空

 
 4  1  3:2

3. 大庆农商行俱乐部
 

4. 八一西安怡阳
3 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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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武汉经开港俱乐部
3 8 5

6  5  3:1

6. 上海嬴鱼

 
 

7. 轮空
 8 5  3:2

 

8. 辽宁队
 8

      

9. 天津勤勤运动
      

  9

10. 轮空

 
 9  11  3:0

11. 安徽惠友
 

12. 陕西省体育运动学校
12 11  3:2

14 9 11

13. 沈阳地铁
 12  3:1  13  3:2  16  3:1

14  13  3:1

14. 西安高陵五号公馆

 
 

15. 轮空
 13 16  3:2

 

16. 广州双鱼
 16



 Matchnum:10013   大庆农商行俱乐部  --  八一西安怡阳  2 :3

  徐瑛彬 --   赵钊彦 1:3 (6,-9,-10,-11)

  刘宇恒 --   宋旭 1:3 (-6,7,-11,-6)

  李洋 --   赵钊彦 3:2 (5,8,-9,-9,11)

  刘宇恒 廖泓然

  徐瑛彬 --   宋旭 3:1 (8,11,-7,9)

  李洋 --   廖泓然 0:3 (-8,-6,-8)

 Matchnum:10014   武汉经开港俱乐部  --  上海嬴鱼  3 :1

  陈曦 --   彭飞龙 3:1 (-7,7,8,5)

  周宇 --   尹嘉旭 3:1 (-6,7,1,9)

  朱舟 --   彭飞龙 0:3 (-8,-10,-6)

  徐豪 赵大明

  陈曦 --   尹嘉旭 3:1 (-8,7,8,5)

 Matchnum:10015   安徽惠友  --  陕西省体育运动学校  3 :2

  范创维 --   宋谦 2:3 (7,2,-7,-14,-9)

  李良夫 --   赛林威 2:3 (8,-7,9,-8,-8)

  王博 --   宋谦 3:1 (8,-7,9,15)

  李良夫 杨卓

  范创维 --   赛林威 3:2 (-5,12,3,-12,8)

  王博 --   桂晨凯 3:0 (4,8,9)

 Matchnum:10016   西安高陵五号公馆  --  沈阳地铁  1 :3

  介健伟 --   朱健辉 3:1 (10,4,-6,6)

  刘亚楠 --   王振 1:3 (-9,8,-8,-7)

  汪佳男 --   朱健辉 2:3 (-5,-8,9,6,-5)

  李卓阳 柳洋

  介健伟 --   王振 1:3 (8,-9,-6,-9)

 Matchnum:10036   河南旭龙  --  八一西安怡阳  3 :2

  夏易正 --   赵钊彦 3:1 (-9,11,7,7)

  王林堃 --   宋旭 2:3 (4,9,-7,-10,-3)

  楊子儀 --   赵钊彦 3:1 (8,8,-8,8)

 王林堃 廖泓然

  夏易正 --   宋旭 2:3 (7,-3,7,-7,-13)

  于何一 --   廖泓然 3:1 (5,9,-5,11)

 Matchnum:10037   辽宁队  --  武汉经开港俱乐部  2 :3

  杨硕 --   徐豪 3:1 (8,-10,5,11)

  袁励岑 --   陈曦 1:3 (-5,6,-7,-5)

  袁励岑 --   徐豪 3:1 (-8,7,7,9)

  徐海东 周宇

  杨硕 --   陈曦 1:3 (-7,8,-8,-9)

  徐海东 --   周宇 2:3 (-7,-9,6,4,-6)

 Matchnum:10038   天津勤勤运动  --  安徽惠友  0 :3

  陈鑫 --   王博 0:3 (-12,-7,-12)

  石铭禹 --   范创维 1:3 (14,-6,-8,-6)

  石铭禹 --   王博 1:3 (-10,-8,9,-6)

  杨晓夫 李良夫



 Matchnum:10039   广州双鱼  --  沈阳地铁  3 :2

  李艺杰 --   范国梁 3:2 (-8,9,-6,7,8)

  李柯磊 --   王振 1:3 (-6,-6,5,-8)

  刘嘉 --   朱健辉 3:1 (5,10,-7,2)

 李柯磊 柳洋

  李艺杰 --   王振 0:3 (-6,-5,-3)

  张甫州 --   朱健辉 3:0 (8,7,9)

 Matchnum:10059   河南旭龙  --  武汉经开港俱乐部  3 :0

  夏易正 --   刘逾 3:0 (4,7,9)

  于何一 --   陈曦 3:1 (9,9,-5,10)

  王林堃 --   徐豪 3:2 (4,-9,10,-8,7)

  楊子儀 周宇

 Matchnum:10060   广州双鱼  --  安徽惠友  3 :1

  张甫州 --   和祥 3:2 (-5,8,-7,10,6)

  李艺杰 --   范创维 3:2 (-9,-9,8,6,8)

  刘嘉 --   王博 0:3 (-6,-10,-9)

  李柯磊 李良夫

  张甫州 --   范创维 3:0 (8,7,8)

 Matchnum:10061   辽宁队  --  八一西安怡阳  1 :3

  袁励岑 --   赵钊彦 2:3 (-13,11,-6,8,-7)

  徐海东 --   宋旭 2:3 (-5,11,9,-6,-7)

  杨硕 --   赵钊彦 3:1 (-8,6,12,9)

  徐海东 廖泓然

  袁励岑 --   宋旭 2:3 (-6,9,-8,8,-12)

 Matchnum:10062   沈阳地铁  --  天津勤勤运动  3 :2

  冯殿宇 --   杨晓夫 1:3 (-7,-9,7,-6)

  柳洋 --   陈鑫 3:1 (8,-6,4,13)

  朱健辉 --   杨晓夫 3:2 (9,9,-8,-8,9)

  柳洋 石铭禹

  冯殿宇 --   陈鑫 1:3 (11,-6,-9,-10)

  朱健辉 --   石铭禹 3:1 (-5,5,10,9)

 Matchnum:10063   上海嬴鱼  --  大庆农商行俱乐部  3 :2

  赵大明 --   刘宇恒 3:0 (11,4,9)

  关之恒 --   徐瑛彬 0:3 (-6,-3,-5)

  尹嘉旭 --   李洋 2:3 (9,-5,7,-1,-8)

 彭飞龙 刘宇恒

  赵大明 --   徐瑛彬 3:1 (-7,9,9,9)

  彭飞龙 --   李洋 3:0 (0,0,0)

 Matchnum:10064   陕西省体育运动学校  --  西安高陵五号公馆  3 :1

  赛林威 --   介健伟 3:2 (8,7,-8,-8,6)

  宋谦 --   汪佳男 1:3 (9,-7,-10,-5)

  桂晨凯 --   刘亚楠 3:0 (7,1,6)

  杨卓 张润泽

  赛林威 --   汪佳男 3:0 (9,6,4)



男子团体第二阶段B组（13-27名）

1. 福建队
  1

2. 轮空
  1  4  3:2

3. (埃及)
 

4. 山东鲁能一队
3 4  3:1

 
7   3  3:1  1  3:0  4  3:1

5. 山东体彩
6 8 5

6  5  3:2

6. 天津世奥得天体俱乐部
  

7. 中华台北第一银行
7 6  3:1 8 5  3:0

 

8. 天津队
7 8  3:0

      

9. 山东鲁能二队
       

10  9  3:0

10. 智渊乒乓运动馆
10  11  3:1 9  12  3:0

11. 河北正定县实验学校
 

12. 江苏神鹰乒乓球队
11 12  3:2

 
15 16 12

13.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10  3:1  11  3:0  9  3:0  13  3:0

14  13  3:0

14. 山东淄博万乔
  

15. 山西怀仁十一中
14 15  3:0 16 13  3:2

 

16. 宁波大学临海乒校
15 16  3:0



 Matchnum:10017   山东鲁能一队  --  (埃及)  3 :1

  韩传熙 --   阿默德3:0 (7,7,7)

  陈浩 --   哈利德3:0 (9,8,9)

  全开源 --   阿默德0:3 (0,0,0)

  曹泽琛 赛义德

  韩传熙 --   哈利德3:2 (5,-10,9,-7,5)

（曹泽琛因病无法上场比赛）   

 Matchnum:10018   山东体彩  --  天津世奥得天体俱乐部  3 :2

  郭文 --   叶明辉1:3 (-7,-8,11,-14)

  李佳启 --   潘登 0:3 (-6,-9,-6)

  张杰特 --   穆蒂 3:0 (0,0,0)

  李佳启 波波奇卡

  郭文 --   潘登 3:0 (9,7,8)

  张杰特 --   叶明辉3:2 (5,3,-5,-9,10)

（波波奇卡因病无法上场比赛）   

 Matchnum:10019   天津队  --  中华台北第一银行  3 :0

  曹巍 --   廖振珽3:1 (10,14,-7,11)

  韩企曜 --   李佳陞3:0 (0,0,0)

  韩企曜 --   楊恆韋3:0 (0,0,0)

  纪佳乐 廖振珽

（李佳陞、楊恆韋因病无法上场比赛）   

 Matchnum:10020   智渊乒乓运动馆  --  山东鲁能二队  0 :3

  彭王維 --   李庄威2:3 (-9,4,-9,10,-9)

  秦楙棖 --   习胜 2:3 (6,9,-4,-4,-6)

  庄东宪 --   李世伦2:3 (-3,12,6,-7,-6)

  秦楙棖 刘龙涛

 Matchnum:10021   河北正定县实验学校  --  江苏神鹰乒乓球队  2 :3

  罗铮 --   张海阳3:1 (8,9,-8,8)

  余心航 --   朱诚 2:3 (10,14,-9,-7,-7)

  李源斌 --   周汐君3:1 (-8,4,9,3)

  余心航 张海阳

  罗铮 --   朱诚 1:3 (-6,-6,5,-7)

  洪子翔 --   周汐君0:3 (-9,-9,-4)

 Matchnum:10022   山东淄博万乔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0 :3

  王文豪 --   王麒凯1:3 (-10,-5,9,-4)

  延少泽 --   牛冠凯0:3 (-4,-7,-7)

  王子昂 --   于迪扬0:3 (-6,-8,-4)

   延少泽 王少博



 Matchnum:10023   山西怀仁十一中  --  宁波大学临海乒校  0 :3

  董博文 --   林昀儒0:3 (-5,-8,-9)

  王旭 --   王之旭1:3 (-9,8,-9,-9)

  贾明 --   林昀儒1:3 (-9,12,-13,-19)

  王旭 陈峰

 Matchnum:10040   山东鲁能一队  --  福建队  3 :2

  韩传熙 --   周国彪3:1 (8,-6,6,11)

  陈浩 --   苏钰杰1:3 (-8,8,-9,-1)

  全开源 --   林洋 0:3 (0,0,0)

  曹泽琛 蔡森

  韩传熙 --   苏钰杰3:0 (9,8,3)

  陈浩 --   周国彪3:1 (-5,5,10,8)

（曹泽琛因病无法上场比赛）   

 Matchnum:10041   天津队  --  山东体彩  0 :3

  曹巍 --   李佳启2:3 (-4,8,-7,9,-3)

  纪佳乐 --   郭文 0:3 (-8,-6,-8)

  韩企曜 --   张杰特0:3 (0,0,0)

 宋佳旺 李佳启

（宋佳旺因病无法上场比赛）   

 Matchnum:10042   江苏神鹰乒乓球队  --  山东鲁能二队  3 :0

  朱诚 --   李庄威3:1 (-6,13,7,4)

  张海阳 --   习胜 3:1 (7,-5,8,6)

  周汐君 --   李世伦3:0 (10,8,7)

  张海阳 刘龙涛

 Matchnum:10043   宁波大学临海乒校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2 :3

  林昀儒 --   王麒凯3:2 (-8,7,10,-6,9)

  王之旭 --   牛冠凯0:3 (-5,-10,-8)

  陈峰 --   王少博3:1 (6,4,-12,7)

  王之旭 于迪扬

  林昀儒 --   牛冠凯0:3 (-10,-7,-7)

  陈峰 --   王麒凯0:3 (-8,-2,-1)

 Matchnum:10044   天津世奥得天体俱乐部  --  中华台北第一银行  3 :1

  潘登 --   廖振珽0:3 (-8,-8,-8)

  穆蒂 --   李佳陞3:0 (0,0,0)

  穆蒂 --   楊恆韋3:0 (0,0,0)

  叶明辉 廖振珽

  潘登 --   李佳陞3:0 (0,0,0)

（李佳陞、楊恆韋因病无法上场比赛）   



 Matchnum:10045   智渊乒乓运动馆  --  河北正定县实验学校  1 :3

  彭王維 --   罗铮 3:1 (-4,4,5,4)

  秦楙棖 --   余心航1:3 (-3,-5,9,-17)

  庄东宪 --   李源斌2:3 (7,-8,6,-4,-6)

  秦楙棖 洪子翔

  彭王維 --   余心航2:3 (-5,6,9,-10,-6)

 Matchnum:10046   山东淄博万乔  --  山西怀仁十一中  0 :3

  王文豪 --   王旭 1:3 (-9,12,-6,-7)

  延少泽 --   董博文0:3 (-4,-3,-1)

  王子昂 --   贾明 0:3 (-5,-6,-5)

  延少泽 王旭

 Matchnum:10065   山东鲁能一队  --  山东体彩  3 :1

  韩传熙 --   李佳启3:0 (9,10,8)

  陈浩 --   郭文 3:1 (10,-11,7,10)

  全开源 --   李佳启0:3 (0,0,0)

 曹泽琛 王倍增

  韩传熙 --   郭文 3:0 (7,5,2)

（曹泽琛因病无法上场比赛）   

 Matchnum:10066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江苏神鹰乒乓球队  3 :0

  牛冠凯 --   张海阳3:0 (4,3,7)

  王麒凯 --   朱诚 3:0 (8,10,9)

  刘家良 --   周禹澎3:0 (4,10,5)

  王少博 周汐君

 Matchnum:10067   天津队  --  福建队  0 :3

  曹巍 --   苏钰杰1:3 (-8,-8,12,-8)

  韩企曜 --   蔡森 1:3 (-8,-4,11,-8)

  韩企曜 --   苏钰杰2:3 (-2,11,9,-10,-3)

  纪佳乐 周国彪

 Matchnum:10068   宁波大学临海乒校  --  山东鲁能二队  0 :3

  林昀儒 --   习胜 2:3 (7,9,-8,-6,-9)

  陈峰 --   李庄威1:3 (-8,-9,7,-6)

  俞程皓 --   李世伦1:3 (-7,-8,6,-9)

  李升毅 刘龙涛



 Matchnum:10069   (埃及)  --  天津世奥得天体俱乐部  3 :1

  赛义德 --   叶明辉3:1 (7,-9,5,6)

  阿默德 --   穆蒂 3:0 (5,8,5)

  奥马尔 --   叶明辉0:3 (0,0,0)

 哈利德 潘登

  赛义德 --   穆蒂 3:1 (5,-9,10,3)

（奥马尔因病无法上场比赛）   

 Matchnum:10070   河北正定县实验学校  --  山西怀仁十一中  3 :0

  余心航 --   李铖 3:1 (15,2,-8,1)

  洪子翔 --   王旭 3:0 (6,7,12)

  李源斌 --   董博文3:0 (7,8,9)

  洪子翔 李铖

 Matchnum:10071   山东淄博万乔  --  智渊乒乓运动馆  1 :3

  王文豪 --   庄东宪3:1 (7,14,-11,5)

  王子昂 --   秦楙棖0:3 (-5,-6,-7)

  王子昂 --   庄东宪0:3 (-3,-3,-7)

   延少泽 彭王維

  王文豪 --   秦楙棖0:3 (-14,-11,-8)



女子团体第一阶段

A  组 1 2 3 4 5 6 7 积分 计算 名次

1  1:3  1:3  0:3  3:2  0:3  0:3   
河北队 ----- ----- ----- ----- ----- -----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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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劲力先锋 ----- ----- ----- ----- ----- -----    8     5
2 1 1 2 1 1   

3  3:1  3:1  3:1  3:0  0:3  3:1   
陕西三八妇乐 ----- ----- ----- ----- ----- -----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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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鲁能队 ----- ----- ----- ----- ----- -----   10     3
2 2 1 2 1 2   

5  2:3  0:3  0:3  1:3  1:3  0:3   
成都娇子 ----- ----- ----- ----- ----- -----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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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衢州扬舟体育 ----- ----- ----- ----- ----- -----   12     1
2 2 2 2 2 2   

7  3:0  3:2  1:3  1:3  3:0  0:3   
TPE国泰人寿 ----- ----- ----- ----- ----- -----    9     4

2 2 1 1 2 1   

 场次号:20001   河北队  --  山东鲁能队  0 : 3
  臧小桐 --   马菀含 2:3 (-8,-4,8,11,-4)
  高宇慧 --   朱家希 0:3 (-3,-4,-4)
  王聪聪 --   张梦瑶 0:3 (-14,-6,-9)
  高宇慧   王畅

 场次号:20002   四川劲力先锋  --  衢州扬舟体育  1 : 3
  袁媛 --   祁蓉 3:1 (7,8,-9,8)
  杨晶旭 --   金颂一 2:3 (-8,8,-13,8,-8)
  杨晶旭 --   邹阳 0:3 (-2,-8,-5)
  郭琳   金慧星

  袁媛 --   金颂一 0:3 (-5,-9,-8)

 场次号:20003   TPE国泰人寿  --  成都娇子  3 : 0
  李昱諄 --   蔡育勤 3:1 (7,-9,7,8)
  鄭先知 --   李戎迪 3:1 (-7,10,8,7)
  鄭先知 --   蔡育勤 3:1 (6,-8,3,9)
  劉昱昕   方思涵



 场次号:20025   衢州扬舟体育  --  河北队  3 : 0
  金颂一 --   王聪聪 3:0 (3,4,6)
  邹阳 --   臧小桐 3:0 (6,6,4)
  邹阳 --   王聪聪 3:0 (6,5,3)
  金慧星   高宇慧

 场次号:20026   TPE国泰人寿  --  四川劲力先锋  3 : 2
  鄭先知 --   袁媛 3:0 (9,9,13)
  李昱諄 --   郭琳 2:3 (4,-8,-10,11,-7)
  劉昱昕 --   杨晶旭 3:1 (-8,4,10,6)
  李昱諄   袁媛

  鄭先知 --   郭琳 1:3 (8,-8,-5,-6)
  劉昱昕 --   杨晶旭 3:2 (-4,9,-5,8,5)

 场次号:20027   成都娇子  --  陕西三八妇乐  0 : 3
  李戎迪 --   崔雪聪 0:3 (-4,-12,-11)
  方思涵 --   钱天一 1:3 (-9,3,-3,-5)
  方思涵 --   王璇 1:3 (-1,-8,9,-6)
  蔡育勤   孙嘉艺

 场次号:20049   衢州扬舟体育  --  TPE国泰人寿  3 : 0
  金颂一 --   李昱諄 3:0 (4,6,6)
  金慧星 --   鄭先知 3:1 (7,-7,4,5)
  邹阳 --   劉昱昕 3:1 (3,7,-7,2)
  金慧星   李昱諄

 场次号:20050   成都娇子  --  山东鲁能队  1 : 3
  李戎迪 --   马菀含 3:1 (8,12,-8,9)
  蔡育勤 --   朱家希 2:3 (-9,8,9,-4,-8)
  蔡育勤 --   张梦瑶 0:3 (-8,-11,-10)
  方思涵   王畅

  李戎迪 --   朱家希 0:3 (-4,-5,-5)

 场次号:20051   四川劲力先锋  --  陕西三八妇乐  1 : 3
  袁媛 --   王璇 1:3 (-8,-8,9,-9)
  郭琳 --   钱天一 3:0 (3,9,9)
  郭琳 --   王璇 1:3 (-4,9,-4,-8)
  侯瑞鸣   孙嘉艺

  袁媛 --   钱天一 1:3 (-7,-4,11,-13)

 场次号:20075   河北队  --  TPE国泰人寿  0 : 3
  臧小桐 --   林佳慧 0:3 (-7,-6,-5)
  王聪聪 --   鄭先知 0:3 (-4,-8,-6)
  高宇慧 --   劉昱昕 2:3 (-6,6,7,-6,-4)
  王聪聪   李昱諄



 场次号:20076   衢州扬舟体育  --  陕西三八妇乐  3 : 0
  金颂一 --   王璇 3:1 (7,9,-8,7)
  金慧星 --   钱天一 3:0 (9,6,8)
  金慧星 --   王璇 3:1 (6,-6,3,6)
  邹阳   孙嘉艺

 场次号:20077   山东鲁能队  --  四川劲力先锋  3 : 1
  朱家希 --   袁媛 3:0 (8,12,7)
  张梦瑶 --   郭琳 0:3 (-7,-5,-8)
  王畅 --   袁媛 3:1 (5,8,-7,7)
  张梦瑶   杨晶旭

  朱家希 --   郭琳 3:0 (7,6,10)

 场次号:20101   河北队  --  成都娇子  3 : 2
  臧小桐 --   蔡育勤 2:3 (-7,7,-3,6,-9)
  王聪聪 --   李戎迪 3:1 (7,6,-10,7)
  高宇慧 --   蔡育勤 0:3 (-10,-9,-9)
  王聪聪   方思涵

  臧小桐 --   李戎迪 3:0 (7,9,9)
  高宇慧 --   方思涵 3:2 (-3,-9,7,11,9)

 场次号:20102   TPE国泰人寿  --  陕西三八妇乐  1 : 3
  鄭先知 --   钱天一 1:3 (-9,4,-9,-6)
  李昱諄 --   王璇 1:3 (-5,-3,4,-7)
  劉昱昕 --   钱天一 3:2 (-7,9,9,-15,9)
  李昱諄   崔雪聪

  鄭先知 --   王璇 1:3 (8,-13,-11,-9)

 场次号:20103   山东鲁能队  --  衢州扬舟体育  1 : 3
  朱家希 --   金慧星 3:2 (-8,8,-5,12,8)
  马菀含 --   金颂一 0:3 (-7,-6,-4)
  王畅 --   金慧星 0:3 (-8,-5,-12)
  张梦瑶   邹阳

  朱家希 --   金颂一 0:3 (-5,-2,-6)

 场次号:20113   河北队  --  陕西三八妇乐  1 : 3
  臧小桐 --   崔雪聪 2:3 (-7,11,-8,8,-5)
  王聪聪 --   钱天一 1:3 (-8,-2,7,-7)
  王聪聪 --   崔雪聪 3:2 (-7,10,5,-1,8)
  高宇慧   孙嘉艺

  臧小桐 --   钱天一 0:3 (-6,-6,-3)



 场次号:20114   四川劲力先锋  --  成都娇子  3 : 0
  杨晶旭 --   蔡育勤 3:0 (9,4,10)
  袁媛 --   方思涵 3:0 (8,7,8)
  袁媛 --   李戎迪 3:0 (9,10,8)
  郭琳   蔡育勤

 场次号:20115   山东鲁能队  --  TPE国泰人寿  3 : 1
  朱家希 --   李昱諄 3:0 (6,6,3)
  王畅 --   鄭先知 0:3 (-4,-9,-10)
  王畅 --   劉昱昕 3:0 (7,7,2)
  张梦瑶   李昱諄

  朱家希 --   鄭先知 3:0 (5,9,7)

 场次号:20125   河北队  --  四川劲力先锋  1 : 3
  臧小桐 --   袁媛 0:3 (-6,-10,-3)
  王聪聪 --   郭琳 1:3 (9,-4,-7,-9)
  王聪聪 --   袁媛 3:0 (9,10,4)
  高宇慧   杨晶旭

  臧小桐 --   郭琳 1:3 (-8,-8,7,-4)

 场次号:20126   山东鲁能队  --  陕西三八妇乐  1 : 3
  朱家希 --   崔雪聪 3:0 (5,11,8)
  马菀含 --   钱天一 0:3 (-8,-7,-2)
  王畅 --   崔雪聪 0:3 (-7,-9,-8)
  张梦瑶   王璇

  朱家希 --   钱天一 1:3 (-11,4,-10,-9)

 场次号:20127   衢州扬舟体育  --  成都娇子  3 : 1
  金颂一 --   李戎迪 3:0 (5,8,6)
  沈悦宁 --   蔡育勤 0:3 (-2,-1,-1)
  祁蓉 --   李戎迪 3:0 (1,4,7)
  邹阳   方思涵

  金颂一 --   蔡育勤 3:0 (7,8,3)



B  组 1 2 3 4 5 6 7 积分 计算 名次

1  1:3  2:3  2:3  1:3  1:3  1:3   
上海龙腾乒乓球俱乐部 ----- ----- ----- ----- ----- -----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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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物产中大柯桥中学 ----- ----- ----- ----- ----- -----   10  4  2
2 2 1 2 1 2      

3  3:2  1:3  3:2  3:2  2:3  3:0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 ----- ----- ----- ----- -----   10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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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 ----- ----- ----- ----- ----- -----    9     5
2 2 1 1 1 2   

5  3:1  1:3  2:3  3:1  3:1  3:1      
广西 ----- ----- ----- ----- ----- -----   10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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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地铁 ----- ----- ----- ----- ----- -----   11     1
2 2 2 2 1 2   

7  3:1  0:3  0:3  0:3  1:3  1:3   
TPE国泰女桌 ----- ----- ----- ----- ----- -----    7     6

2 1 1 1 1 1   

 场次号:20004   上海龙腾乒乓球俱乐部  --  新疆  2 : 3
  薛丝雨 --   麻赫男 3:1 (7,-9,8,7)
  王苹珠 --   张文静 0:3 (-9,-6,-7)
  王苹珠 --   李怡然 3:2 (9,5,-12,-7,9)
  蒯曼   麻赫男

  薛丝雨 --   张文静 0:3 (-7,-8,-4)
  陶静静 --   李怡然 0:3 (-6,-8,-5)

 场次号:20005   沈阳地铁  --  浙江物产中大柯桥中学  3 : 2
  陈思羽 --   孙雯蕾 3:1 (9,-7,7,3)
  李彦瑾 --   王澜睿 0:3 (-2,-3,-6)
  李彦瑾 --   孙雯蕾 1:3 (-9,9,-2,-8)
  美咲奈那   刘斯雨

  陈思羽 --   王澜睿 3:2 (-4,-6,8,4,10)
  美咲奈那 --   林思怡 3:1 (-9,6,11,10)

 场次号:20006   TPE国泰女桌  --  广西  1 : 3
  黃歆 --   刘馨尹 0:3 (-3,-8,-4)
  李恩綺 --   赵琳 0:3 (-5,-4,-5)
  邱嗣樺 --   刘靖轩 3:1 (-9,7,8,9)
  黃郁雯   李甜

  黃歆 --   赵琳 1:3 (8,-8,-3,-6)



 场次号:20028   沈阳地铁  --  上海龙腾乒乓球俱乐部  3 : 1
  陈思羽 --   陶静静 3:0 (5,4,5)
  李彦瑾 --   薛丝雨 2:3 (-2,9,6,-2,-11)
  李彦瑾 --   王苹珠 3:0 (5,6,9)
  美咲奈那   蒯曼

  陈思羽 --   薛丝雨 3:1 (5,8,-4,9)

 场次号:20029   TPE国泰女桌  --  浙江物产中大柯桥中学  0 : 3
  黃歆 --   孙雯蕾 2:3 (-9,-9,9,1,-8)
  邱嗣樺 --   王澜睿 0:3 (-6,-9,-6)
  邱嗣樺 --   孙雯蕾 0:3 (-5,-10,-8)
  黃郁雯   刘斯雨

 场次号:20030   广西  --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2 : 3
  赵琳 --   许诺 2:3 (6,-8,13,-9,-10)
  刘馨尹 --   商圆圆 3:2 (-8,5,-9,7,4)
  刘馨尹 --   单晓婧 2:3 (-2,2,12,-7,-12)
  李甜   许诺

  赵琳 --   商圆圆 3:0 (7,7,7)
  李甜 --   单晓婧 0:3 (-8,-9,-8)

 场次号:20052   TPE国泰女桌  --  沈阳地铁  1 : 3
  黃郁雯 --   陈思羽 1:3 (-7,-8,7,-4)
  李恩綺 --   李彦瑾 0:3 (-4,-6,-5)
  黃歆 --   谷军 3:0 (7,6,5)
  邱嗣樺   郭思佳

  黃郁雯 --   李彦瑾 0:3 (-7,-9,-3)

 场次号:20053   新疆  --  广西  1 : 3
  张文静 --   刘馨尹 3:2 (4,-4,5,-9,9)
  李怡然 --   赵琳 0:3 (-8,-7,-7)
  李怡然 --   刘靖轩 2:3 (6,-10,-9,10,-8)
  麻赫男   李甜

  张文静 --   赵琳 1:3 (-9,-3,7,-4)

 场次号:20054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  浙江物产中大柯桥中学  1 : 3
  许诺 --   孙雯蕾 3:1 (15,8,-5,4)
  单晓婧 --   王澜睿 2:3 (-8,5,-9,6,-10)
  商圆圆 --   孙雯蕾 2:3 (11,-9,-7,7,-9)
  单晓婧   刘斯雨

  许诺 --   王澜睿 0:3 (-11,-6,-12)



 场次号:20078   上海龙腾乒乓球俱乐部  --  TPE国泰女桌  1 : 3
  薛丝雨 --   邱嗣樺 3:2 (-6,-9,8,8,10)
  陶静静 --   黃歆 1:3 (-12,10,-6,-8)
  王苹珠 --   邱嗣樺 1:3 (-9,-8,10,-7)
  蒯曼   黃郁雯

  薛丝雨 --   黃歆 2:3 (-10,6,7,-3,-6)

 场次号:20079   沈阳地铁  --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3 : 2
  陈思羽 --   许诺 3:0 (11,6,2)
  李彦瑾 --   单晓婧 0:3 (-2,-6,-3)
  谷军 --   许诺 1:3 (7,-4,-6,-9)
  美咲奈那   商圆圆

  陈思羽 --   单晓婧 3:1 (1,-10,5,3)
  李彦瑾 --   商圆圆 3:0 (6,6,16)

 场次号:20080   新疆  --  浙江物产中大柯桥中学  3 : 1
  张文静 --   林思怡 3:2 (-9,-7,8,6,4)
  麻赫男 --   王澜睿 1:3 (6,-5,-9,-5)
  麻赫男 --   孙雯蕾 3:1 (9,-7,13,8)
  李怡然   刘斯雨

  张文静 --   王澜睿 3:0 (9,9,5)

 场次号:20104   上海龙腾乒乓球俱乐部  --  广西  1 : 3
  陶静静 --   刘馨尹 0:3 (-8,-11,-3)
  蒯曼 --   赵琳 0:3 (-2,-1,-6)
  薛丝雨 --   刘靖轩 3:2 (-9,10,-8,8,10)
  王苹珠   李甜

  陶静静 --   赵琳 0:3 (-7,-8,-10)

 场次号:20105   TPE国泰女桌  --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0 : 3
  黃歆 --   许诺 0:3 (-8,-5,-9)
  邱嗣樺 --   商圆圆 2:3 (-5,6,-10,12,-9)
  邱嗣樺 --   单晓婧 0:3 (-5,-9,-6)
  黃郁雯   许诺

 场次号:20106   沈阳地铁  --  新疆  3 : 2
  陈思羽 --   麻赫男 1:3 (-8,-8,10,-6)
  李彦瑾 --   张文静 3:2 (-4,7,4,-5,9)
  郭思佳 --   李怡然 0:3 (-4,-5,-5)
  美咲奈那   麻赫男

  陈思羽 --   张文静 3:1 (4,-8,9,3)
  李彦瑾 --   李怡然 3:0 (3,9,6)



 场次号:20116   上海龙腾乒乓球俱乐部  --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2 : 3
  陶静静 --   商圆圆 3:2 (-5,9,9,-9,8)
  薛丝雨 --   单晓婧 0:3 (-6,-10,-9)
  薛丝雨 --   商圆圆 3:2 (-6,8,-2,7,5)
  王苹珠   许诺

  陶静静 --   单晓婧 1:3 (-3,12,-8,-10)
  蒯曼 --   许诺 0:3 (-6,-9,-7)

 场次号:20117   浙江物产中大柯桥中学  --  广西  3 : 1
  王澜睿 --   刘馨尹 3:1 (7,3,-4,7)
  刘斯雨 --   赵琳 0:3 (-9,-2,-8)
  孙雯蕾 --   刘靖轩 3:2 (5,-13,-11,2,12)
  刘斯雨   李甜

  王澜睿 --   赵琳 3:0 (9,4,12)

 场次号:20118   TPE国泰女桌  --  新疆  0 : 3
  黃歆 --   麻赫男 1:3 (-5,-15,5,-5)
  黃郁雯 --   张文静 0:3 (-4,-4,-2)
  邱嗣樺 --   李怡然 2:3 (9,-15,9,-5,-8)
  黃郁雯   麻赫男

 场次号:20128   浙江物产中大柯桥中学  --  上海龙腾乒乓球俱乐部  3 : 1
  王澜睿 --   蒯曼 3:0 (8,3,4)
  林思怡 --   薛丝雨 2:3 (-8,7,-6,4,-9)
  孙雯蕾 --   蒯曼 3:1 (9,7,-9,10)
  刘斯雨   陶静静

  王澜睿 --   薛丝雨 3:2 (10,-5,-3,10,9)

 场次号:20129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  新疆  3 : 2
  许诺 --   张文静 1:3 (8,-11,-9,-9)
  商圆圆 --   李怡然 3:1 (-12,3,9,4)
  商圆圆 --   麻赫男 3:2 (-5,4,-13,8,12)
  单晓婧   张文静

  许诺 --   李怡然 2:3 (-6,4,12,-5,-12)
  单晓婧 --   麻赫男 3:1 (9,5,-3,8)

 场次号:20130   广西  --  沈阳地铁  3 : 1
  赵琳 --   美咲奈那 3:1 (-9,2,7,7)
  刘馨尹 --   郭思佳 3:1 (5,-9,13,9)
  刘靖轩 --   谷军 2:3 (-9,7,2,-9,-8)
  李甜   美咲奈那

  赵琳 --   郭思佳 3:0 (7,7,5)



C  组 1 2 3 4 5 6 7 积分 计算 名次

1  3:1  3:0  3:0  3:1  3:0  3:0   
重庆康德 ----- ----- ----- ----- ----- -----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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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 ----- ----- ----- ----- -----   10  2  2
1 2 2 1 2 2      

3  0:3  1:3  1:3  3:1  3:0  3:1   
北京首钢 ----- ----- ----- ----- ----- -----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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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队 ----- ----- ----- ----- ----- -----   10  1  3
1 1 2 2 2 2      

5  1:3  3:1  1:3  1:3  1:3  3:1      
山东胜利东胜 ----- ----- ----- ----- ----- -----    8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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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乒协实验学校二队 ----- ----- ----- ----- ----- -----    8  2  5
1 1 1 1 2 2      

7  0:3  0:3  1:3  1:3  1:3  0:3   
香港乒乓球队 ----- ----- ----- ----- ----- -----    6     7

1 1 1 1 1 1   

 场次号:20007   天津队  --  重庆康德  0 : 3
  穆静毓 --   杨飞飞 1:3 (-9,10,-8,-6)
  苏慧音 --   孙颖莎 0:3 (-7,-6,-7)
  刘炜珊 --   马越斐 1:3 (10,-7,-5,-7)
  苏慧音   杨飞飞

 场次号:20008   中国乒协实验学校二队  --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1 : 3
  李现心 --   刘娅琳 3:0 (8,10,7)
  施晓雨 --   聂维 1:3 (-6,-11,5,-11)
  李恩慧 --   杨艳梅 2:3 (-9,-14,8,6,-5)
  施晓雨   刘娅琳

  李现心 --   聂维 0:3 (-4,-1,-5)

 场次号:20009   山东胜利东胜  --  香港乒乓球队  3 : 1
  孙艺祯 --   劉麒 3:0 (8,17,10)
  孙晓彤 --   麥子詠 0:3 (-6,-6,-7)
  王晓彤 --   王重云 3:2 (10,-8,5,-10,9)
  姜安祺   劉麒

  孙艺祯 --   麥子詠 3:2 (-8,-8,3,4,3)



 场次号:20031   中国乒协实验学校二队  --  重庆康德  0 : 3
  李现心 --   郑银朱 2:3 (-5,7,8,-12,-4)
  李恩慧 --   孙颖莎 1:3 (-5,7,-5,-7)
  施晓雨 --   马越斐 0:3 (-5,-7,-8)
  李恩慧   杨飞飞

 场次号:20032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  香港乒乓球队  3 : 0
  聂维 --   劉麒 3:0 (4,5,1)
  杨艳梅 --   麥子詠 3:0 (11,6,5)
  杨艳梅 --   王重云 3:1 (5,-8,6,4)
  刘娅琳   劉麒

 场次号:20033   北京首钢  --  山东胜利东胜  3 : 1
  张钊 --   王晓彤 3:1 (7,9,-7,5)
  孙晨 --   孙艺祯 3:1 (8,-4,7,11)
  郭雨涵 --   王晓彤 1:3 (-7,-8,7,-8)
  李雯茜   姜安祺

  张钊 --   孙艺祯 3:2 (-9,9,11,-8,9)

 场次号:20055   香港乒乓球队  --  中国乒协实验学校二队  0 : 3
  麥子詠 --   施晓雨 1:3 (-5,-6,8,-8)
  王重云 --   李恩慧 0:3 (-4,-5,-12)
  王重云 --   李现心 0:3 (-5,-9,-9)
  劉麒   施晓雨

 场次号:20056   天津队  --  山东胜利东胜  3 : 1
  穆静毓 --   孙晓彤 3:0 (10,7,6)
  刘炜珊 --   王晓彤 3:0 (5,9,4)
  刘炜珊 --   姜安祺 2:3 (8,-7,9,-3,-7)
  苏慧音   孙艺祯

  穆静毓 --   王晓彤 3:1 (5,7,-9,7)

 场次号:20057   北京首钢  --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1 : 3
  郭雨涵 --   杨艳梅 3:0 (11,10,5)
  孙晨 --   聂维 2:3 (-5,7,8,-6,-4)
  徐子崴 --   杨艳梅 2:3 (-7,9,-7,4,-4)
  李雯茜   刘娅琳

  郭雨涵 --   聂维 1:3 (-12,-5,7,-11)

 场次号:20081   香港乒乓球队  --  重庆康德  0 : 3
  麥子詠 --   郑银朱 0:3 (-2,-2,-2)
  王重云 --   孙颖莎 0:3 (-3,-7,-5)
  劉麒 --   马越斐 2:3 (-10,-4,10,8,-9)
  王重云   杨飞飞



 场次号:20082   中国乒协实验学校二队  --  北京首钢  0 : 3
  李恩慧 --   张钊 2:3 (-5,-10,8,9,-5)
  施晓雨 --   孙晨 0:3 (-6,-8,-7)
  施晓雨 --   徐子崴 1:3 (-7,1,-6,-9)
  李现心   李雯茜

 场次号:20083   天津队  --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1 : 3
  穆静毓 --   杨扬 3:2 (6,-10,-8,11,9)
  刘炜珊 --   聂维 1:3 (9,-10,-2,-9)
  刘炜珊 --   杨艳梅 1:3 (-6,5,-10,-3)
  苏慧音   刘娅琳

  穆静毓 --   聂维 0:3 (-7,-4,-7)

 场次号:20107   山东胜利东胜  --  重庆康德  1 : 3
  孙艺祯 --   郑银朱 1:3 (9,-10,-9,-10)
  姜安祺 --   孙颖莎 0:3 (-2,-3,-6)
  王晓彤 --   马越斐 3:0 (4,9,3)
  姜安祺   杨飞飞

  孙艺祯 --   孙颖莎 1:3 (-5,-4,7,-6)

 场次号:20108   香港乒乓球队  --  北京首钢  1 : 3
  麥子詠 --   张钊 1:3 (9,-5,-6,-7)
  劉麒 --   郭雨涵 0:3 (-7,-2,-7)
  王重云 --   徐子崴 3:1 (-11,9,6,9)
  劉麒   李雯茜

  麥子詠 --   郭雨涵 2:3 (-5,-5,9,8,-9)

 场次号:20109   中国乒协实验学校二队  --  天津队  1 : 3
  李恩慧 --   刘炜珊 0:3 (-4,-4,-7)
  李现心 --   穆静毓 1:3 (6,-5,-8,-4)
  李现心 --   刘炜珊 3:0 (6,6,8)
  施晓雨   苏慧音

  李恩慧 --   穆静毓 1:3 (-6,-7,8,-13)

 场次号:20119   重庆康德  --  北京首钢  3 : 0
  孙颖莎 --   郭雨涵 3:1 (6,-9,9,8)
  杨飞飞 --   孙晨 3:1 (11,-7,5,7)
  马越斐 --   徐子崴 3:0 (8,6,10)
  郑银朱   李雯茜

 场次号:20120   山东胜利东胜  --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3 : 1
  孙艺祯 --   李清韵 3:0 (7,6,7)
  王晓彤 --   杨扬 1:3 (-8,5,-7,-7)
  王晓彤 --   聂维 3:1 (7,7,-8,8)
  姜安祺   刘娅琳

  孙艺祯 --   杨扬 3:0 (9,9,5)



 场次号:20121   天津队  --  香港乒乓球队  3 : 1
  刘炜珊 --   劉麒 3:0 (8,2,6)
  齐菲 --   麥子詠 2:3 (-6,5,14,-6,-4)
  穆静毓 --   劉麒 3:0 (6,8,9)
  苏慧音   王重云

  刘炜珊 --   麥子詠 3:0 (8,7,6)

 场次号:20131   重庆康德  --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3 : 1
  孙颖莎 --   杨扬 3:0 (8,8,8)
  郑银朱 --   聂维 1:3 (-12,6,-5,-8)
  郑银朱 --   杨艳梅 3:1 (10,-4,7,11)
  马越斐   刘娅琳

  孙颖莎 --   聂维 3:2 (-8,5,-9,8,7)

 场次号:20132   天津队  --  北京首钢  3 : 1
  刘炜珊 --   郭雨涵 1:3 (5,-7,-8,-2)
  穆静毓 --   孙晨 3:1 (7,-8,8,10)
  苏慧音 --   徐子崴 3:2 (11,-11,6,-8,7)
  齐菲   李雯茜

  刘炜珊 --   孙晨 3:1 (8,9,-8,7)

 场次号:20133   山东胜利东胜  --  中国乒协实验学校二队  1 : 3
  孙艺祯 --   李恩慧 3:1 (-8,4,9,12)
  王晓彤 --   李现心 0:3 (-9,-7,-3)
  姜安祺 --   施晓雨 0:3 (-6,-7,-11)
  王晓彤   李恩慧

  孙艺祯 --   李现心 2:3 (-5,4,8,-7,-9)



D  组 1 2 3 4 5 6 7 积分 计算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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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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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大学-海昌俱乐部 ----- ----- ----- ----- ----- -----   12     1
2 2 2 2 2 2   

3  3:1  0:3  3:2  1:3  0:3  3:0   
中国乒协实验学校一队 ----- ----- ----- ----- ----- -----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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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队 ----- ----- ----- ----- ----- -----    8  1  6
1 1 1 2 1 2      

5  3:2  1:3  3:1  1:3  3:0  3:1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 ----- ----- ----- -----   1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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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 ----- ----- ----- ----- ----- -----   10  1  3
2 1 2 2 1 2      

7  1:3  2:3  0:3  0:3  1:3  0:3   
埃及 ----- ----- ----- ----- ----- -----    6     7

1 1 1 1 1 1   

 场次号:20010   八一队  --  辽宁队  3 : 2
  黄凡真 --   钟誉竹 3:0 (6,8,10)
  李若楠 --   何艾格 1:3 (8,-6,-4,-9)
  程诚 --   王宁萱 0:3 (-11,-8,-5)
  李若楠   钟誉竹

  黄凡真 --   何艾格 3:0 (8,10,4)
  程诚 --   王宁萱 3:2 (5,7,-6,-8,5)

 场次号:20011   贵阳  --  大连大学-海昌俱乐部  1 : 3
  肖萌 --   李美景 1:3 (6,-8,-8,-9)
  金旦秘 --   李明顺 2:3 (5,-5,-7,8,-11)
  牛洋 --   李美景 3:1 (7,-7,4,8)
  侯琳   吕婷婷

  肖萌 --   李明顺 1:3 (9,-8,-9,-10)

 场次号:20012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埃及)  3 : 1
  祁奋捷 --   阿依达 3:0 (3,5,4)
  魏闻声 --   迪娜 3:1 (-8,4,5,9)
  魏闻声 --   阿依达 0:3 (-8,-7,-12)
  陈诗婷   里姆

  祁奋捷 --   迪娜 3:1 (-9,3,4,6)



 场次号:20034   贵阳  --  八一队  3 : 2
  金旦秘 --   李若楠 2:3 (9,9,-11,-5,-9)
  肖萌 --   黄凡真 3:2 (8,-6,-10,9,14)
  牛洋 --   林嘉琪 3:0 (9,5,9)
  侯琳   李若楠

  金旦秘 --   黄凡真 1:3 (-6,-4,10,-8)
  牛洋 --   程诚 3:0 (8,8,2)

 场次号:20035   (埃及)  --  大连大学-海昌俱乐部  2 : 3
  迪娜 --   蒋慧 3:2 (9,10,-6,-10,5)
  里姆 --   李明顺 0:3 (-1,-2,-7)
  里姆 --   蒋慧 3:0 (6,7,4)
  阿依达   樊杨舟

  迪娜 --   李明顺 0:3 (-6,-11,-10)
  阿依达 --   李美景 1:3 (-4,-9,9,-6)

 场次号:20036   中国乒协实验学校一队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1 : 3
  车孝心 --   陈诗婷 3:1 (7,-10,6,5)
  金南海 --   魏闻声 0:3 (-6,-9,-6)
  刘杨子 --   陈诗婷 1:3 (-5,-4,9,-8)
  刘文婧   黄文倩

  车孝心 --   魏闻声 2:3 (12,12,-8,-6,-3)

 场次号:20058   贵阳  --  (埃及)  3 : 0
  金旦秘 --   玛丽雅姆 3:0 (1,3,1)
  侯琳 --   迪娜 3:1 (-11,10,6,3)
  牛洋 --   阿依达 3:1 (8,-7,5,9)
  侯琳   里姆

 场次号:20059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辽宁队  1 : 3
  祁奋捷 --   王宁萱 3:0 (7,4,12)
  魏闻声 --   何艾格 1:3 (-9,8,-9,-6)
  陈诗婷 --   王宁萱 1:3 (-8,-9,8,-5)
  魏闻声   钟誉竹

  祁奋捷 --   何艾格 1:3 (-6,-8,8,-9)

 场次号:20060   大连大学-海昌俱乐部  --  中国乒协实验学校一队  3 : 0
  李明顺 --   金南海 3:0 (12,3,2)
  李美景 --   车孝心 3:1 (8,7,-5,10)
  蒋慧 --   曹向向 3:1 (-8,3,7,5)
  吕婷婷   刘杨子



 场次号:20084   八一队  --  (埃及)  3 : 1
  黄凡真 --   阿依达 3:0 (9,7,4)
  李若楠 --   迪娜 2:3 (4,-10,-9,10,-8)
  林嘉琪 --   阿依达 3:0 (9,7,4)
  程诚   里姆

  黄凡真 --   迪娜 3:1 (3,-7,13,8)

 场次号:20085   贵阳  --  中国乒协实验学校一队  3 : 0
  肖萌 --   金南海 3:1 (8,-9,3,9)
  金旦秘 --   车孝心 3:1 (-4,5,10,9)
  牛洋 --   金南海 3:1 (7,6,-8,8)
  侯琳   刘杨子

 场次号:20086   辽宁队  --  大连大学-海昌俱乐部  0 : 3
  何艾格 --   李美景 2:3 (3,-10,-9,6,-8)
  钟誉竹 --   李明顺 0:3 (-7,-4,-2)
  王宁萱 --   蒋慧 0:3 (-5,-6,-7)
  钟誉竹   吕婷婷

 场次号:20110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八一队  3 : 2
  魏闻声 --   李若楠 3:0 (6,9,9)
  祁奋捷 --   黄凡真 2:3 (7,3,-11,-8,-6)
  陈诗婷 --   林嘉琪 3:2 (8,-11,-10,8,8)
  黄文倩   程诚

  魏闻声 --   黄凡真 1:3 (-11,9,-6,-9)
  祁奋捷 --   程诚 3:0 (7,9,7)

 场次号:20111   (埃及)  --  中国乒协实验学校一队  0 : 3
  迪娜 --   金南海 1:3 (-4,-4,3,-6)
  里姆 --   车孝心 0:3 (-5,-5,-3)
  玛丽雅姆 --   金南海 0:3 (-5,-8,-5)
  里姆   刘杨子

 场次号:20112   贵阳  --  辽宁队  3 : 2
  肖萌 --   钟誉竹 3:1 (-9,6,6,8)
  金旦秘 --   何艾格 1:3 (-4,-9,6,-12)
  牛洋 --   王宁萱 3:2 (8,-10,-7,13,5)
  侯琳   钟誉竹

  肖萌 --   何艾格 2:3 (-9,4,-7,8,-7)
  牛洋 --   王宁萱 3:1 (9,-10,2,14)



 场次号:20122   中国乒协实验学校一队  --  八一队  3 : 1
  车孝心 --   李若楠 3:2 (-8,9,-11,1,2)
  金南海 --   黄凡真 0:3 (-10,-6,-8)
  金南海 --   林嘉琪 3:0 (8,5,8)
  刘杨子   程诚

  车孝心 --   黄凡真 3:2 (-9,-8,9,8,7)

 场次号:20123   大连大学-海昌俱乐部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3 : 1
  李美景 --   黄文倩 3:1 (7,9,-9,8)
  李明顺 --   祁奋捷 1:3 (-8,-6,7,-5)
  蒋慧 --   黄文倩 3:0 (9,7,4)
  吕婷婷   陈诗婷

  李美景 --   祁奋捷 3:0 (9,7,10)

 场次号:20124   辽宁队  --  (埃及)  3 : 0
  何艾格 --   阿依达 3:0 (8,6,4)
  钟誉竹 --   迪娜 3:2 (-4,8,10,-7,11)
  王宁萱 --   阿依达 3:0 (8,8,10)
  钟誉竹   里姆

 场次号:20134   八一队  --  大连大学-海昌俱乐部  0 : 3
  黄凡真 --   李美景 0:3 (-7,-5,-10)
  李若楠 --   李明顺 0:3 (-1,-8,-6)
  程诚 --   蒋慧 0:3 (-2,-8,-6)
  王嘉彤   吕婷婷

 场次号:20135   中国乒协实验学校一队  --  辽宁队  3 : 2
  车孝心 --   王宁萱 1:3 (3,-4,-7,-6)
  金南海 --   何艾格 2:3 (-9,7,9,-10,-10)
  金南海 --   钟誉竹 3:2 (9,-6,-7,7,8)
  刘杨子   王宁萱

  车孝心 --   何艾格 3:1 (8,-6,8,6)
  曹向向 --   钟誉竹 3:1 (-12,11,9,7)

 场次号:20136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贵阳  3 : 0
  祁奋捷 --   侯琳 3:1 (3,-7,9,5)
  魏闻声 --   肖萌 3:2 (7,-7,10,-7,11)
  黄文倩 --   牛洋 3:1 (-9,5,4,8)
  陈诗婷   侯琳



女子团体第二阶段A组（1-12名）

1. 衢州扬舟体育
  1

2. 轮空

 
 4  1  3:0

3. 天津队
 

4. 浙江物产中大柯桥中学
3 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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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3 5 1

6  5  3:0

6.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7. 轮空
 5 8  3:0

 

8. 大连大学-海昌俱乐部
 8

      

9. 沈阳地铁
      

  9

10. 轮空

 
 11  9  3:2

11. 山东鲁能队
 

12.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12 11  3:2

12 14 9

13. 陕西三八妇乐
 13  3:2  11  3:2  16  3:0

13  14  3:1

14. 贵阳

 
 

15. 轮空
 14 16  3:0

 

16. 重庆康德
 16



 Matchnum:20013   浙江物产中大柯桥中学  --  天津队  3 :1
  王澜睿 --   刘炜珊 3:0 (8,6,7)
  林思怡 --   穆静毓 2:3 (9,-5,8,-6,-9)
  孙雯蕾 --   苏慧音 3:1 (7,3,-6,9)
  刘斯雨 齐菲

  王澜睿 --   穆静毓 3:1 (6,9,-7,10)
 Matchnum:20014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0 :3
  单晓婧 --   杨扬 2:3 (9,-7,-11,8,-9)
  商圆圆 --   聂维 0:3 (-5,-9,-8)
  许诺 --   杨艳梅 1:3 (10,-8,-7,-6)
  商圆圆 刘娅琳

 Matchnum:20015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山东鲁能队  2 :3
  祁奋捷 --   马菀含 3:0 (10,9,9)
  黄文倩 --   朱家希 1:3 (9,-6,-10,-5)
  黄文倩 --   张梦瑶 1:3 (4,-11,-10,-5)
  陈诗婷 王畅

  祁奋捷 --   朱家希 3:2 (-10,6,9,-7,8)
  陈诗婷 --   张梦瑶 1:3 (5,-14,-11,-8)
 Matchnum:20016   贵阳  --  陕西三八妇乐  3 :1
  肖萌 --   孙嘉艺 3:1 (8,6,-6,11)
  牛洋 --   钱天一 2:3 (-6,9,-7,3,-6)
  牛洋 --   王璇 3:1 (8,8,-8,9)
  侯琳 崔雪聪

  肖萌 --   钱天一 3:2 (-8,8,-5,8,9)
 Matchnum:20037   衢州扬舟体育  --  浙江物产中大柯桥中学  3 :0
  金颂一 --   林思怡 3:0 (9,8,6)
  邹阳 --   王澜睿 3:2 (-5,7,7,-8,9)
  邹阳 --   孙雯蕾 3:1 (5,-5,4,6)
  金慧星 刘斯雨

 Matchnum:20038   大连大学-海昌俱乐部  --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3 :0
  李明顺 --   刘娅琳 3:0 (9,10,4)
  李美景 --   聂维 3:0 (9,7,9)
  蒋慧 --   李清韵 3:0 (9,3,6)
  吕婷婷 刘娅琳

 Matchnum:20039   沈阳地铁  --  山东鲁能队  3 :2
  陈思羽 --   张梦瑶 3:2 (8,8,-9,-15,5)
  李彦瑾 --   朱家希 2:3 (-8,8,7,-6,-9)
  谷军 --   张梦瑶 1:3 (3,-8,-6,-7)
  美咲奈那 王畅

  陈思羽 --   朱家希 3:1 (-5,6,4,9)
  李彦瑾 --   马菀含 3:1 (3,7,-6,10)



 Matchnum:20040   贵阳  --  重庆康德  0 :3
  肖萌 --   郑银朱 0:3 (-3,-7,-8)
  牛洋 --   孙颖莎 0:3 (-5,-7,-7)
  牛洋 --   马越斐 1:3 (-10,-8,8,-5)
  侯琳 郑银朱

 Matchnum:20061   衢州扬舟体育  --  大连大学-海昌俱乐部  0 :3
  金颂一 --   李美景 0:3 (-6,-8,-3)
  祁蓉 --   李明顺 1:3 (-6,7,-10,-1)
  邹阳 --   蒋慧 1:3 (10,-9,-6,-8)
  金慧星 吕婷婷

 Matchnum:20062   重庆康德  --  沈阳地铁  3 :0
  孙颖莎 --   李彦瑾 3:0 (5,7,8)
  杨飞飞 --   陈思羽 3:1 (9,-7,6,9)
  马越斐 --   谷军 3:0 (3,7,7)
  郑银朱 美咲奈那

 Matchnum:20063   浙江物产中大柯桥中学  --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3 :0
  王澜睿 --   李清韵 3:0 (11,8,0)
  林思怡 --   刘娅琳 3:1 (2,-5,3,6)
  孙雯蕾 --   杨艳梅 3:0 (0,0,0)
  刘斯雨 杨扬

 （ 杨艳梅因伤无法上场比赛）

 Matchnum:20064   山东鲁能队  --  贵阳  3 :2
  朱家希 --   牛洋 3:1 (9,4,-9,9)
  王畅 --   肖萌 3:1 (9,-8,6,5)
  张梦瑶 --   牛洋 2:3 (-8,8,-6,6,-8)
  王畅 侯琳

  朱家希 --   肖萌 1:3 (-4,8,-4,-7)
  马菀含 --   侯琳 3:2 (-6,-8,7,3,6)
 Matchnum:20065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  天津队  3 :1
  商圆圆 --   齐菲 3:0 (7,8,6)
  单晓婧 --   苏慧音 0:3 (-12,-9,-3)
  许诺 --   穆静毓 3:2 (-7,5,-7,7,7)
  单晓婧 刘炜珊

  商圆圆 --   苏慧音 3:1 (9,-6,11,18)
 Matchnum:20066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陕西三八妇乐  2 :3
  祁奋捷 --   孙嘉艺 3:2 (-6,-8,5,5,6)
  陈诗婷 --   钱天一 0:3 (-5,-8,-10)
  黄文倩 --   孙嘉艺 2:3 (-8,8,7,-6,-9)
  陈诗婷 周昕怡

  祁奋捷 --   钱天一 3:1 (-8,12,7,12)
  黄文倩 --   崔雪聪 1:3 (-7,-7,6,-9)



女子团体第二阶段B组（13-28名）

1. 中国乒协实验学校一队
2 1  3:0

2. 成都娇子
2  3  3:1 4  1  3:2

3. TPE国泰女桌

4. 中国乒协实验学校二队

3 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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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新疆
7 3 4 1

5 6  3:2

6. 山东胜利东胜
  

7. 埃及
7 5  3:0 8 6  3:1

8. TPE国泰人寿
7 8  3:2

        

9. 北京首钢
        

10 9  3:0

10. 上海龙腾乒乓球俱乐部
10  12  3:2 11  9  3:0

11. 辽宁队

12. 四川劲力先锋
12 11  3:1

15 12  13 9

13. 八一队
 10  3:1  14  3:1  11  3:0  16  3:1

14 13  3:0

14. 河北队
  

15. 香港乒乓球队
15 14  3:1 13 16  3:1

16. 广西
15 16  3:0



 Matchnum:20017   成都娇子  --  中国乒协实验学校一队  0 :3

  李戎迪 --  金南海 0:3 (-9,-7,-5)

  蔡育勤 --  车孝心 1:3 (-8,9,-1,-10)

  蔡育勤 --  金南海 0:3 (-6,-6,-8)

  方思涵 刘杨子

 Matchnum:20018   TPE国泰女桌  --  中国乒协实验学校二队  0 :3

  黃歆 --  施晓雨 2:3 (7,-4,-8,1,-9)

  邱嗣樺 --  李现心 1:3 (-6,-3,7,-9)

  黃郁雯 --  李恩慧 2:3 (-8,9,-9,8,-11)

  邱嗣樺 施晓雨

 Matchnum:20019   山东胜利东胜  --  新疆  3 :2

  孙艺祯 --  李怡然 3:1 (5,-7,10,10)

  孙晓彤 --  张文静 0:3 (-10,-7,-5)

  王晓彤 --  李怡然 1:3 (6,-7,-3,-9)

  姜安祺 麻赫男

  孙艺祯 --  张文静 3:2 (-8,13,-9,8,8)

  王晓彤 --  麻赫男 3:0 (9,9,9)

 Matchnum:20020   (埃及)  --  TPE国泰人寿  2 :3

  迪娜 --  李昱諄 3:0 (4,8,11)

  阿依达 --  鄭先知 1:3 (-5,-9,7,-4)

  里姆 --  劉昱昕 2:3 (8,8,-8,-9,-3)

  阿依达 李昱諄

  迪娜 --  鄭先知 3:1 (-9,8,10,8)

  里姆 --  林佳慧 1:3 (15,-6,-6,-8)

 Matchnum:20021   上海龙腾乒乓球俱乐部  --  北京首钢  0 :3

  薛丝雨 --  张钊 0:3 (-7,-9,-8)

  陶静静 --  郭雨涵 1:3 (-6,3,-9,-2)

  陶静静 --  徐子崴 1:3 (-8,8,-12,-10)

  蒯曼 孙晨

 Matchnum:20022   辽宁队  --  四川劲力先锋  3 :1

  何艾格 --  郭琳 3:1 (5,-13,8,9)

  王宁萱 --  袁媛 1:3 (-4,8,-3,-3)

  钟誉竹 --  郭琳 3:0 (5,7,5)

  王宁萱 杨晶旭

  何艾格 --  袁媛 3:1 (7,-6,3,6)



 Matchnum:20023   河北队  --  八一队  0 :3

  臧小桐 --  程诚 2:3 (-10,-5,7,7,-8)

  王聪聪 --  黄凡真 0:3 (-7,-4,-9)

  高宇慧 --  李若楠 0:3 (-10,-2,-11)

  王聪聪 林嘉琪

 Matchnum:20024   广西  --  香港乒乓球队  3 :0

  赵琳 --  王重云 3:0 (8,7,6)

  刘馨尹 --  麥子詠 3:2 (11,-7,-6,6,8)

  刘靖轩 --  王重云 3:0 (2,8,7)

  李甜 劉麒

 Matchnum:20041   中国乒协实验学校一队  --  中国乒协实验学校二队  3 :2

  车孝心 --  李现心 3:1 (-9,11,8,9)

  金南海 --  李恩慧 3:0 (6,5,3)

  金南海 --  李现心 0:3 (-5,-9,-6)

  刘杨子 施晓雨

  车孝心 --  李恩慧 1:3 (-2,11,-4,-5)

  曹向向 --  施晓雨 3:1 (7,7,-8,9)

 Matchnum:20042   TPE国泰人寿  --  山东胜利东胜  1 :3

  林佳慧 --  王晓彤 2:3 (-3,7,-3,5,-4)

  鄭先知 --  孙艺祯 1:3 (-4,9,-9,-8)

  鄭先知 --  王晓彤 3:0 (7,10,6)

 劉昱昕 姜安祺

  林佳慧 --  孙艺祯 0:3 (-4,-9,-7)

 Matchnum:20043   北京首钢  --  辽宁队  3 :0

  张钊 --  钟誉竹 3:1 (7,3,-7,4)

  郭雨涵 --  何艾格 3:1 (8,7,-8,8)

  徐子崴 --  王宁萱 3:1 (10,-8,9,2)

  李雯茜 钟誉竹

 Matchnum:20044   广西  --  八一队  3 :1

  赵琳 --  林嘉琪 3:0 (2,4,7)

  刘馨尹 --  黄凡真 2:3 (-4,9,8,-9,-10)

  刘靖轩 --  李若楠 3:0 (9,7,9)

  李甜 林嘉琪

  赵琳 --  黄凡真 3:0 (3,8,9)

 Matchnum:20045   成都娇子  --  TPE国泰女桌  1 :3

  李戎迪 --  李恩綺 3:1 (6,10,-9,5)

  方思涵 --  邱嗣樺 2:3 (-8,8,7,-5,-8)

  方思涵 --  黃歆 0:3 (-6,-7,-8)

  蔡育勤 黃郁雯

  李戎迪 --  邱嗣樺 0:3 (-8,-4,-5)



 Matchnum:20046   (埃及)  --  新疆  0 :3

  迪娜 --  麻赫男 1:3 (11,-12,-12,-7)

  玛丽雅姆 --  张文静 0:3 (-5,-4,-6)

  阿依达 --  麻赫男 1:3 (-9,-3,5,-3)

  里姆 李怡然

 Matchnum:20047   上海龙腾乒乓球俱乐部  --  四川劲力先锋  2 :3

  薛丝雨 --  郭琳 3:1 (11,-7,11,5)

  陶静静 --  袁媛 3:2 (-4,-11,2,13,9)

  陶静静 --  杨晶旭 0:3 (-7,-7,-10)

  蒯曼 郭琳

  薛丝雨 --  袁媛 0:3 (-7,-7,-8)

  蒯曼 --  杨晶旭 1:3 (6,-5,-7,-8)

 Matchnum:20048   香港乒乓球队  --  河北队  1 :3

  王重云 --  王聪聪 0:3 (-11,-1,-5)

  麥子詠 --  臧小桐 1:3 (-9,-8,8,-7)

  麥子詠 --  高宇慧 3:0 (10,5,12)

  劉麒 王聪聪

  王重云 --  臧小桐 1:3 (-5,-3,9,-6)

 Matchnum:20067   山东胜利东胜  --  中国乒协实验学校一队  3 :1

  王晓彤 --  金南海 3:2 (-9,-6,4,9,9)

  孙艺祯 --  刘杨子 3:1 (-5,7,7,7)

  孙艺祯 --  金南海 2:3 (-7,-9,9,6,-4)

  姜安祺 车孝心

  王晓彤 --  刘杨子 3:1 (5,-8,9,5)

 Matchnum:20068   广西  --  北京首钢  3 :1

  赵琳 --  张钊 3:1 (-9,5,6,8)

  刘馨尹 --  孙晨 1:3 (-10,-10,6,-7)

  刘靖轩 --  李雯茜 3:0 (9,8,1)

李甜 徐子崴

  赵琳 --  孙晨 3:2 (-9,4,8,-9,9)

 Matchnum:20069   TPE国泰人寿  --  中国乒协实验学校二队  3 :1

  鄭先知 --  施晓雨 3:2 (8,-9,6,-3,7)

  劉昱昕 --  李现心 2:3 (5,-8,7,-4,-5)

  劉昱昕 --  李恩慧 3:2 (10,-5,9,-12,1)

  李昱諄 施晓雨

  鄭先知 --  李现心 3:0 (6,4,7)



 Matchnum:20070   八一队  --  辽宁队  0 :3

  林嘉琪 --  王宁萱 0:3 (-6,-9,-6)

  李若楠 --  何艾格 0:3 (-1,-6,-9)

  黄凡真 --  王宁萱 0:3 (-9,-6,-6)

  程诚 钟誉竹

 Matchnum:20071   新疆  --  TPE国泰女桌  3 :0

  张文静 --  黃歆 3:2 (8,-7,-9,7,7)

  麻赫男 --  李恩綺 3:1 (5,-7,8,3)

  李怡然 --  黃郁雯 3:0 (3,6,6)

  麻赫男 邱嗣樺

 Matchnum:20072   四川劲力先锋  --  河北队  1 :3

  袁媛 --  王聪聪 0:3 (-10,-5,-9)

  郭琳 --  臧小桐 1:3 (4,-3,-10,-11)

  郭琳 --  高宇慧 3:0 (13,7,11)

  杨晶旭 王聪聪

  袁媛 --  臧小桐 2:3 (6,3,-6,-11,-9)

 Matchnum:20073   成都娇子  --  (埃及)  3 :0

  李戎迪 --  玛丽雅姆 3:1 (4,-10,6,3)

  蔡育勤 --  迪娜 3:1 (6,-8,6,9)

  蔡育勤 --  里姆 3:1 (8,3,-9,5)

  方思涵 阿依达

 Matchnum:20074   香港乒乓球队  --  上海龙腾乒乓球俱乐部  1 :3

  劉麒 --  陶静静 2:3 (-3,5,-8,7,-10)

  麥子詠 --  薛丝雨 0:3 (-1,-6,-3)

  王重云 --  蒯曼 3:0 (4,7,7)

  麥子詠 陶静静

  劉麒 --  薛丝雨 0:3 (-6,-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