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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团体 女子团体

第1名 中乒院上培中心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一队

第2名 江苏中利科技集团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一队

第3名 辽宁队 济南宗盛乒乓球俱乐部

第4名 廊坊赛福特俱乐部 浙江广域浙大

第5名 福建厦门队 上海体校曹燕华

第6名 浙江广域浙大 北京首钢二队

第7名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二队

第8名 重庆市乒乓球队 浙江物产中大

第9名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河北

第10名 上海龙腾俱乐部 武汉宏大队

第11名 河南亿诚搏冠 福建队

第12名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第13名 安徽队 华南理工大学

第14名 广东二沙深圳一队 正定实验（万浦）一队

第15名 黑龙江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第16名 福建队 辽宁队

第17名 北京华夏银行二队 长春地铁

第18名 河北一队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第19名 北京华夏银行一队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二队

第20名 广东二沙深圳三队 北京首钢一队

第21名 河南范县 上海龙腾俱乐部

第22名 河南旭龙 黑龙江二队

第23名 广东二沙深圳四队 重庆市乒乓球队

第24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黑龙江一队

第25名 八一队 正定实验（正华）二队

第26名 四川长虹佑康 天津队

第27名 浙江物产中大 八一队

第28名 广东二沙深圳二队 山东淄博

第29名 湖北队 山东胜利东胜

第30名 山东胜利东胜 山东鲁能队

第31名 河北二队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第32名 青城山都江堰 河南旭龙

2016年“玉泉杯”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C比赛（第二站·济南赛区）

最终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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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组 B组

第1名 中乒院上培中心 江苏中利科技集团

第2名 辽宁队 廊坊赛福特俱乐部

第3名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福建厦门队

第4名 河南亿诚搏冠 上海龙腾俱乐部

第5名 浙江广域浙大 安徽队

第6名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重庆市乒乓球队

第7名 福建队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第8名 广东二沙深圳一队 黑龙江

第9名 四川长虹佑康 广东二沙深圳三队

第10名 河南范县 湖北队

第11名 广东二沙深圳二队 河北一队

第12名 北京华夏银行二队 青城山都江堰

第13名 河南旭龙 八一队

第14名 北京华夏银行一队 山东胜利东胜

第15名 浙江物产中大 河北二队

第16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广东二沙深圳四队

A组 B组

第1名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一队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一队

第2名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二 浙江广域浙大

第3名 武汉宏大队 上海体校曹燕华

第4名 济南宗盛乒乓球俱乐部 福建队

第5名 华南理工大学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第6名 浙江物产中大 北京首钢二队

第7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正定实验（万浦）一队

第8名 辽宁队 河北

第9名 黑龙江二队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二队

第10名 重庆市乒乓球队 上海龙腾俱乐部

第11名 长春地铁 正定实验（正华）二队

第12名 八一队 山东鲁能队

第13名 山东胜利东胜 北京首钢一队

第14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天津队

第15名 黑龙江一队 河南旭龙

第16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山东淄博

第一次淘汰附加赛成绩公布

男子团体

女子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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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团体 女子团体

第1名 江苏中利科技集团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一队

第2名 中乒院上培中心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一队

第3名 辽宁队 济南宗盛乒乓球俱乐部

第4名 廊坊赛福特俱乐部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二

第5名 福建厦门队 浙江广域浙大

第6名 上海龙腾俱乐部 上海体校曹燕华

第7名 河南亿诚搏冠 福建队

第8名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第9名 浙江广域浙大 华南理工大学

第10名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浙江物产中大

第11名 安徽队 北京首钢二队

第12名 重庆市乒乓球队 正定实验（万浦）一队

第13名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河北

第14名 广东二沙深圳一队 武汉宏大队

第15名 黑龙江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第16名 福建队 辽宁队

第17名 八一队 长春地铁

第18名 北京华夏银行二队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第19名 河北一队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二队

第20名 四川长虹佑康 山东胜利东胜

第21名 北京华夏银行一队 北京首钢一队

第22名 广东二沙深圳三队 上海龙腾俱乐部

第23名 河南范县 黑龙江二队

第24名 浙江物产中大 重庆市乒乓球队

第25名 湖北队 正定实验（正华）二队

第26名 河南旭龙 天津队

第27名 山东胜利东胜 山东鲁能队

第28名 河北二队 八一队

第29名 广东二沙深圳四队 黑龙江一队

第30名 广东二沙深圳二队 山东淄博

第31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第32名 青城山都江堰 河南旭龙

第二次淘汰附加赛成绩公布

 



2016年“玉泉杯”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 C比赛（第二站·济南赛区）成绩册 

4 

男子团体 女子团体

江苏中利科技集团 济南宗盛乒乓球俱乐部

福建厦门队 浙江广域浙大

廊坊赛福特俱乐部 上海体校曹燕华

辽宁队 北京首钢二队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浙江物产中大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河北

重庆市乒乓球队 武汉宏大队

浙江广域浙大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二队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正定实验（万浦）一队

河南亿诚搏冠 福建队

广东二沙深圳一队 辽宁队

黑龙江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上海龙腾俱乐部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安徽队 华南理工大学

福建队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长春地铁

河南范县 黑龙江二队

广东二沙深圳三队 北京首钢一队

河北一队 黑龙江一队

广东二沙深圳四队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二队

北京华夏银行一队 上海龙腾俱乐部

河南旭龙 重庆市乒乓球队

北京华夏银行二队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八一队 天津队

广东二沙深圳二队 八一队

四川长虹佑康 山东淄博

浙江物产中大 正定实验（正华）二队

湖北队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河北二队 山东胜利东胜

山东胜利东胜 山东鲁能队

青城山都江堰 河南旭龙

并列
第17名

并列
第25名

并列
第29名

第三次淘汰附加赛成绩公布

并列
第1名

并列
第5名

并列
第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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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团体  第一次淘汰附加赛

 A 组

1. 中乒院上培中心

2. 北京华夏银行一队

3. 广东二沙深圳一队

4. 北京华夏银行二队

5.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6. 河南范县

7. 浙江物产中大

8. 河南亿诚搏冠
3:0 3:2 3:0 3:2 3:0 3:1 3:2 3:1

9. 辽宁队

10.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11. 四川长虹佑康

12. 福建队

13.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14. 广东二沙深圳二队

15. 河南旭龙

16. 浙江广域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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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10001   中乒院上培中心  --  北京华夏银行一队  3 :0  Matchnum:10033   河南亿诚搏冠  --  中乒院上培中心  1 :3
  朱毅 --   齐一彪 3:2 (5,-6,10,-9,4)   庞斌 --   王伟 3:2 (-8,3,-12,8,5)
  王伟 --   吕北京 3:0 (8,7,8)   居明蔚 --   朱毅 0:3 (-4,-11,-7)
  王焱 --   孙旒钦 3:1 (12,-8,4,8)   刘毅 --   王焱 1:3 (-11,8,-4,-8)
 Matchnum:10002   北京华夏银行二队  --  广东二沙深圳一队  0 :3   庞斌 --   朱毅 1:3 (9,-10,-6,-10)
  董浩宇 --   范国宁 0:3 (-5,-8,-2)  Matchnum:10034   辽宁队  --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3 :1
  宋柏甫 --   梅斌 2:3 (-7,9,-8,3,-9)   吴俊翰 --   曹金泽 0:3 (-9,-8,-7)
  姜震宇 --   梁炳生 0:3 (-9,-11,-4)   单猛 --   高骏飞 3:1 (-12,6,5,8)
 Matchnum:10003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河南范县  3 :1   王梓铭 --   杨宜霖 3:1 (-8,2,9,6)
  万乔宇 --   段祺允 3:1 (8,7,-7,8)   吴俊翰 --   高骏飞 3:0 (8,7,13)
  衡寅号 --   吕智 2:3 (-7,-8,7,8,-3)  Matchnum:10035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广东二沙深圳一队  3 :1
  陈尚玄 --   徐立军 3:2 (-9,6,-7,6,5)   万乔宇 --   梅斌 1:3 (6,-8,-7,-4)
  万乔宇 --   吕智 3:0 (6,3,10)   衡寅号 --   范国宁 3:1 (12,7,-9,9)
 Matchnum:10004   浙江物产中大  --  河南亿诚搏冠  2 :3   彭鼎文 --   黄杰聪 3:1 (8,-10,7,9)
  向鹏 --   庞斌 1:3 (-8,5,-6,-6)   万乔宇 --   范国宁 3:2 (4,-6,7,-7,7)
  王树坤 --   刘毅 0:3 (-3,-5,-9)  Matchnum:10036   浙江广域浙大  --  福建队  3 :1
  韩洋 --   居明蔚 3:1 (-8,4,5,8)   葉致緯(中华台北--   李明隆 3:1 (5,5,-9,7)
  向鹏 --   刘毅 3:0 (9,11,5)   郑悦诚 --   陶奕庭 3:0 (6,9,11)
  王树坤 --   庞斌 0:3 (-4,-11,-3)   王浚骁 --   林蓄琪 2:3 (-13,4,-7,9,-6)
 Matchnum:10005   辽宁队  --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3 :0   葉致緯(中华台北--   陶奕庭 3:1 (8,10,-10,5)
  吴俊翰 --   杨天恺 3:1 (7,-9,6,7)  Matchnum:10037   北京华夏银行二队  --  河南范县  1 :3
  王梓铭 --   张思凝 3:1 (7,-6,6,7)   董浩宇 --   吕智 1:3 (-5,4,-8,-5)
  单猛 --   冮贵夫 3:2 (6,-9,5,-8,7)   宋柏甫 --   段祺允 3:2 (-9,-10,5,4,7)
 Matchnum:10006   福建队  --  四川长虹佑康  3 :1   彭晟 --   徐立军 0:3 (-7,-8,-6)
  李明隆 --   宋信科 3:0 (6,6,6)   董浩宇 --   段祺允 1:3 (-10,-8,6,-7)
  陶奕庭 --   李治 3:1 (8,-7,6,9)  Matchnum:10038   广东二沙深圳二队  --  四川长虹佑康  0 :3
  林蓄琪 --   向南翔 2:3 (11,4,-8,-6,-7)   张靖松 --   宋信科 2:3 (5,-5,4,-6,-7)
  李明隆 --   李治 3:1 (6,-12,6,5)   陈鋈 --   李治 0:3 (-8,-7,-3)
 Matchnum:10007   广东二沙深圳二队  --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1 :3   张迪俊 --   向南翔 1:3 (-7,10,-7,-9)
  张靖松 --   高骏飞 3:1 (-9,7,6,5)  Matchnum:10039   北京华夏银行一队  --  浙江物产中大  3 :2
  陈鋈 --   曹金泽 1:3 (7,-7,-7,-8)   齐一彪 --   胡俊豪 3:1 (14,-7,8,9)
  张迪俊 --   杨宜霖 2:3 (-9,9,-13,8,-10)   孙旒钦 --   向鹏 1:3 (9,-4,-5,-6)
  张靖松 --   曹金泽 2:3 (-6,-3,11,11,-7)   吕北京 --   王树坤 3:2 (-10,-8,3,5,9)
 Matchnum:10008   河南旭龙  --  浙江广域浙大  2 :3   齐一彪 --   向鹏 0:3 (-5,-10,-8)
  牛奋 --   王浚骁 1:3 (4,-8,-5,-9)   孙旒钦 --   胡俊豪 3:1 (-9,6,10,7)
  段亚东 --   葉致緯(中华台北3:0 (8,8,9)  Matchnum:10040   河南旭龙  --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3 :2
  白彬 --   郑悦诚 3:0 (9,10,9)   段亚东 --   王宏鹰 3:0 (8,4,8)
  牛奋 --   葉致緯(中华台北0:3 (-5,-2,-4)   刘东 --   张思凝 0:3 (-10,-8,-6)
  段亚东 --   王浚骁 2:3 (8,-6,9,-7,-5)   牛奋 --   杨天恺 3:1 (-8,4,5,8)
 Matchnum:10017   中乒院上培中心  --  广东二沙深圳一队  3 :0   段亚东 --   张思凝 0:3 (-8,-9,-12)
  朱毅 --   范国宁 3:1 (-9,4,3,12)   刘东 --   王宏鹰 3:1 (-9,3,9,5)
  王伟 --   梅斌 3:2 (-6,-10,8,7,3)  Matchnum:10049   中乒院上培中心  --  辽宁队  3 :1
  王焱 --   梁炳生 3:0 (10,7,7)   王伟 --   吴俊翰 1:3 (-9,7,-8,-2)
 Matchnum:10018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河南亿诚搏冠  0 :3   朱毅 --   单猛 3:2 (5,-7,8,-12,3)
  万乔宇 --   庞斌 2:3 (-6,9,9,-4,-9)   王焱 --   王梓铭 3:0 (5,11,9)
  衡寅号 --   刘毅 2:3 (-4,7,10,-9,-4)   王伟 --   单猛 3:1 (9,-7,6,10)
  彭鼎文 --   居明蔚 0:3 (-9,-3,-5)  Matchnum:10050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  河南亿诚搏冠  3 :2
 Matchnum:10019   辽宁队  --  福建队  3 :2   高骏飞 --   黄涛 3:0 (5,4,8)
  吴俊翰 --   陶奕庭 2:3 (-13,10,6,-9,-10)   杨宜霖 --   刘毅 2:3 (-13,-5,4,10,-8)
  单猛 --   李明隆 3:0 (9,7,6)   马志浩 --   居明蔚 0:3 (-7,-5,-4)
  王梓铭 --   林蓄琪 0:3 (-8,-4,-9)   高骏飞 --   刘毅 3:2 (6,-10,-6,2,3)
  吴俊翰 --   李明隆 3:0 (7,8,11)   杨宜霖 --   黄涛 3:2 (6,-9,-4,7,8)
  单猛 --   陶奕庭 3:1 (-7,2,10,9)  Matchnum:10051   浙江广域浙大  --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3 :1
 Matchnum:10020   浙江广域浙大  --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2 :3   葉致緯(中华台北--   万乔宇 3:1 (6,-6,9,2)
  葉致緯(中华台北) --   高骏飞 3:0 (7,6,6)   王浚骁 --   衡寅号 3:2 (-8,9,9,-5,10)
  王浚骁 --   曹金泽 0:3 (-8,-5,-10)   郑悦诚 --   陈尚玄 0:3 (-6,-8,-3)
  郑悦诚 --   杨宜霖 3:0 (10,6,7)   葉致緯(中华台北--   衡寅号 3:2 (9,-4,3,-7,9)
  葉致緯(中华台北) --   曹金泽 1:3 (8,-6,-7,-9)  Matchnum:10052   福建队  --  广东二沙深圳一队  3 :0
  王浚骁 --   高骏飞 0:3 (-10,-7,-1)   陶奕庭 --   范国宁 3:1 (11,8,-5,7)
 Matchnum:10021   北京华夏银行二队  --  北京华夏银行一队  3 :0   林蓄琪 --   梅斌 3:0 (9,13,7)
  彭晟 --   陈旭彬 3:1 (6,9,-8,5)   李明隆 --   梁炳生 3:0 (6,5,6)
  宋柏甫 --   李健铭 3:0 (6,6,3)  Matchnum:10053   四川长虹佑康  --  河南范县  3 :2
  姜震宇 --   孙旒钦 3:0 (3,7,5)   李治 --   段祺允 0:3 (-7,-4,-6)
 Matchnum:10022   河南范县  --  浙江物产中大  3 :2   向南翔 --   吕智 3:0 (10,10,7)
  段祺允 --   胡俊豪 3:1 (6,-2,6,4)   王瀚 --   徐立军 1:3 (-5,7,-7,-7)
  吕智 --   向鹏 2:3 (8,7,-7,-3,-10)   李治 --   吕智 3:2 (6,-9,7,-8,7)
  徐立军 --   韩洋 3:0 (8,8,8)   向南翔 --   段祺允 3:2 (-7,-9,4,7,4)
  段祺允 --   向鹏 1:3 (9,-9,-13,-6)  Matchnum:10054   北京华夏银行二队  --  广东二沙深圳二队  0 :3
  吕智 --   胡俊豪 3:1 (-4,7,4,9)   宋柏甫 --   张迪俊 1:3 (-9,6,-6,-4)
 Matchnum:10023   四川长虹佑康  --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3 :2   董浩宇 --   陈鋈 0:3 (-3,-7,-8)
  李治 --   杨天恺 3:0 (8,10,5)   姜震宇 --   张靖松 0:3 (-8,-9,-5)
  宋信科 --   张思凝 1:3 (4,-10,-11,-8)  Matchnum:10055   河南旭龙  --  北京华夏银行一队  3 :2
  向南翔 --   冮贵夫 3:1 (9,-10,9,8)   段亚东 --   孙旒钦 3:2 (-9,8,7,-9,6)
  李治 --   张思凝 0:3 (-8,-6,-4)   牛奋 --   齐一彪 2:3 (-6,5,-7,5,-9)
  宋信科 --   杨天恺 3:0 (9,6,7)   刘东 --   吕北京 2:3 (-2,-5,9,10,-8)
 Matchnum:10024   河南旭龙  --  广东二沙深圳二队  1 :3   段亚东 --   齐一彪 3:1 (-8,10,9,14)
  段亚东 --   陈鋈 1:3 (-7,8,-11,-6)   牛奋 --   孙旒钦 3:1 (-10,10,7,8)
  刘东 --   张靖松 3:0 (7,9,10)  Matchnum:10056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  浙江物产中大  0 :3
  白彬 --   张迪俊 2:3 (-6,4,-8,6,-9)   杨天恺 --   韩洋 1:3 (7,-4,-12,-6)
  段亚东 --   张靖松 1:3 (-5,-7,9,-9)   王宏鹰 --   向鹏 0:3 (-7,-7,-5)

  冮贵夫 --   胡俊豪 2:3 (-5,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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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团体  第一次淘汰附加赛

 B组

1. 廊坊赛福特俱乐部

2. 青城山都江堰

3. 山东胜利东胜

4. 重庆市乒乓球队

5. 黑龙江

6. 湖北队

7. 河北二队

8. 福建厦门队
3:0 3:1 3:0 3:0 3:1 3:2 3:2 3:1

9. 安徽队

10. 河北一队

11. 广东二沙深圳四队

12. 上海龙腾俱乐部

13. 广东二沙深圳三队

14.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5. 八一队

16. 江苏中利科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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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10009   青城山都江堰  --  廊坊赛福特俱乐部  0 :3  Matchnum:10041   廊坊赛福特俱乐部  --  福建厦门队  3 :1
  何恩 --   赵兵 0:3 (-7,-5,-5)   郭凯 --   陈磊欣 3:0 (6,7,3)
  乔俊峰 --   辛朝旭 1:3 (-3,9,-10,-4)   赵兵 --   李永胤 1:3 (-3,-8,8,-8)
  邓皓天 --   郭凯 0:3 (-5,-6,-9)   辛朝旭 --   朱柏靖 3:0 (4,8,6)
 Matchnum:10010   山东胜利东胜  --  重庆市乒乓球队  0 :3   郭凯 --   李永胤 3:1 (7,-7,9,9)
  徐嘉良 --   齐梓旭 0:3 (-10,-12,-9)  Matchnum:10042   上海龙腾俱乐部  --  江苏中利科技集团  0 :3
  王宇豪 --   刘晟昊 0:3 (-10,-4,-5)   诸康亮 --   杨磊 1:3 (7,-11,-8,-9)
  袁立涛 --   张焱 1:3 (-5,-7,5,-4)   黄一舜 --   胡彬 0:3 (-7,-5,-7)
 Matchnum:10011   黑龙江  --  湖北队  3 :1   樊浩宇 --   陈晓亮 2:3 (-8,10,8,-8,-9)
  孙佳逸 --   黄光宇 3:1 (-10,9,9,5)  Matchnum:10043   黑龙江  --  重庆市乒乓球队  0 :3
  张天 --   刘梓轩 3:1 (-9,5,8,7)   张天 --   齐梓旭 1:3 (-9,6,-11,-7)
  张子归 --   涂志颖 2:3 (-6,13,-8,3,-3)   孙佳逸 --   刘晟昊 1:3 (-4,7,-10,-6)
  孙佳逸 --   刘梓轩 3:0 (9,13,8)   张子归 --   张焱 0:3 (-7,-10,-6)
 Matchnum:10012   河北二队  --  福建厦门队  1 :3  Matchnum:10044   安徽队  --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3 :2
  王帅澎 --   陈磊欣 0:3 (-3,-9,-10)   张超越 --   赖数筠 3:1 (-8,7,8,10)
  陈君翔(中华台北) --   李永胤 1:3 (-8,-12,9,-7)   水晶林 --   李辛阳 2:3 (8,-8,-8,4,-4)
  赵天奇 --   朱柏靖 3:0 (6,5,6)   崔敏泽 --   陆煜炜 0:3 (-7,-7,-5)
  王帅澎 --   李永胤 0:3 (-4,-7,-9)   张超越 --   李辛阳 3:2 (-6,-8,8,10,6)
 Matchnum:10013   安徽队  --  河北一队  3 :1   水晶林 --   赖数筠 3:1 (4,8,-2,3)
  张超越 --   程功 3:0 (4,8,9)  Matchnum:10045   湖北队  --  青城山都江堰  3 :2
  水晶林 --   刘思琰 3:1 (7,-4,5,9)   刘梓轩 --   何恩 3:1 (7,-9,6,9)
  崔敏泽 --   张寅飞 1:3 (9,-9,-7,-10)   黄光宇 --   乔俊峰 1:3 (-4,3,-7,-9)
  张超越 --   刘思琰 3:1 (-8,3,10,5)   涂志颖 --   邓皓天 1:3 (6,-7,-6,-4)
 Matchnum:10014   广东二沙深圳四队  --  上海龙腾俱乐部  1 :3   刘梓轩 --   乔俊峰 3:1 (7,-3,7,7)
  陆永辉 --   黄一舜 3:0 (10,6,9)   黄光宇 --   何恩 3:0 (6,6,4)
  姚官泽 --   诸康亮 0:3 (-6,-4,-5)  Matchnum:10046   广东二沙深圳三队  --  河北一队  3 :0
  袁烜松 --   樊浩宇 2:3 (9,9,-7,-5,-3)   张鑫 --   刘思琰 3:1 (-9,9,6,11)
  陆永辉 --   诸康亮 1:3 (-5,6,-8,-9)   黄振原 --   张寅飞 3:1 (7,-11,1,6)
 Matchnum:10015   广东二沙深圳三队  --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2 :3   蔡德常 --   程功 3:0 (7,4,4)
  蔡德常 --   赖数筠 3:1 (4,-7,6,9)  Matchnum:10047   山东胜利东胜  --  河北二队  3 :1
  黄振原 --   陆煜炜 3:0 (6,8,8)   王宇豪 --   陈君翔(中华台北3:0 (7,6,4)
  张鑫 --   李辛阳 1:3 (-7,-6,11,-11)   徐嘉良 --   赵天奇 3:0 (7,9,9)
  蔡德常 --   陆煜炜 2:3 (-7,-8,12,8,-9)   袁立涛 --   王帅澎 1:3 (-8,4,-6,-7)
  黄振原 --   赖数筠 2:3 (-8,6,-9,7,-3)   王宇豪 --   赵天奇 3:1 (9,5,-8,7)
 Matchnum:10016   八一队  --  江苏中利科技集团  0 :3  Matchnum:10048   广东二沙深圳四队  --  八一队  1 :3
  刘寒风 --   陈晓亮 0:3 (-10,-7,-5)   黄凯顿 --   鲁锎阳 2:3 (-5,-9,9,6,-12)
  鲁锎阳 --   胡彬 1:3 (8,-6,-9,-5)   袁烜松 --   刘寒风 1:3 (12,-5,-7,-3)
  牛家乐 --   杨磊 0:3 (-8,-4,-3)   姚官泽 --   牛家乐 3:2 (10,-9,-7,10,2)
 Matchnum:10025   廊坊赛福特俱乐部  --  重庆市乒乓球队  3 :1   黄凯顿 --   刘寒风 0:3 (-5,-8,-3)
  郭凯 --   陈相龙 3:0 (9,6,4)  Matchnum:10057   廊坊赛福特俱乐部  --  江苏中利科技集团  1 :3
  辛朝旭 --   刘晟昊 1:3 (-5,-8,10,-5)   郭凯 --   杨磊 1:3 (-5,7,-13,-9)
  赵兵 --   齐梓旭 3:2 (-9,4,8,-9,5)   赵兵 --   胡彬 3:1 (13,-11,7,3)
  郭凯 --   刘晟昊 3:1 (7,-9,5,4)   辛朝旭 --   陈晓亮 2:3 (-4,8,-7,8,-7)
 Matchnum:10026   福建厦门队  --  黑龙江  3 :1   郭凯 --   胡彬 0:3 (-10,-7,-13)
  李永胤 --   张天 3:0 (3,3,6)  Matchnum:10058   上海龙腾俱乐部  --  福建厦门队  2 :3
  陈磊欣 --   孙佳逸 3:2 (-8,5,7,-7,9)   诸康亮 --   陈磊欣 2:3 (-7,9,8,-9,-6)
  朱柏靖 --   张子归 0:3 (-1,-7,-7)   黄一舜 --   李永胤 3:1 (9,10,-9,9)
  李永胤 --   孙佳逸 3:0 (3,7,9)   樊浩宇 --   朱柏靖 3:0 (2,6,5)
 Matchnum:10027   上海龙腾俱乐部  --  安徽队  3 :1   诸康亮 --   李永胤 0:3 (-5,-11,-5)
  诸康亮 --   水晶林 3:0 (8,5,10)   黄一舜 --   陈磊欣 0:3 (-5,-7,-15)
  黄一舜 --   张超越 3:2 (-11,9,-5,9,7)  Matchnum:10059   安徽队  --  重庆市乒乓球队  3 :2
  沈喆嵩 --   崔敏泽 1:3 (8,-8,-3,-6)   张超越 --   齐梓旭 3:0 (9,9,6)
  诸康亮 --   张超越 3:1 (-9,8,9,9)   水晶林 --   刘晟昊 0:3 (-6,-5,-7)
 Matchnum:10028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  江苏中利科技集团  1 :3   崔敏泽 --   陈相龙 3:0 (9,7,8)
  陆煜炜 --   胡彬 1:3 (-10,4,-3,-10)   张超越 --   刘晟昊 1:3 (-6,-8,7,-7)
  李辛阳 --   杨磊 0:3 (-4,-8,-9)   水晶林 --   齐梓旭 3:2 (-8,6,-6,10,7)
  赖数筠 --   徐纪伟 3:2 (9,8,-9,-9,9)  Matchnum:10060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  黑龙江  3 :1
  陆煜炜 --   杨磊 0:3 (-4,-8,-5)   赖数筠 --   张天 3:2 (-4,-7,8,11,12)
 Matchnum:10029   青城山都江堰  --  山东胜利东胜  3 :0   李辛阳 --   孙佳逸 2:3 (9,-7,10,-8,-14)
  乔俊峰 --   王宇豪 3:0 (5,8,4)   陆煜炜 --   张子归 3:2 (-5,8,-9,8,10)
  何恩 --   徐嘉良 3:1 (-14,10,9,6)   赖数筠 --   孙佳逸 3:1 (-12,12,5,4)
  邓皓天 --   袁立涛 3:1 (4,-6,5,9)  Matchnum:10061   湖北队  --  广东二沙深圳三队  0 :3
 Matchnum:10030   湖北队  --  河北二队  3 :1   涂志颖 --   蔡德常 0:3 (-4,-9,-8)
  黄光宇 --   赵天奇 1:3 (5,-5,-6,-2)   刘梓轩 --   黄振原 0:3 (-9,-7,-6)
  刘梓轩 --   陈君翔(中华台北3:1 (7,9,-11,9)   黄光宇 --   张鑫 0:3 (-7,-4,-8)
  涂志颖 --   王帅澎 3:1 (2,7,-9,2)  Matchnum:10062   青城山都江堰  --  河北一队  0 :3
  黄光宇 --   陈君翔(中华台北3:0 (6,6,7)   乔俊峰 --   刘思琰 0:3 (-10,-9,-14)
 Matchnum:10031   河北一队  --  广东二沙深圳四队  3 :2   何恩 --   程功 1:3 (-9,10,-12,-6)
  张寅飞 --   袁烜松 2:3 (6,-9,10,-7,-11)   邓皓天 --   张寅飞 0:3 (-4,-10,-7)
  刘思琰 --   吕冠潮 3:0 (6,10,9)  Matchnum:10063   山东胜利东胜  --  八一队  1 :3
  程功 --   黄凯顿 1:3 (-8,5,-8,-10)   徐嘉良 --   鲁锎阳 3:1 (-7,4,8,7)
  张寅飞 --   吕冠潮 3:0 (11,5,8)   王宇豪 --   刘寒风 2:3 (9,-3,5,-13,-6)
  刘思琰 --   袁烜松 3:1 (-8,9,5,7)   袁立涛 --   牛家乐 0:3 (-2,-8,-9)
 Matchnum:10032   八一队  --  广东二沙深圳三队  2 :3   徐嘉良 --   刘寒风 2:3 (-9,-11,6,8,-10)
  刘寒风 --   黄振原 2:3 (7,-10,10,-6,-5)  Matchnum:10064   河北二队  --  广东二沙深圳四队  3 :0
  鲁锎阳 --   蔡德常 3:1 (9,7,-12,4)   赵天奇 --   吕冠潮 3:2 (6,7,-10,-4,9)
  牛家乐 --   张鑫 0:3 (-5,-8,-8)   陈君翔(中华台北--   黄凯顿 3:0 (2,10,9)
  刘寒风 --   蔡德常 3:1 (4,7,-4,6)   王帅澎 --   陆永辉 3:1 (7,-2,5,9)
  鲁锎阳 --   黄振原 2:3 (-9,-8,8,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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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团体  第一次淘汰附加赛

 A 组

1.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一队

2. 八一队

3.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4. 山东胜利东胜

5. 华南理工大学

6. 黑龙江一队

7. 黑龙江二队

8. 济南宗盛乒乓球俱乐部
3:0 3:2 3:0 3:1 3:2 3:1 3:2 3:1

9.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二

10.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11. 重庆市乒乓球队

12. 浙江物产中大

13.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14. 武汉宏大队

15. 辽宁队

16. 长春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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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20001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一队  --  八一队  3 :2  Matchnum:20033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一队  --  济南宗盛乒乓球俱乐部  3 :1
  戴佳 --   杨壹 3:0 (7,4,6)   戴佳 --   李福香(朝鲜) 3:0 (8,9,6)
  张捷羚 --   董瀚阳 2:3 (-9,10,-7,9,-9)   张捷羚 --   李安琪 3:0 (6,8,5)
  董雪莹 --   王韵涵 2:3 (11,8,-8,-7,-9)   董雪莹 --   崔贤霞(朝鲜) 2:3 (13,-12,-10,6,-7)
  戴佳 --   董瀚阳 3:0 (2,8,3)   戴佳 --   李安琪 3:0 (2,4,9)
  张捷羚 --   杨壹 3:0 (7,6,6)  Matchnum:20034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二  --  武汉宏大队  3 :2
 Matchnum:20002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  山东胜利东胜  3 :2   赵尚 --   张安佶 1:3 (-9,9,-8,-9)
  金子衍 --   高雅楠 3:0 (13,10,5)   朱培育 --   孙一冉 3:0 (5,5,8)
  洪沁玥 --   黄禹乔(中华台北0:3 (-8,-14,-8)   仇媛媛 --   易芳贤 2:3 (-5,14,7,-5,-9)
  章静珩 --   闫子琦 3:0 (8,5,8)   赵尚 --   孙一冉 3:0 (8,6,5)
  金子衍 --   黄禹乔(中华台北1:3 (-9,-3,5,-13)   朱培育 --   张安佶 3:0 (10,10,6)
  洪沁玥 --   高雅楠 3:2 (-10,8,-11,6,9)  Matchnum:20035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  华南理工大学  1 :3
 Matchnum:20003   华南理工大学  --  黑龙江一队  3 :1   金子衍 --   刘泓辛 2:3 (-6,-9,5,7,-11)
  姚晗 --   于天赐 3:0 (6,7,3)   章静珩 --   姚晗 2:3 (7,-5,-12,9,-12)
  郭晨秋 --   吴玥彤 2:3 (8,-8,7,-6,-9)   洪沁玥 --   郭晨秋 3:0 (10,12,8)
  周莉媛 --   宋金蕊 3:0 (8,8,8)   金子衍 --   姚晗 0:3 (-6,-8,-9)
  姚晗 --   吴玥彤 3:1 (9,-7,6,7)  Matchnum:20036   辽宁队  --  浙江物产中大  0 :3
 Matchnum:20004   济南宗盛乒乓球俱乐部  --  黑龙江二队  3 :0   苗磊 --   朱玲慧 2:3 (6,9,-8,-8,-8)
  李安琪 --   曾紫艳 3:2 (4,13,-11,-3,6)   马晨希 --   缪帆 0:3 (-9,-9,-1)
  李福香(朝鲜) --   王鑫钰 3:0 (7,9,7)   洪嘉瞳 --   许诺 0:3 (-7,-6,-7)
  崔贤霞(朝鲜) --   杨桐桐 3:2 (-9,9,5,-9,7)  Matchnum:20037   黑龙江二队  --  八一队  3 :2
 Matchnum:20005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二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3 :1   王鑫钰 --   董瀚阳 3:0 (8,9,9)
  赵尚 --   王颖 3:0 (2,7,1)   曾紫艳 --   王韵涵 1:3 (-4,9,-10,-6)
  朱培育 --   梁艺书 3:2 (-5,9,10,-8,8)   杨桐桐 --   杨壹 3:1 (-8,7,7,6)
  仇媛媛 --   岳京京 2:3 (-6,5,-9,5,-6)   王鑫钰 --   王韵涵 0:3 (-6,-10,-9)
  赵尚 --   梁艺书 3:0 (7,2,9)   曾紫艳 --   董瀚阳 3:0 (2,6,2)
 Matchnum:20006   浙江物产中大  --  重庆市乒乓球队  3 :2  Matchnum:20038   长春地铁  --  重庆市乒乓球队  2 :3
  朱玲慧 --   邵文琦 3:2 (-4,9,7,-7,6)   金序衍(韩国) --   邵文琦 3:0 (9,4,5)
  王一凡 --   吕览 2:3 (-10,8,7,-6,-8)   赵含 --   吕览 0:3 (-8,-4,-7)
  缪帆 --   史佳琪 3:0 (6,8,9)   李有辰(韩国) --   李迎迎 1:3 (-7,9,-10,-6)
  朱玲慧 --   吕览 1:3 (-4,-6,8,-8)   金序衍(韩国) --   吕览 3:2 (-8,-3,4,7,8)
  王一凡 --   邵文琦 3:2 (9,-8,-7,6,10)   赵含 --   邵文琦 2:3 (-2,9,-6,5,-7)
 Matchnum:20007   武汉宏大队  --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3 :2  Matchnum:20039   黑龙江一队  --  山东胜利东胜  2 :3
  张安佶 --   李想 3:0 (8,4,6)   吴玥彤 --   高雅楠 0:3 (-5,-7,-5)
  易芳贤 --   陈婉婷 3:1 (5,7,-7,7)   于天赐 --   黄禹乔(中华台北3:2 (-7,-8,9,10,9)
  孙一冉 --   庄瑞君 0:3 (-10,-7,-4)   宋金蕊 --   孙如意 3:2 (6,-8,8,-9,11)
  张安佶 --   陈婉婷 0:3 (-7,-6,-5)   吴玥彤 --   黄禹乔(中华台北0:3 (-7,-11,-5)
  易芳贤 --   李想 3:0 (8,3,5)   于天赐 --   高雅楠 0:3 (-4,-11,-7)
 Matchnum:20008   长春地铁  --  辽宁队  1 :3  Matchnum:20040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3 :0
  李有辰(韩国) --   马晨希 0:3 (-4,-10,-7)   李想 --   梁艺书 3:1 (10,4,-11,3)
  金序衍(韩国) --   苗磊 0:3 (-8,-8,-5)   庄瑞君 --   王颖 3:0 (9,9,4)
  赵含 --   洪嘉瞳 3:1 (6,10,-3,2)   陈婉婷 --   岳京京 3:1 (10,-5,8,10)
  李有辰(韩国) --   苗磊 1:3 (-6,-6,5,-11)  Matchnum:20049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二  --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一队  1 :3
 Matchnum:20017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一队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3 :0   赵尚 --   张捷羚 3:2 (7,9,-8,-5,8)
  戴佳 --   金子衍 3:0 (4,8,6)   朱培育 --   戴佳 0:3 (-5,-3,-11)
  张捷羚 --   章静珩 3:1 (2,-9,6,10)   仇媛媛 --   董雪莹 1:3 (9,-19,-8,-7)
  董雪莹 --   毛铭子 3:1 (5,6,-6,2)   赵尚 --   戴佳 1:3 (-8,9,-7,-9)
 Matchnum:20018   华南理工大学  --  济南宗盛乒乓球俱乐部  2 :3  Matchnum:20050   武汉宏大队  --  济南宗盛乒乓球俱乐部  3 :2
  姚晗 --   李福香(朝鲜) 3:2 (9,-3,10,-4,5)   孙一冉 --   刘怡靖 3:0 (11,4,4)
  郭晨秋 --   李安琪 1:3 (5,-5,-18,-8)   张安佶 --   李安琪 1:3 (-9,3,-10,-10)
  周莉媛 --   崔贤霞(朝鲜) 0:3 (-5,-4,-10)   易芳贤 --   王翎羽 3:0 (5,4,8)
  姚晗 --   李安琪 3:1 (9,-9,9,6)   孙一冉 --   李安琪 0:3 (-7,-9,-7)
  郭晨秋 --   李福香(朝鲜) 2:3 (9,-2,9,-8,-7)   张安佶 --   刘怡靖 3:0 (5,2,5)
 Matchnum:20019   浙江物产中大  --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二  1 :3  Matchnum:20051   浙江物产中大  --  华南理工大学  1 :3
  缪帆 --   朱培育 3:2 (11,-7,6,-5,11)   缪帆 --   刘泓辛 3:2 (-5,-5,6,6,6)
  王一凡 --   赵尚 1:3 (-8,2,-8,-6)   朱玲慧 --   姚晗 2:3 (9,10,-7,-8,-9)
  朱玲慧 --   仇媛媛 1:3 (-11,2,-8,-12)   许诺 --   周莉媛 1:3 (8,-7,-11,-2)
  缪帆 --   赵尚 2:3 (-5,8,-11,9,-6)   缪帆 --   姚晗 0:3 (-1,-5,-6)
 Matchnum:20020   武汉宏大队  --  辽宁队  3 :0  Matchnum:20052   辽宁队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2 :3
  张安佶 --   马晨希 3:0 (1,10,6)   洪嘉瞳 --   章静珩 3:1 (8,-7,8,11)
  易芳贤 --   苗磊 3:0 (8,9,9)   苗磊 --   洪沁玥 3:2 (-11,10,6,-5,8)
  孙一冉 --   洪嘉瞳 3:1 (-6,13,7,4)   马晨希 --   毛铭子 2:3 (10,8,-4,-4,-7)
 Matchnum:20021   山东胜利东胜  --  八一队  2 :3   洪嘉瞳 --   洪沁玥 0:3 (-8,-4,-10)
  黄禹乔(中华台北) --   王韵涵 2:3 (-6,-9,11,9,-7)   苗磊 --   章静珩 1:3 (-9,-9,7,-12)
  高雅楠 --   董瀚阳 0:3 (-7,-8,-11)  Matchnum:20053   重庆市乒乓球队  --  黑龙江二队  1 :3
  闫子琦 --   杨壹 3:1 (8,7,-8,10)   吕览 --   曾紫艳 3:1 (7,-3,8,3)
  黄禹乔(中华台北) --   董瀚阳 3:2 (9,11,-8,-8,9)   邵文琦 --   王鑫钰 1:3 (-9,-6,7,-1)
  高雅楠 --   王韵涵 0:3 (-5,-5,-6)   李迎迎 --   杨桐桐 2:3 (6,7,-9,-5,-6)
 Matchnum:20022   黑龙江二队  --  黑龙江一队  3 :0   吕览 --   王鑫钰 0:3 (-6,-2,-1)
  曾紫艳 --   于天赐 3:2 (-7,11,5,-9,7)  Matchnum:20054   八一队  --  长春地铁  0 :3
  王鑫钰 --   吴玥彤 3:2 (2,-2,6,-5,5)   王韵涵 --   李有辰(韩国) 1:3 (-6,6,-6,-7)
  杨桐桐 --   宋金蕊 3:0 (11,2,9)   杨壹 --   金序衍(韩国) 0:3 (-7,-9,-5)
 Matchnum:20023   重庆市乒乓球队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3 :1   董瀚阳 --   赵含 0:3 (-5,-6,-7)
  吕览 --   陈雯雯 3:0 (5,9,5)  Matchnum:20055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  山东胜利东胜  2 :3
  邵文琦 --   岳京京 3:0 (3,6,6)   陈婉婷 --   高雅楠 3:1 (9,-9,11,9)
  史佳琪 --   梁艺书 0:3 (-5,-5,-14)   李想 --   黄禹乔(中华台北0:3 (-6,-10,-11)
  吕览 --   岳京京 3:1 (8,8,-6,7)   庄瑞君 --   闫子琦 3:1 (7,7,-6,5)
 Matchnum:20024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  长春地铁  1 :3   陈婉婷 --   黄禹乔(中华台北0:3 (-13,-9,-4)
  陈婉婷 --   李有辰(韩国) 0:3 (-2,-11,-9)   李想 --   高雅楠 2:3 (-6,-9,13,7,-6)
  庄瑞君 --   金序衍(韩国) 0:3 (-7,-12,-8)  Matchnum:20056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  黑龙江一队  0 :3
  李想 --   赵含 3:2 (-8,-10,11,9,4)   梁艺书 --   于天赐 1:3 (-6,-7,9,-3)
  陈婉婷 --   金序衍(韩国) 0:3 (-6,-5,-6)   岳京京 --   吴玥彤 1:3 (-10,12,-5,-8)

  陈雯雯 --   宋金蕊 2:3 (6,-7,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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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团体  第一次淘汰附加赛

 B 组

1.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一队

2. 山东淄博

3. 北京首钢二队

4. 正定实验（正华）二队

5. 福建队

6. 北京首钢一队

7. 正定实验（万浦）一队

8.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二队
3:1 3:2 3:2 3:1 3:1 3:1 3:2 3:0

9.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10. 天津队

11. 上海龙腾俱乐部

12. 浙江广域浙大

13. 河北

14. 山东鲁能队

15. 河南旭龙

16. 上海体校曹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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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20009   山东淄博  --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一队  0 :3  Matchnum:20041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一队  --  福建队  3 :2
  崔晓华 --   谈倩如 0:3 (-5,-6,-8)   薛宇媛 --   陈绍筠 3:1 (1,-6,8,8)
  张艳芳 --   薛宇媛 1:3 (10,-8,-6,-14)   谈倩如 --   吴沁怡 1:3 (-3,-8,7,-4)
  肖国利 --   顾翎铃 2:3 (10,-9,7,-7,-10)   顾翎铃 --   王昕昕 1:3 (-9,-6,9,-7)
 Matchnum:20010   正定实验（正华）二队  --  北京首钢二队  2 :3   薛宇媛 --   吴沁怡 3:0 (6,8,7)
  代恬 --   李雅可 0:3 (-11,-7,-4)   谈倩如 --   陈绍筠 3:0 (11,7,8)
  陈祺琪 --   蒋桐 3:1 (10,3,-4,13)  Matchnum:20042   浙江广域浙大  --  上海体校曹燕华  3 :2
  曹珂滢 --   任佳馨 1:3 (9,-10,-8,-4)   陈雯妍 --   陈明佳 3:0 (9,8,1)
  代恬 --   蒋桐 3:0 (11,6,11)   张浩榕 --   林依阳 2:3 (-8,2,-6,6,-6)
  陈祺琪 --   李雅可 0:3 (-8,-9,-8)   潘奕谘 --   杨霁雯 3:2 (-5,10,-7,7,12)
 Matchnum:20011   北京首钢一队  --  福建队  1 :3   陈雯妍 --   林依阳 2:3 (6,-7,-10,7,-4)
  谢景怡 --   王昕昕 2:3 (10,-7,7,-9,-3)   张浩榕 --   陈明佳 3:0 (6,9,6)
  肖珺洺 --   吴沁怡 3:0 (7,7,4)  Matchnum:20043   北京首钢二队  --  正定实验（万浦）一队  3 :1
  李嘉琪 --   陈绍筠 1:3 (-9,-8,9,-8)   李雅可 --   李书睿 3:2 (6,2,-9,-8,8)
  谢景怡 --   吴沁怡 0:3 (-6,-2,-7)   蒋桐 --   林家瑄(中华台北0:3 (-5,-6,-6)
 Matchnum:20012   正定实验（万浦）一队  --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二队  3 :1   任佳馨 --   周瀚洋 3:0 (3,5,4)
  林家瑄(中华台北) --   李若茜 3:2 (7,9,-6,-9,5)   李雅可 --   林家瑄(中华台北3:1 (-9,9,7,8)
  李书睿 --   郭丝雨 2:3 (10,-7,8,-7,-5)  Matchnum:20044   河北  --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2 :3
  周瀚洋 --   韦丹 3:1 (-7,9,6,9)   王释田 --   杨艺 2:3 (8,1,-9,-4,-8)
  林家瑄(中华台北) --   郭丝雨 3:0 (4,4,8)   张亚卓 --   王楠 0:3 (-8,-10,-5)
 Matchnum:20013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  天津队  3 :0   马昕月 --   年师瑶 3:1 (8,6,-11,7)
  王楠 --   王畅 3:1 (6,3,-9,4)   王释田 --   王楠 3:1 (7,8,-7,10)
  杨艺 --   王一同 3:0 (5,9,5)   张亚卓 --   杨艺 1:3 (-11,7,-6,-9)
  年师瑶 --   温子仪 3:0 (10,5,8)  Matchnum:20045   正定实验（正华）二队  --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二队  0 :3
 Matchnum:20014   上海龙腾俱乐部  --  浙江广域浙大  0 :3   代恬 --   韦丹 1:3 (-7,-9,2,-10)
  李旖琳 --   张浩榕 0:3 (-6,-11,-5)   曹珂滢 --   郭丝雨 0:3 (-9,-3,-1)
  姜欣翊 --   陈雯妍 2:3 (9,8,-7,-11,-7)   陈祺琪 --   李若茜 1:3 (-4,-14,8,-5)
  童轶璠 --   潘奕谘 0:3 (-7,-7,-11)  Matchnum:20046   山东鲁能队  --  上海龙腾俱乐部  1 :3
 Matchnum:20015   河北  --  山东鲁能队  3 :1   辛成琳 --   杨屹韵 3:0 (5,7,9)
  王释田 --   辛成琳 1:3 (-9,-8,6,-10)   周依琳 --   李旖琳 1:3 (13,-6,-11,-7)
  张亚卓 --   周依琳 3:0 (10,7,3)   高源 --   姜欣翊 2:3 (5,-3,-7,6,-7)
  马昕月 --   韩菲儿 3:2 (4,-9,8,-6,6)   辛成琳 --   李旖琳 0:3 (-9,-11,-4)
  王释田 --   周依琳 3:0 (9,7,9)  Matchnum:20047   山东淄博  --  北京首钢一队  0 :3
 Matchnum:20016   河南旭龙  --  上海体校曹燕华  0 :3   崔晓华 --   李嘉琪 0:3 (-10,-8,-6)
  任梓蕙 --   陈明佳 1:3 (-7,-9,9,-8)   张艳芳 --   肖珺洺 1:3 (-3,8,-10,-9)
  李文军 --   林依阳 0:3 (-6,-8,-4)   肖国利 --   冯芯雪 0:3 (-5,-4,-9)
  刘媛 --   杨霁雯 0:3 (-8,-8,-9)  Matchnum:20048   天津队  --  河南旭龙  3 :2
 Matchnum:20025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一队  --  北京首钢二队  3 :2   王一同 --   刘媛 1:3 (-2,9,-4,-6)
  谈倩如 --   任佳馨 3:2 (8,-9,8,-6,8)   王畅 --   任梓蕙 0:3 (-7,-5,-11)
  薛宇媛 --   李雅可 3:2 (9,-4,5,-7,4)   温子仪 --   李文军 3:2 (-6,9,4,-9,10)
  顾翎铃 --   蒋桐 1:3 (-9,2,-7,-10)   王一同 --   任梓蕙 3:1 (-5,6,7,6)
  谈倩如 --   李雅可 1:3 (-11,-9,6,-5)   王畅 --   刘媛 3:2 (8,-10,4,-10,10)
  薛宇媛 --   任佳馨 3:1 (10,6,-7,8)  Matchnum:20057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一队  --  浙江广域浙大  3 :0
 Matchnum:20026   正定实验（万浦）一队  --  福建队  2 :3   薛宇媛 --   张浩榕 3:0 (1,5,3)
  林家瑄(中华台北) --   王昕昕 3:1 (7,7,-7,8)   谈倩如 --   陈雯妍 3:0 (10,3,2)
  李书睿 --   吴沁怡 3:1 (-9,7,7,9)   顾翎铃 --   潘奕谘 3:1 (4,-6,2,2)
  周瀚洋 --   陈绍筠 0:3 (-9,-8,-6)  Matchnum:20058   上海体校曹燕华  --  福建队  3 :2
  林家瑄(中华台北) --   吴沁怡 1:3 (8,-9,-9,-6)   陈明佳 --   王昕昕 1:3 (7,-7,-5,-9)
  李书睿 --   王昕昕 1:3 (7,-3,-8,-6)   林依阳 --   吴沁怡 3:1 (6,-10,5,7)
 Matchnum:20027   浙江广域浙大  --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3 :0   杨霁雯 --   陈绍筠 2:3 (-6,7,12,-5,-9)
  张浩榕 --   杨艺 3:1 (9,6,-9,11)   陈明佳 --   吴沁怡 3:2 (3,-8,-5,8,13)
  陈雯妍 --   王楠 3:2 (6,-10,6,-4,7)   林依阳 --   王昕昕 3:2 (1,-7,13,-10,8)
  潘奕谘 --   年师瑶 3:1 (11,10,-6,6)  Matchnum:20059   北京首钢二队  --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1 :3
 Matchnum:20028   河北  --  上海体校曹燕华  1 :3   李雅可 --   杨艺 0:3 (-4,-5,-10)
  王释田 --   陈明佳 3:1 (10,-3,3,3)   任佳馨 --   王楠 3:2 (9,-7,6,-6,9)
  王释田 --   林依阳 0:3 (-3,-4,-1)   王梦瑶 --   李佳明 0:3 (-6,-9,-7)
  马昕月 --   杨霁雯 1:3 (-8,10,-3,-9)   李雅可 --   王楠 1:3 (7,-2,-10,-10)
  王释田 --   林依阳 0:3 (-8,-3,-7)  Matchnum:20060   正定实验（万浦）一队  --  河北  3 :1
 Matchnum:20029   正定实验（正华）二队  --  山东淄博  3 :2   林家瑄(中华台北--   马昕月 3:0 (8,6,8)
  代恬 --   肖国利 3:1 (8,5,-8,6)   李书睿 --   张亚卓 3:2 (-8,10,-10,4,4)
  曹珂滢 --   张艳芳 2:3 (-5,7,10,-9,-8)   周瀚洋 --   李永洁 0:3 (-8,-3,-10)
  陈祺琪 --   崔晓华 2:3 (8,-10,10,-9,-4)   林家瑄(中华台北--   张亚卓 3:1 (8,-5,6,3)
  代恬 --   张艳芳 3:0 (8,3,10)  Matchnum:20061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二队  --  上海龙腾俱乐部  3 :1
  曹珂滢 --   肖国利 3:2 (8,-4,-11,6,9)   郭丝雨 --   童轶璠 3:0 (6,4,4)
 Matchnum:20030   北京首钢一队  --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二队  1 :3   李若茜 --   陈均金 2:3 (-9,-4,6,8,-9)
  肖珺洺 --   韦丹 3:1 (5,11,-6,4)   韦丹 --   杨屹韵 3:0 (9,9,4)
  李嘉琪 --   郭丝雨 1:3 (9,-13,-9,-8)   郭丝雨 --   陈均金 3:2 (10,-11,-6,9,4)
  冯芯雪 --   李若茜 0:3 (-8,-12,-10)  Matchnum:20062   山东鲁能队  --  正定实验（正华）二队  2 :3
  肖珺洺 --   郭丝雨 1:3 (-7,-10,9,-11)   辛成琳 --   陈祺琪 3:2 (4,-7,8,-6,6)
 Matchnum:20031   天津队  --  上海龙腾俱乐部  2 :3   周依琳 --   代恬 0:3 (-7,-4,-8)
  王一同 --   李旖琳 0:3 (-7,-12,-9)   韩菲儿 --   曹珂滢 3:0 (7,6,7)
  王畅 --   姜欣翊 3:1 (-4,5,9,9)   辛成琳 --   代恬 0:3 (-4,-5,-4)
  李雨洋 --   杨屹韵 0:3 (-8,-7,-7)   周依琳 --   陈祺琪 2:3 (9,-9,7,-6,-10)
  王一同 --   姜欣翊 3:2 (-9,3,-9,3,9)  Matchnum:20063   天津队  --  北京首钢一队  2 :3
  王畅 --   李旖琳 0:3 (-9,-9,-9)   温子仪 --   李嘉琪 3:2 (8,-8,-4,1,8)
 Matchnum:20032   山东鲁能队  --  河南旭龙  3 :0   李雨洋 --   肖珺洺 1:3 (4,-7,-3,-4)
  辛成琳 --   任梓蕙 3:1 (4,6,-8,8)   王一同 --   冯芯雪 1:3 (-10,-7,6,-8)
  周依琳 --   李文军 3:0 (8,4,4)   温子仪 --   肖珺洺 3:0 (11,8,9)
  高源 --   刘媛 3:2 (-4,4,-8,9,1)   李雨洋 --   李嘉琪 2:3 (9,8,-6,-6,-9)

 Matchnum:20064   山东淄博  --  河南旭龙  1 :3
  崔晓华 --   刘媛 2:3 (6,7,-9,-12,-10)
  肖国利 --   任梓蕙 1:3 (8,-9,-4,-12)
  张艳芳 --   李文军 3:1 (4,4,-9,7)
  崔晓华 --   任梓蕙 2:3 (9,-6,-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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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乒院上培中心

2. 黑龙江

3. 重庆市乒乓球队

4. 河南亿诚搏冠

5. 上海龙腾俱乐部

6. 浙江广域浙大

7. 广东二沙深圳一队

8. 廊坊赛福特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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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辽宁队

10.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4. 安徽队

11.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12. 福建厦门队

男子团体   第二次淘汰附加赛

 A 组 （决1-16名）

15. 福建队

16. 江苏中利科技集团

13.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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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10065   中乒院上培中心  --  黑龙江  3 :1  Matchnum:10097   廊坊赛福特俱乐部  --  中乒院上培中心  1 :3
  朱毅 --   张天 3:0 (2,4,6)   赵兵 --   王焱 3:2 (-8,-8,4,6,9)
  王伟 --   孙佳逸 3:1 (3,8,-8,10)   辛朝旭 --   朱毅 0:3 (-11,-8,-4)
  王焱 --   张子归 2:3 (-7,3,-6,5,-9)   郭凯 --   王伟 2:3 (10,9,-6,-7,-9)
  朱毅 --   孙佳逸 3:1 (3,-9,4,10)   赵兵 --   朱毅 0:3 (-8,-9,-10)
 Matchnum:10066   河南亿诚搏冠  --  重庆市乒乓球队  3 :2  Matchnum:10098   江苏中利科技集团  --  辽宁队  3 :0
  刘毅 --   齐梓旭 3:2 (7,5,-7,-7,7)   杨磊 --   吴俊翰 3:1 (3,9,-12,2)
  庞斌 --   刘晟昊 0:3 (-9,-9,-8)   胡彬 --   单猛 3:0 (5,5,9)
  居明蔚 --   张焱 3:0 (6,5,6)   陈晓亮 --   王梓铭 3:1 (9,-8,4,5)
  刘毅 --   刘晟昊 0:3 (-6,-8,-7)  Matchnum:10099   上海龙腾俱乐部  --  河南亿诚搏冠  3 :2
  庞斌 --   齐梓旭 3:2 (1,4,-13,-4,6)   黄一舜 --   庞斌 2:3 (-9,5,9,-13,-7)
 Matchnum:10067   上海龙腾俱乐部  --  浙江广域浙大  3 :0   诸康亮 --   刘毅 3:0 (7,12,9)
  黄一舜 --   王浚骁 3:0 (6,4,7)   樊浩宇 --   黄涛 3:0 (11,4,4)
  樊浩宇 --   葉致緯(中华台北3:0 (8,5,9)   黄一舜 --   刘毅 0:3 (-5,-7,-4)
  诸康亮 --   郑悦诚 3:0 (5,4,7)   诸康亮 --   庞斌 3:1 (5,-9,3,5)
 Matchnum:10068   廊坊赛福特俱乐部  --  广东二沙深圳一队  3 :0  Matchnum:10100   福建厦门队  --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3 :2
  郭凯 --   范国宁 3:1 (-7,3,6,4)   李永胤 --   高骏飞 3:1 (-7,9,5,4)
  赵兵 --   梅斌 3:0 (6,6,2)   陈磊欣 --   曹金泽 1:3 (-7,6,-10,-8)
  辛朝旭 --   梁炳生 3:1 (5,8,-8,2)   朱柏靖 --   杨宜霖 0:3 (-1,-2,-12)
 Matchnum:10069   辽宁队  --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3 :0   李永胤 --   曹金泽 3:0 (3,4,3)
  吴俊翰 --   陆煜炜 3:0 (8,17,5)   陈磊欣 --   高骏飞 3:1 (7,3,-5,5)
  单猛 --   李辛阳 3:0 (7,5,10)  Matchnum:10101   浙江广域浙大  --  重庆市乒乓球队  3 :1
  王梓铭 --   赖数筠 3:2 (8,-13,10,-6,5)   葉致緯(中华台北--   陈相龙 3:1 (-9,3,7,6)
 Matchnum:10070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福建厦门队  1 :3   王浚骁 --   齐梓旭 2:3 (7,-2,-9,7,-11)
  衡寅号 --   陈磊欣 1:3 (-8,9,-7,-8)   郑悦诚 --   张焱 3:1 (5,11,-9,10)
  万乔宇 --   李永胤 1:3 (-6,10,-8,-7)   葉致緯(中华台北--   齐梓旭 3:1 (5,-9,13,7)
  彭鼎文 --   朱柏靖 3:0 (7,4,8)  Matchnum:10102   安徽队  --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 :3
  衡寅号 --   李永胤 0:3 (-9,-4,-10)   张超越 --   赖数筠 3:1 (-4,7,9,10)
 Matchnum:10071   安徽队  --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2 :3   水晶林 --   陆煜炜 1:3 (-6,6,-6,-3)
  张超越 --   曹金泽 3:1 (15,-10,5,10)   崔敏泽 --   李辛阳 2:3 (-12,-5,10,9,-9)
  崔敏泽 --   高骏飞 1:3 (6,-6,-6,-8)   张超越 --   陆煜炜 0:3 (-7,-8,-11)
  水晶林 --   杨宜霖 0:3 (-5,-9,-6)  Matchnum:10103   广东二沙深圳一队  --  黑龙江  3 :2
  张超越 --   高骏飞 3:2 (11,-6,6,-10,9)   范国宁 --   张子归 2:3 (9,-9,7,-11,-5)
  崔敏泽 --   曹金泽 0:3 (-8,-8,-5)   梅斌 --   孙佳逸 3:2 (-10,-4,7,6,2)
 Matchnum:10072   福建队  --  江苏中利科技集团  1 :3   黄杰聪 --   张天 0:3 (-8,-6,-7)
  陶奕庭 --   杨磊 1:3 (-7,-2,7,-6)   范国宁 --   孙佳逸 3:0 (9,10,11)
  林蓄琪 --   胡彬 2:3 (-2,8,6,-8,-3)   梅斌 --   张子归 3:1 (6,11,-3,2)
  李明隆 --   陈晓亮 3:0 (9,10,3)  Matchnum:10104   福建队  --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0 :3
  陶奕庭 --   胡彬 0:3 (-4,-6,-5)   陶奕庭 --   衡寅号 0:3 (-4,-10,-2)
 Matchnum:10081   中乒院上培中心  --  河南亿诚搏冠  3 :0   林蓄琪 --   彭鼎文 0:3 (-3,-8,-6)
  朱毅 --   庞斌 3:2 (-6,7,1,-8,11)   李明隆 --   陈尚玄 0:3 (-3,-7,-6)
  王焱 --   刘毅 3:2 (6,-8,9,-4,9)  Matchnum:10113   江苏中利科技集团  --  中乒院上培中心  3 :2
  王伟 --   居明蔚 3:2 (-6,5,-9,5,3)   徐纪伟 --   杨专圣 3:0 (9,9,4)
 Matchnum:10082   上海龙腾俱乐部  --  廊坊赛福特俱乐部  0 :3   卓振远 --   朱毅 0:3 (-6,-5,-5)
  樊浩宇 --   赵兵 0:3 (-2,-8,-11)   陈晓亮 --   王焱 3:0 (4,2,9)
  黄一舜 --   郭凯 1:3 (9,-2,-12,-1)   徐纪伟 --   朱毅 0:3 (-8,-7,-6)
  诸康亮 --   辛朝旭 0:3 (-9,-7,-10)   卓振远 --   杨专圣 3:0 (8,5,4)
 Matchnum:10083   辽宁队  --  福建厦门队  3 :2  Matchnum:10114   辽宁队  --  廊坊赛福特俱乐部  3 :2
  吴俊翰 --   李永胤 0:3 (-4,-8,-7)   吴俊翰 --   赵兵 3:2 (-8,-7,8,10,8)
  单猛 --   陈磊欣 3:2 (-11,6,6,-5,7)   单猛 --   郭凯 2:3 (2,-7,6,-9,-16)
  王梓铭 --   朱柏靖 3:0 (3,2,3)   王梓铭 --   辛朝旭 0:3 (-8,-4,-3)
  吴俊翰 --   陈磊欣 0:3 (-12,-8,-4)   吴俊翰 --   郭凯 3:2 (7,-7,8,-6,10)
  单猛 --   李永胤 3:0 (4,5,6)   单猛 --   赵兵 3:0 (7,9,9)
 Matchnum:10084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  江苏中利科技集团  0 :3  Matchnum:10115   上海龙腾俱乐部  --  福建厦门队  1 :3
  高骏飞 --   胡彬 1:3 (10,-5,-8,-2)   诸康亮 --   陈磊欣 2:3 (-8,-8,7,4,-10)
  曹金泽 --   杨磊 2:3 (10,-7,-3,8,-2)   黄一舜 --   李永胤 1:3 (-1,7,-6,-5)
  杨宜霖 --   陈晓亮 0:3 (-6,-8,-11)   樊浩宇 --   朱柏靖 3:1 (-11,9,6,10)
 Matchnum:10085   黑龙江  --  重庆市乒乓球队  1 :3   诸康亮 --   李永胤 1:3 (-1,9,-4,-5)
  张子归 --   陈相龙 1:3 (6,-6,-10,-5)  Matchnum:10116   河南亿诚搏冠  --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3 :0
  孙佳逸 --   刘晟昊 3:2 (-8,16,-6,8,10)   刘毅 --   高骏飞 3:2 (7,-9,9,-3,9)
  张天 --   张焱 0:3 (-8,-10,-9)   庞斌 --   曹金泽 3:1 (9,-4,6,9)
  张子归 --   刘晟昊 1:3 (-8,7,-7,-10)   居明蔚 --   杨宜霖 3:1 (-8,5,2,10)
 Matchnum:10086   浙江广域浙大  --  广东二沙深圳一队  3 :0  Matchnum:10117   浙江广域浙大  --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3 :0
  葉致緯(中华台北) --   梁炳生 3:1 (8,2,-7,4)   葉致緯(中华台北--   赖数筠 3:0 (2,8,2)
  王浚骁 --   范国宁 3:1 (7,-5,10,6)   王浚骁 --   陆煜炜 3:0 (8,5,7)
  郑悦诚 --   黄杰聪 3:0 (5,4,5)   郑悦诚 --   李辛阳 3:0 (5,9,9)
 Matchnum:10087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0 :3  Matchnum:10118   安徽队  --  重庆市乒乓球队  3 :0
  万乔宇 --   赖数筠 0:3 (-6,-5,-9)   张超越 --   陈相龙 3:0 (5,3,6)
  陈尚玄 --   李辛阳 1:3 (-9,10,-5,-9)   水晶林 --   张焱 3:0 (4,6,9)
  彭鼎文 --   陆煜炜 0:3 (-7,-7,-5)   崔敏泽 --   齐梓旭 3:0 (7,7,9)
 Matchnum:10088   福建队  --  安徽队  2 :3  Matchnum:10119   广东二沙深圳一队  --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0 :3
  李明隆 --   水晶林 3:0 (5,5,8)   范国宁 --   万乔宇 2:3 (9,-9,9,-6,-6)
  林蓄琪 --   张超越 2:3 (-4,9,8,-7,-9)   梁炳生 --   衡寅号 2:3 (-4,6,8,-15,-9)
  陶奕庭 --   崔敏泽 3:0 (5,11,8)   梅斌 --   陈尚玄 0:3 (-6,-5,-4)
  李明隆 --   张超越 1:3 (-6,-10,9,-5)  Matchnum:10120   黑龙江  --  福建队  3 :1
  林蓄琪 --   水晶林 2:3 (4,-13,-7,10,-6)   张天 --   林蓄琪 3:1 (6,7,-7,3)

  张子归 --   陶奕庭 3:2 (-10,8,9,-10,7)
  孙佳逸 --   李明隆 1:3 (-7,-8,7,-9)
  张天 --   陶奕庭 3:1 (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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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东二沙深圳三队

2.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3. 山东胜利东胜

4. 北京华夏银行二队

5. 河北一队

6. 河南旭龙

7. 广东二沙深圳四队

8. 河南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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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湖北队

10. 浙江物产中大

11. 八一队

12. 广东二沙深圳二队

13. 青城山都江堰

14. 北京华夏银行一队

15. 河北二队

16. 四川长虹佑康

男子团体   第二次淘汰附加赛

 B 组 （决17-3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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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10073   广东二沙深圳三队  --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3 :2  Matchnum:10105   河北一队  --  北京华夏银行二队  0 :3
  蔡德常 --   杨天恺 3:0 (10,5,6)   刘思琰 --   宋柏甫 1:3 (7,-4,-6,-7)
  黄振原 --   张思凝 2:3 (-5,11,-9,8,-5)   张寅飞 --   董浩宇 1:3 (9,-9,-10,-9)
  张鑫 --   冮贵夫 3:1 (8,-8,5,9)   程功 --   彭晟 1:3 (-5,5,-7,-10)
  蔡德常 --   张思凝 0:3 (-6,-9,-10)  Matchnum:10106   四川长虹佑康  --  八一队  1 :3
  黄振原 --   杨天恺 3:0 (7,11,3)   李治 --   鲁锎阳 1:3 (-5,-7,4,-7)
 Matchnum:10074   北京华夏银行二队  --  山东胜利东胜  3 :1   宋信科 --   刘寒风 3:1 (9,7,-8,9)
  董浩宇 --   王宇豪 3:0 (8,2,9)   向南翔 --   牛家乐 2:3 (-8,14,5,-16,-6)
  宋柏甫 --   徐嘉良 2:3 (6,-9,-8,9,-10)   李治 --   刘寒风 1:3 (-7,-11,10,-11)
  姜震宇 --   袁立涛 3:0 (4,8,3)  Matchnum:10107   广东二沙深圳三队  --  河南范县  3 :0
  董浩宇 --   徐嘉良 3:1 (10,-7,9,7)   蔡德常 --   段祺允 3:2 (-9,9,4,-8,8)
 Matchnum:10075   河北一队  --  河南旭龙  3 :1   黄振原 --   李彻 3:0 (5,5,9)
  刘思琰 --   牛奋 3:0 (4,7,5)   张鑫 --   吕智 3:0 (9,6,3)
  张寅飞 --   段亚东 3:1 (9,8,-8,8)  Matchnum:10108   浙江物产中大  --  北京华夏银行一队  1 :3
  程功 --   刘东 0:3 (-9,-9,-8)   向鹏 --   齐一彪 3:1 (12,-7,5,9)
  刘思琰 --   段亚东 3:2 (6,2,-7,-10,9)   胡俊豪 --   吕北京 2:3 (7,-3,10,-6,-6)
 Matchnum:10076   河南范县  --  广东二沙深圳四队  3 :2   韩洋 --   李健铭 2:3 (7,12,-9,-6,-9)
  段祺允 --   袁烜松 2:3 (11,9,-7,-4,-10)   向鹏 --   吕北京 2:3 (2,-4,7,-6,-3)
  吕智 --   陆永辉 1:3 (9,-5,-8,-4)  Matchnum:10109   山东胜利东胜  --  河南旭龙  1 :3
  徐立军 --   黄凯顿 3:1 (7,-7,7,8)   王宇豪 --   刘东 1:3 (-8,8,-6,-8)
  段祺允 --   陆永辉 3:2 (13,5,-3,-7,8)   徐嘉良 --   牛奋 3:1 (8,-6,13,13)
  吕智 --   袁烜松 3:1 (-8,8,9,8)   袁立涛 --   段亚东 2:3 (9,-7,9,-9,-10)
 Matchnum:10077   湖北队  --  浙江物产中大  1 :3   王宇豪 --   牛奋 0:3 (-9,-8,-10)
  刘梓轩 --   韩洋 3:0 (5,6,5)  Matchnum:10110   湖北队  --  河北二队  3 :2
  黄光宇 --   向鹏 2:3 (-6,8,-7,9,-5)   刘梓轩 --   陈君翔(中华台北3:0 (10,7,4)
  涂志颖 --   胡俊豪 2:3 (7,-10,7,-12,-11)   黄光宇 --   赵天奇 2:3 (-8,-9,9,9,-8)
  刘梓轩 --   向鹏 1:3 (10,-8,-7,-15)   涂志颖 --   王帅澎 1:3 (10,-8,-6,-6)
 Matchnum:10078   八一队  --  广东二沙深圳二队  3 :1   刘梓轩 --   赵天奇 3:0 (9,8,11)
  刘寒风 --   陈鋈 3:1 (9,9,-11,8)   黄光宇 --   陈君翔(中华台北3:2 (10,-7,-6,5,9)
  鲁锎阳 --   张靖松 3:1 (6,-8,9,3)  Matchnum:10111   广东二沙深圳四队  --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3 :2
  牛家乐 --   张迪俊 0:3 (-8,-6,-5)   袁烜松 --   冮贵夫 2:3 (-8,12,6,-9,-9)
  刘寒风 --   张靖松 3:1 (2,8,-6,5)   姚官泽 --   杨天恺 2:3 (-5,9,-6,6,-9)
 Matchnum:10079   北京华夏银行一队  --  青城山都江堰  3 :1   吕冠潮 --   王宏鹰 3:1 (9,-6,3,8)
  齐一彪 --   乔俊峰 1:3 (-6,10,-7,-3)   袁烜松 --   杨天恺 3:1 (6,6,-7,9)
  吕北京 --   何恩 3:2 (-9,5,-9,7,7)   姚官泽 --   冮贵夫 3:0 (14,8,9)
  孙旒钦 --   邓皓天 3:0 (7,8,9)  Matchnum:10112   青城山都江堰  --  广东二沙深圳二队  2 :3
  齐一彪 --   何恩 3:0 (10,6,9)   乔俊峰 --   陈鋈 1:3 (-10,6,-4,-6)
 Matchnum:10080   四川长虹佑康  --  河北二队  3 :0   何恩 --   张靖松 3:2 (8,-3,8,-6,6)
  李治 --   陈君翔(中华台北3:0 (8,7,10)   邓皓天 --   张迪俊 3:2 (-10,-8,11,8,9)
  宋信科 --   赵天奇 3:1 (-8,9,12,9)   乔俊峰 --   张靖松 1:3 (-6,-6,9,-1)
  向南翔 --   王帅澎 3:1 (2,-13,4,7)   何恩 --   陈鋈 2:3 (-11,-9,8,7,-7)
 Matchnum:10089   广东二沙深圳三队  --  北京华夏银行二队  2 :3  Matchnum:10121   北京华夏银行二队  --  八一队  0 :3
  蔡德常 --   宋柏甫 2:3 (-10,8,7,-7,-7)   彭晟 --   鲁锎阳 0:3 (-7,-3,-9)
  张鑫 --   董浩宇 3:1 (-9,4,9,7)   姜震宇 --   刘寒风 1:3 (8,-6,-8,-8)
  黄振原 --   姜震宇 3:1 (-9,9,2,7)   宋柏甫 --   牛家乐 1:3 (-7,-8,10,-8)
  蔡德常 --   董浩宇 1:3 (8,-8,-9,-5)  Matchnum:10122   四川长虹佑康  --  河北一队  0 :3
  张鑫 --   宋柏甫 0:3 (-5,-11,-10)   李治 --   刘思琰 0:3 (-7,-10,-5)
 Matchnum:10090   河南范县  --  河北一队  0 :3   王瀚 --   张寅飞 0:3 (-9,-8,-5)
  吕智 --   张寅飞 0:3 (-10,-10,-5)   宋信科 --   程功 0:3 (-8,-6,-9)
  段祺允 --   刘思琰 1:3 (-4,6,-7,-3)  Matchnum:10123   北京华夏银行一队  --  广东二沙深圳三队  3 :0
  徐立军 --   程功 2:3 (5,-10,9,-6,-6)   陈旭彬 --   蔡德常 3:2 (7,-6,3,-6,5)
 Matchnum:10091   八一队  --  浙江物产中大  3 :2   李健铭 --   黄振原 3:2 (6,-7,11,-11,5)
  刘寒风 --   韩洋 3:1 (7,9,-7,7)   孙旒钦 --   张鑫 3:0 (7,4,8)
  鲁锎阳 --   向鹏 0:3 (-8,-7,-6)  Matchnum:10124   浙江物产中大  --  河南范县  2 :3
  牛家乐 --   胡俊豪 3:2 (-12,7,5,-5,13)   王树坤 --   徐立军 1:3 (-7,10,-9,-8)
  刘寒风 --   向鹏 1:3 (2,-9,-9,-6)   胡俊豪 --   李彻 3:1 (9,3,-6,6)
  鲁锎阳 --   韩洋 3:2 (-7,-9,8,7,9)   韩洋 --   吕智 1:3 (7,-5,-8,-9)
 Matchnum:10092   北京华夏银行一队  --  四川长虹佑康  1 :3   王树坤 --   李彻 3:1 (7,-8,9,9)
  齐一彪 --   宋信科 3:1 (9,-8,7,10)   胡俊豪 --   徐立军 1:3 (-3,-11,3,-7)
  吕北京 --   李治 1:3 (-6,-4,9,-6)  Matchnum:10125   湖北队  --  河南旭龙  3 :0
  孙旒钦 --   向南翔 1:3 (5,-3,-9,-13)   涂志颖 --   刘东 3:0 (3,5,10)
  齐一彪 --   李治 2:3 (7,-4,-7,6,-3)   刘梓轩 --   牛奋 3:0 (7,6,6)
 Matchnum:10093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  山东胜利东胜  2 :3   黄光宇 --   段亚东 3:0 (5,3,3)
  张思凝 --   徐嘉良 2:3 (9,11,-7,-5,-9)  Matchnum:10126   河北二队  --  山东胜利东胜  0 :3
  冮贵夫 --   王宇豪 2:3 (-6,3,-8,6,-10)   陈君翔(中华台北--   王宇豪 0:3 (-7,-8,-7)
  杨天恺 --   袁立涛 3:1 (-10,4,7,8)   赵天奇 --   徐嘉良 0:3 (-6,-8,-10)
  张思凝 --   王宇豪 3:1 (9,11,-7,7)   王帅澎 --   袁立涛 2:3 (6,9,-10,-13,-11)
  冮贵夫 --   徐嘉良 1:3 (-9,-10,7,-8)  Matchnum:10127   广东二沙深圳二队  --  广东二沙深圳四队  0 :3
 Matchnum:10094   广东二沙深圳四队  --  河南旭龙  1 :3   张靖松 --   吕冠潮 2:3 (-6,7,11,-5,-4)
  吕冠潮 --   牛奋 0:3 (-7,-2,-6)   张迪俊 --   袁烜松 1:3 (7,-6,-6,-6)
  姚官泽 --   刘东 3:1 (3,-7,10,8)   陈鋈 --   黄凯顿 0:3 (-7,-5,-8)
  黄凯顿 --   段亚东 0:3 (-8,-7,-10)  Matchnum:10128   青城山都江堰  --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0 :3
  吕冠潮 --   刘东 2:3 (-6,8,4,-5,-7)   何恩 --   杨天恺 0:3 (-10,-9,-7)
 Matchnum:10095   广东二沙深圳二队  --  湖北队  0 :3   乔俊峰 --   冮贵夫 2:3 (-8,5,-2,11,-5)
  张靖松 --   黄光宇 1:3 (-7,6,-7,-4)   邓皓天 --   王宏鹰 0:3 (-7,-8,-3)
  陈鋈 --   刘梓轩 2:3 (-4,5,-8,9,-10)
  张迪俊 --   涂志颖 2:3 (-7,1,9,-5,-4)
 Matchnum:10096   河北二队  --  青城山都江堰  3 :0
  赵天奇 --   乔俊峰 3:1 (-8,8,12,8)
  陈君翔(中华台北) --   何恩 3:1 (-6,2,15,4)
  王帅澎 --   邓皓天 3:1 (4,-3,8,6)  



2016年“玉泉杯”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 C比赛（第二站·济南赛区）成绩册 

17 

2  1  3:2

2  3  3:0 4  1  3:1

 
3 4  3:0

 2  3:0  3  3:1  8  3:2  1  3:2
7 6 4 5

6  5  3:0

  
7 6  3:0 8 5  3:0

 
7 8  3:1

7 2 6 3 4 8 5 1
15 12 10 14 11 13 9 16

10  9  3:0

12  10  3:2 11  9  3:1

 
12 11  3:0

15 10  11 9
 12  3:0  14  3:2  13  3:2  16  3:2

14  13  3:1

  
15 14  3:1 13 16  3:2

 
15 16  3:0

1.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一队

2. 河北

3. 华南理工大学

4. 福建队

5. 济南宗盛乒乓球俱乐部

6. 北京首钢二队

7.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8. 浙江广域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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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二

10. 正定实验（万浦）一队

14. 浙江物产中大

11.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12. 武汉宏大队

女子团体   第二次淘汰附加赛

 A 组（决1-16名）

15. 辽宁队

16.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一队

13. 上海体校曹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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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20065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一队  --  河北  3 :2  Matchnum:20097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一队  --  济南宗盛乒乓球俱乐部  3 :2
  戴佳 --   马昕月 3:1 (-9,2,7,10)   戴佳 --   李安琪 1:3 (-8,-12,9,-10)
  张捷羚 --   王释田 0:3 (-7,-10,-9)   张捷羚 --   李福香(朝鲜) 2:3 (6,-8,6,-9,-4)
  董雪莹 --   张亚卓 1:3 (11,-3,-2,-4)   董雪莹 --   崔贤霞(朝鲜) 3:1 (3,-13,9,10)
  戴佳 --   王释田 3:1 (3,-5,5,8)   戴佳 --   李福香(朝鲜) 3:2 (-10,7,-7,7,7)
  张捷羚 --   马昕月 3:2 (-6,9,7,-9,6)   张捷羚 --   李安琪 3:0 (8,10,6)
 Matchnum:20066   华南理工大学  --  福建队  0 :3  Matchnum:20098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一队  --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二  3 :2
  姚晗 --   王昕昕 2:3 (-5,-13,6,11,-8)   薛宇媛 --   朱培育 3:0 (10,1,7)
  周莉媛 --   吴沁怡 1:3 (-5,5,-5,-10)   谈倩如 --   赵尚 0:3 (-6,-5,-11)
  郭晨秋 --   陈绍筠 2:3 (-7,10,-5,7,-8)   顾翎铃 --   仇媛媛 3:0 (6,4,6)
 Matchnum:20067   济南宗盛乒乓球俱乐部  --  北京首钢二队  3 :0   薛宇媛 --   赵尚 1:3 (-7,-10,3,-7)
  李安琪 --   任佳馨 3:0 (2,10,7)   谈倩如 --   朱培育 3:2 (7,-7,9,-8,9)
  李福香(朝鲜) --   蒋桐 3:0 (8,9,6)  Matchnum:20099   浙江广域浙大  --  福建队  3 :2
  崔贤霞(朝鲜) --   李雅可 3:0 (3,7,4)   陈雯妍 --   王昕昕 3:0 (5,2,6)
 Matchnum:20068   浙江广域浙大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3 :1   张浩榕 --   吴沁怡 0:3 (-10,-5,-8)
  陈雯妍 --   章静珩 3:0 (8,10,4)   潘奕谘 --   陈绍筠 2:3 (5,-8,9,-10,-7)
  张浩榕 --   洪沁玥 3:0 (10,5,6)   陈雯妍 --   吴沁怡 3:0 (11,7,10)
  潘奕谘 --   金子衍 0:3 (-6,-4,-16)   张浩榕 --   王昕昕 3:2 (9,-10,-10,8,4)
  陈雯妍 --   洪沁玥 3:0 (6,3,5)  Matchnum:20100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  上海体校曹燕华  2 :3
 Matchnum:20069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二  --  正定实验（万浦）一队  3 :0   杨艺 --   陈明佳 3:1 (2,-9,6,9)
  赵尚 --   周瀚洋 3:0 (5,16,1)   王楠 --   林依阳 2:3 (10,-6,-4,8,-8)
  朱培育 --   林家瑄(中华台北3:2 (-5,6,-8,7,12)   李佳明 --   杨霁雯 0:3 (-8,-4,-5)
  仇媛媛 --   李书睿 3:0 (5,8,4)   杨艺 --   林依阳 3:0 (5,8,8)
 Matchnum:20070   武汉宏大队  --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0 :3   王楠 --   陈明佳 0:3 (-10,-4,-10)
  张安佶 --   杨艺 0:3 (-6,-8,-7)  Matchnum:20101   北京首钢二队  --  华南理工大学  1 :3
  易芳贤 --   王楠 2:3 (11,-7,-2,7,-7)   李雅可 --   刘泓辛 1:3 (5,-8,-8,-5)
  孙一冉 --   李佳明 0:3 (-10,-7,-10)   蒋桐 --   姚晗 3:1 (-5,3,9,3)
 Matchnum:20071   浙江物产中大  --  上海体校曹燕华  1 :3   任佳馨 --   周莉媛 2:3 (-8,3,-7,3,-8)
  缪帆 --   陈明佳 1:3 (7,-5,-7,-8)   李雅可 --   姚晗 2:3 (-10,7,-5,9,-6)
  王一凡 --   林依阳 3:0 (9,8,6)  Matchnum:20102   正定实验（万浦）一队  --  浙江物产中大  2 :3
  朱玲慧 --   杨霁雯 2:3 (-7,13,8,-5,-4)   林家瑄(中华台北--   朱玲慧 3:0 (2,12,10)
  缪帆 --   林依阳 1:3 (6,-5,-7,-7)   周瀚洋 --   王一凡 0:3 (-9,-8,-13)
 Matchnum:20072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一队  --  辽宁队  3 :0   李书睿 --   缪帆 2:3 (-5,5,8,-5,-8)
  薛宇媛 --   马晨希 3:0 (2,3,4)   林家瑄(中华台北--   王一凡 3:0 (7,6,9)
  谈倩如 --   苗磊 3:2 (-10,-4,5,7,6)   周瀚洋 --   朱玲慧 2:3 (-5,12,-8,9,-9)
  顾翎铃 --   洪嘉瞳 3:0 (3,5,8)  Matchnum:20103   河北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3 :0
 Matchnum:20081   福建队  --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一队  1 :3   张亚卓 --   毛铭子 3:0 (9,10,4)
  王昕昕 --   张捷羚 3:1 (6,10,-9,8)   马昕月 --   金子衍 3:1 (-4,5,7,12)
  吴沁怡 --   戴佳 1:3 (-6,9,-4,-4)   李永洁 --   洪沁玥 3:1 (8,4,-7,4)
  陈绍筠 --   董雪莹 0:3 (-6,-11,-10)  Matchnum:20104   辽宁队  --  武汉宏大队  0 :3
  王昕昕 --   戴佳 0:3 (-5,-6,-8)   洪嘉瞳 --   张安佶 0:3 (-2,-8,-3)
 Matchnum:20082   济南宗盛乒乓球俱乐部  --  浙江广域浙大  3 :0   马晨希 --   孙一冉 0:3 (-8,-5,-7)
  李安琪 --   张浩榕 3:0 (7,5,4)   苗磊 --   易芳贤 1:3 (-8,5,-6,-5)
  李福香(朝鲜) --   陈雯妍 3:2 (-4,10,9,-10,5)  Matchnum:20113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一队  --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一队  1 :3
  崔贤霞(朝鲜) --   潘奕谘 3:0 (7,9,11)   薛宇媛 --   董雪莹 3:0 (3,9,4)
 Matchnum:20083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二  1 :3   顾翎铃 --   戴佳 0:3 (-8,-9,-9)
  王楠 --   朱培育 0:3 (-7,-9,-6)   谈倩如 --   张捷羚 2:3 (-8,9,-6,7,-6)
  杨艺 --   赵尚 2:3 (5,-8,-6,7,-4)   薛宇媛 --   戴佳 2:3 (-6,11,8,-11,-8)
  李佳明 --   仇媛媛 3:2 (8,-5,-3,8,11)  Matchnum:20114   济南宗盛乒乓球俱乐部  --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二  3 :0
  王楠 --   赵尚 0:3 (-7,-5,-9)   李安琪 --   朱培育 3:0 (9,5,8)
 Matchnum:20084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一队  --  上海体校曹燕华  3 :2   李福香(朝鲜) --   赵尚 3:2 (7,-4,-7,4,9)
  薛宇媛 --   林依阳 3:1 (1,3,-15,7)   崔贤霞(朝鲜) --   仇媛媛 3:1 (-8,6,6,9)
  谈倩如 --   杨霁雯 2:3 (9,7,-7,-12,-6)  Matchnum:20115   浙江广域浙大  --  上海体校曹燕华  3 :2
  顾翎铃 --   陈明佳 3:1 (10,-6,7,8)   陈雯妍 --   林依阳 3:2 (5,6,-6,-7,5)
  薛宇媛 --   杨霁雯 1:3 (-10,-6,5,-10)   张浩榕 --   陈明佳 1:3 (-5,-7,4,-6)
  谈倩如 --   林依阳 3:1 (-8,8,9,9)   潘奕谘 --   杨霁雯 3:0 (5,7,8)
 Matchnum:20085   华南理工大学  --  河北  3 :0   陈雯妍 --   陈明佳 1:3 (-6,-7,8,-7)
  姚晗 --   张亚卓 3:0 (6,6,6)   张浩榕 --   林依阳 3:1 (5,6,-7,8)
  刘泓辛 --   王释田 3:1 (6,4,-13,8)  Matchnum:20116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  福建队  1 :3
  周莉媛 --   马昕月 3:1 (-11,7,8,5)   年师瑶 --   王昕昕 0:3 (-6,-9,-7)
 Matchnum:20086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  北京首钢二队  0 :3   李佳明 --   吴沁怡 1:3 (7,-9,-8,-10)
  洪沁玥 --   蒋桐 1:3 (-9,15,-6,-8)   杨艺 --   陈绍筠 3:0 (5,7,5)
  章静珩 --   李雅可 0:3 (-6,-4,-6)   年师瑶 --   吴沁怡 2:3 (-6,-6,7,8,-5)
  毛铭子 --   任佳馨 1:3 (-7,-9,10,-7)  Matchnum:20117   浙江物产中大  --  华南理工大学  0 :3
 Matchnum:20087   正定实验（万浦）一队  --  武汉宏大队  3 :2   王一凡 --   刘泓辛 2:3 (4,-10,-4,5,-6)
  林家瑄(中华台北) --   易芳贤 3:1 (6,10,-5,8)   朱玲慧 --   姚晗 2:3 (12,-9,2,-2,-11)
  李书睿 --   张安佶 2:3 (6,-8,12,-9,-6)   缪帆 --   周莉媛 0:3 (-8,-7,-11)
  周瀚洋 --   孙一冉 2:3 (7,-9,-9,10,-9)  Matchnum:20118   正定实验（万浦）一队  --  北京首钢二队  1 :3
  林家瑄(中华台北) --   张安佶 3:0 (6,8,3)   周瀚洋 --   任佳馨 0:3 (-4,-7,-1)
  李书睿 --   易芳贤 3:2 (-4,9,10,-9,7)   李书睿 --   蒋桐 0:3 (-6,-9,-8)
 Matchnum:20088   浙江物产中大  --  辽宁队  3 :1   林家瑄(中华台北--   王梦瑶 3:2 (-7,-5,8,2,4)
  王一凡 --   洪嘉瞳 3:2 (-3,5,4,-9,10)   周瀚洋 --   蒋桐 1:3 (-8,-4,11,-4)
  朱玲慧 --   苗磊 3:0 (3,8,5)  Matchnum:20119   河北  --  武汉宏大队  3 :2
  许诺 --   马晨希 0:3 (-6,-11,-7)   王释田 --   孙一冉 3:1 (-9,7,6,9)
  王一凡 --   苗磊 3:2 (-4,8,9,-6,5)   马昕月 --   张安佶 0:3 (-7,-6,-9)

  张亚卓 --   易芳贤 3:0 (6,7,4)
  王释田 --   张安佶 0:3 (-7,-6,-9)
  马昕月 --   孙一冉 3:2 (-9,7,-10,9,10)
 Matchnum:20120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  辽宁队  3 :1
  金子衍 --   苗磊 3:1 (10,5,-4,9)
  毛铭子 --   马晨希 2:3 (-9,8,8,-4,-4)
  洪沁玥 --   洪嘉瞳 3:0 (6,8,5)
  金子衍 --   马晨希 3:0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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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龙江二队

2. 河南旭龙

3. 山东胜利东胜

4. 山东鲁能队

5. 正定实验（正华）二队

6.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7. 黑龙江一队

8. 上海龙腾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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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重庆市乒乓球队

10. 山东淄博

11. 天津队

12. 长春地铁

13. 八一队

14. 北京首钢一队

15.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16.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二队

女子团体   第二次淘汰附加赛

 B组（决17-3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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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20073   黑龙江二队  --  河南旭龙  3 :0  Matchnum:20105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  山东胜利东胜  3 :1
  王鑫钰 --   刘媛 3:0 (7,8,9)   陈婉婷 --   黄禹乔(中华台北2:3 (-5,-4,10,9,-5)
  曾紫艳 --   任梓蕙 3:0 (6,5,7)   李想 --   高雅楠 3:0 (7,9,6)
  杨桐桐 --   李文军 3:0 (9,5,8)   庄瑞君 --   孙如意 3:1 (9,5,-9,6)
 Matchnum:20074   山东胜利东胜  --  山东鲁能队  3 :2   陈婉婷 --   高雅楠 3:1 (6,-8,3,5)
  黄禹乔(中华台北) --   周依琳 3:0 (7,8,10)  Matchnum:20106   长春地铁  --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二队  3 :0
  高雅楠 --   辛成琳 3:0 (8,7,9)   李有辰(韩国) --   李若茜 3:1 (14,-6,4,3)
  闫子琦 --   韩菲儿 2:3 (8,10,-5,-10,-9)   金序衍(韩国) --   郭丝雨 3:0 (10,6,5)
  黄禹乔(中华台北) --   辛成琳 2:3 (5,-9,-8,6,-9)   赵含 --   韦丹 3:2 (9,2,-7,-6,10)
  高雅楠 --   周依琳 3:2 (-8,-8,9,12,4)  Matchnum:20107   上海龙腾俱乐部  --  黑龙江二队  3 :1
 Matchnum:20075   正定实验（正华）二队  --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2 :3   李旖琳 --   曾紫艳 3:0 (8,8,4)
  代恬 --   庄瑞君 3:0 (7,5,1)   姜欣翊 --   王鑫钰 2:3 (-6,9,10,-11,-4)
  曹珂滢 --   陈婉婷 0:3 (-2,-7,-10)   杨屹韵 --   杨桐桐 3:0 (7,4,4)
  陈祺琪 --   李想 0:3 (-12,-7,-3)   李旖琳 --   王鑫钰 3:1 (6,7,-8,5)
  代恬 --   陈婉婷 3:0 (6,9,8)  Matchnum:20108   重庆市乒乓球队  --  北京首钢一队  0 :3
  曹珂滢 --   庄瑞君 0:3 (-10,-7,-6)   吕览 --   肖珺洺 0:3 (-10,-4,-3)
 Matchnum:20076   黑龙江一队  --  上海龙腾俱乐部  1 :3   邵文琦 --   李嘉琪 1:3 (-7,8,-7,-9)
  于天赐 --   姜欣翊 2:3 (-9,6,10,-8,-5)   史佳琪 --   谢景怡 0:3 (-11,-6,-9)
  吴玥彤 --   李旖琳 1:3 (-5,5,-5,-7)  Matchnum:20109   正定实验（正华）二队  --  山东鲁能队  3 :2
  宋金蕊 --   陈均金 3:2 (7,7,-9,-8,9)   代恬 --   高源 3:0 (6,9,13)
  于天赐 --   李旖琳 0:3 (-9,-5,-1)   陈祺琪 --   辛成琳 1:3 (-4,-5,9,-4)
 Matchnum:20077   重庆市乒乓球队  --  山东淄博  3 :2   曹珂滢 --   周依琳 1:3 (6,-6,-5,-4)
  吕览 --   肖国利 3:0 (10,4,9)   代恬 --   辛成琳 3:0 (3,6,3)
  邵文琦 --   张艳芳 2:3 (9,8,-9,-8,-4)   陈祺琪 --   高源 3:0 (9,5,4)
  史佳琪 --   崔晓华 2:3 (-8,7,9,-8,-9)  Matchnum:20110   天津队  --  八一队  3 :1
  吕览 --   张艳芳 3:1 (7,6,-11,5)   王一同 --   杨壹 3:1 (-9,6,4,7)
  邵文琦 --   肖国利 3:0 (12,5,9)   王畅 --   王韵涵 2:3 (-8,-10,8,6,-10)
 Matchnum:20078   长春地铁  --  天津队  3 :2   温子仪 --   董瀚阳 3:0 (8,11,10)
  赵含 --   王畅 3:1 (8,-7,7,4)   王一同 --   王韵涵 3:2 (-3,-12,5,9,13)
  杨威 --   王一同 1:3 (-4,10,-3,-4)  Matchnum:20111   河南旭龙  --  黑龙江一队  0 :3
  王宁宁 --   温子仪 0:3 (0,0,0)   任梓蕙 --   于天赐 2:3 (-6,6,7,-7,-7)
  赵含 --   王一同 3:2 (-9,2,-3,8,6)   刘媛 --   吴玥彤 0:3 (-7,-11,-6)
  杨威 --   王畅 3:1 (-8,6,6,6)   李文军 --   宋金蕊 1:3 (9,-8,-8,-9)
 Matchnum:20079   北京首钢一队  --  八一队  3 :0  Matchnum:20112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  山东淄博  1 :3
  李嘉琪 --   杨壹 3:1 (-8,5,10,3)   岳京京 --   张艳芳 1:3 (-7,2,-4,-9)
  冯芯雪 --   王韵涵 3:2 (-9,-10,8,6,10)   梁艺书 --   崔晓华 3:0 (8,9,8)
  肖珺洺 --   董瀚阳 3:0 (6,7,8)   王颖 --   肖国利 1:3 (-4,5,-10,-6)
 Matchnum:20080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二队  0 :3   岳京京 --   崔晓华 2:3 (10,-12,4,-11,-7)
  岳京京 --   李若茜 1:3 (-5,-3,12,-9)  Matchnum:20121   长春地铁  --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3 :0
  梁艺书 --   郭丝雨 1:3 (-8,6,-8,-2)   李有辰(韩国) --   陈婉婷 3:1 (7,-4,6,8)
  王颖 --   韦丹 1:3 (-4,-7,10,-10)   金序衍(韩国) --   李想 3:2 (-9,-4,1,5,5)
 Matchnum:20089   山东胜利东胜  --  黑龙江二队  3 :2   赵含 --   庄瑞君 3:0 (7,4,5)
  黄禹乔(中华台北) --   曾紫艳 3:1 (-7,7,10,6)  Matchnum:20122   山东胜利东胜  --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二队  0 :3
  高雅楠 --   王鑫钰 3:2 (-9,10,11,-7,3)   黄禹乔(中华台北--   李若茜 0:3 (-15,-14,-9)
  孙如意 --   杨桐桐 2:3 (9,-8,10,-7,-3)   高雅楠 --   郭丝雨 1:3 (8,-5,-8,-3)
  黄禹乔(中华台北) --   王鑫钰 0:3 (-3,-2,-10)   闫子琦 --   韦丹 0:3 (-7,-9,-8)
  高雅楠 --   曾紫艳 3:0 (4,5,2)  Matchnum:20123   上海龙腾俱乐部  --  北京首钢一队  0 :3
 Matchnum:20090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  上海龙腾俱乐部  3 :1   童轶璠 --   李嘉琪 0:3 (-3,-6,-3)
  陈婉婷 --   姜欣翊 1:3 (-9,6,-7,-2)   陈均金 --   肖珺洺 0:3 (-9,-6,-6)
  庄瑞君 --   李旖琳 3:2 (-11,8,6,-9,6)   杨屹韵 --   冯芯雪 0:3 (-8,-9,-4)
  李想 --   童轶璠 3:1 (13,-8,4,7)  Matchnum:20124   黑龙江二队  --  重庆市乒乓球队  3 :2
  陈婉婷 --   李旖琳 3:1 (-10,7,10,8)   王鑫钰 --   史佳琪 3:0 (8,6,10)
 Matchnum:20091   重庆市乒乓球队  --  长春地铁  1 :3   曾紫艳 --   邵文琦 2:3 (11,-9,-6,9,-8)
  吕览 --   李有辰(韩国) 3:2 (-4,7,9,-8,7)   杨桐桐 --   李迎迎 3:1 (-10,9,5,5)
  邵文琦 --   金序衍(韩国) 1:3 (-11,9,-8,-6)   王鑫钰 --   邵文琦 1:3 (6,-10,-8,-3)
  李迎迎 --   赵含 1:3 (-9,-5,5,-6)   曾紫艳 --   史佳琪 3:0 (3,8,17)
  吕览 --   金序衍(韩国) 0:3 (-8,-10,-9)  Matchnum:20125   天津队  --  正定实验（正华）二队  1 :3
 Matchnum:20092   北京首钢一队  --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二队  0 :3   温子仪 --   陈祺琪 0:3 (-6,-6,-6)
  肖珺洺 --   李若茜 2:3 (-10,10,10,-10,-8)   王一同 --   代恬 0:3 (-7,-3,-4)
  李嘉琪 --   郭丝雨 0:3 (-8,-6,-8)   李雨洋 --   曹珂滢 3:1 (9,9,-7,10)
  冯芯雪 --   韦丹 0:3 (-7,-7,-11)   温子仪 --   代恬 0:3 (-10,-7,-4)
 Matchnum:20093   山东鲁能队  --  河南旭龙  3 :2  Matchnum:20126   山东鲁能队  --  八一队  3 :0
  辛成琳 --   刘媛 3:1 (8,10,-9,7)   韩菲儿 --   杨壹 3:1 (-5,6,10,8)
  高源 --   任梓蕙 2:3 (-8,9,3,-3,-8)   辛成琳 --   王韵涵 3:0 (6,9,10)
  韩菲儿 --   李文军 1:3 (-5,-8,7,-6)   高源 --   董瀚阳 3:2 (11,-7,9,-6,8)
  辛成琳 --   任梓蕙 3:2 (8,7,-8,-7,5)  Matchnum:20127   黑龙江一队  --  山东淄博  3 :0
  高源 --   刘媛 3:0 (6,13,7)   吴玥彤 --   李聪奕 3:0 (9,7,13)
 Matchnum:20094   正定实验（正华）二队  --  黑龙江一队  3 :2   于天赐 --   王桂宁 3:1 (6,-9,6,7)
  代恬 --   于天赐 3:1 (8,5,-9,8)   宋金蕊 --   崔晓华 3:2 (7,-1,8,-4,5)
  陈祺琪 --   吴玥彤 1:3 (-9,-4,7,-10)  Matchnum:20128   河南旭龙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0 :3
  曹珂滢 --   宋金蕊 1:3 (9,-5,-6,-9)   任梓蕙 --   梁艺书 2:3 (10,-5,11,-9,-10)
  代恬 --   吴玥彤 3:0 (9,3,8)   李文军 --   陈雯雯 1:3 (7,-13,-7,-5)
  陈祺琪 --   于天赐 3:1 (-9,8,9,7)   刘媛 --   王颖 0:3 (-7,-11,-3)
 Matchnum:20095   山东淄博  --  天津队  2 :3
  崔晓华 --   温子仪 3:1 (-4,7,9,7)
  肖国利 --   王一同 3:1 (10,6,-7,9)
  王桂宁 --   李雨洋 1:3 (8,-6,-5,-6)
  崔晓华 --   王一同 0:3 (-5,-5,-6)
  肖国利 --   温子仪 1:3 (2,-10,-8,-7)
 Matchnum:20096   八一队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3 :0
  王韵涵 --   王颖 3:2 (6,9,-8,-6,9)
  杨壹 --   梁艺书 3:2 (-9,11,7,-9,9)
  董瀚阳 --   陈雯雯 3:2 (5,-10,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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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苏中利科技集团

2. 轮空

3.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4.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5. 河南亿诚搏冠

6.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7. 广东二沙深圳一队

8. 福建厦门队
 

9. 廊坊赛福特俱乐部

10. 黑龙江

11. 重庆市乒乓球队

12. 上海龙腾俱乐部

13. 浙江广域浙大

14. 安徽队

15. 福建队

16. 辽宁队

男子团体   第三次淘汰附加赛

 A 组 （前16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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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10033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2 :3  Matchnum:10038   浙江广域浙大  --  安徽队  3 :0
  曹金泽 --   李辛阳 3:0 (8,8,5)   葉致緯(中华台北) --   水晶林 3:0 (6,5,6)
  高骏飞 --   陆煜炜 1:3 (9,-2,-14,-9)   王浚骁 --   张超越 3:2 (7,-4,7,-1,7)
  杨宜霖 --   赖数筠 3:0 (8,7,6)   郑悦诚 --   崔敏泽 3:0 (7,4,7)
  曹金泽 --   陆煜炜 2:3 (8,-7,-10,4,-4)  Matchnum:10039   辽宁队  --  福建队  3 :2
  高骏飞 --   李辛阳 2:3 (-8,9,-9,4,-6)   吴俊翰 --   陶奕庭 2:3 (-8,7,3,-10,-7)
 Matchnum:10034   河南亿诚搏冠  --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1 :3   单猛 --   李明隆 2:3 (4,-8,-4,4,-8)
  刘毅 --   衡寅号 1:3 (9,-10,-7,-8)   王梓铭 --   林蓄琪 3:2 (3,-8,9,-10,12)
  庞斌 --   万乔宇 3:1 (9,-6,2,4)   吴俊翰 --   李明隆 3:0 (2,6,7)
  居明蔚 --   陈尚玄 2:3 (-9,-8,6,7,-7)   单猛 --   陶奕庭 3:0 (4,2,7)
  刘毅 --   万乔宇 1:3 (9,-3,-6,-4)  Matchnum:10080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  江苏中利科技集团  0 :3
 Matchnum:10035   福建厦门队  --  广东二沙深圳一队  3 :2   陆煜炜 --   杨磊 0:3 (-5,-8,-7)
  李永胤 --   范国宁 3:0 (6,1,11)   李辛阳 --   胡彬 0:3 (-12,-5,-6)
  陈磊欣 --   梅斌 1:3 (-9,11,-4,-8)   赖数筠 --   陈晓亮 1:3 (-9,5,-7,-7)
  朱柏靖 --   梁炳生 0:3 (-10,-9,-6)  Matchnum:10081   福建厦门队  --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3 :1
  李永胤 --   梅斌 3:0 (9,6,8)   李永胤 --   衡寅号 3:0 (7,9,6)
  陈磊欣 --   范国宁 3:2 (9,-7,-7,10,8)   陈磊欣 --   万乔宇 3:2 (-8,-2,10,6,8)
 Matchnum:10036   廊坊赛福特俱乐部  --  黑龙江  3 :0   朱柏靖 --   陈尚玄 0:3 (-8,-11,-4)
  郭凯 --   张天 3:0 (3,15,7)   李永胤 --   万乔宇 3:1 (-13,9,4,7)
  赵兵 --   张子归 3:0 (3,1,6)  Matchnum:10082   廊坊赛福特俱乐部  --  重庆市乒乓球队  3 :1
  辛朝旭 --   孙佳逸 3:2 (-9,7,-6,4,11)   郭凯 --   齐梓旭 3:1 (6,-8,8,4)
 Matchnum:10037   上海龙腾俱乐部  --  重庆市乒乓球队  1 :3   赵兵 --   刘晟昊 2:3 (2,9,-19,-9,-2)
  黄一舜 --   齐梓旭 3:0 (8,4,3)   辛朝旭 --   张焱 3:1 (7,9,-8,3)
  诸康亮 --   刘晟昊 1:3 (-8,6,-7,-5)   郭凯 --   刘晟昊 3:0 (9,9,0)
  樊浩宇 --   张焱 1:3 (-5,-9,9,-12)  Matchnum:10083   浙江广域浙大  --  辽宁队  0 :3
  黄一舜 --   刘晟昊 2:3 (2,-10,-5,8,-3)   葉致緯(中华台北) --   单猛 1:3 (-9,9,-5,-9)

  王浚骁 --   吴俊翰 0:3 (-9,-5,-7)
  郑悦诚 --   王梓铭 0:3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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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团体   第三次淘汰附加赛

 B 组 （后16名组）

1. 八一队

2.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3. 湖北队

4. 河南范县

5. 广东二沙深圳三队

6. 河北二队

7. 广东二沙深圳二队

8. 河北一队

9. 四川长虹佑康

10. 广东二沙深圳四队

11. 山东胜利东胜

12. 北京华夏银行一队

13. 浙江物产中大

14. 河南旭龙

15. 青城山都江堰

16. 北京华夏银行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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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10040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  八一队  3 :1  Matchnum:10046   河南旭龙  --  浙江物产中大  3 :0
  张思凝 --   鲁锎阳 3:1 (-3,14,10,10)   段亚东 --   胡俊豪 3:1 (-9,6,6,8)
  郭南 --   刘寒风 0:3 (-7,-5,-11)   牛奋 --   向鹏 3:2 (-9,8,-7,4,9)
  杨天恺 --   牛家乐 3:1 (7,-8,8,9)   刘东 --   韩洋 3:0 (9,12,7)
  张思凝 --   刘寒风 3:0 (3,7,12)  Matchnum:10047   青城山都江堰  --  北京华夏银行二队  0 :3
 Matchnum:10041   湖北队  --  河南范县  2 :3   乔俊峰 --   宋柏甫 0:3 (-7,-10,-8)
  刘梓轩 --   吕智 3:1 (5,9,-4,7)   何恩 --   董浩宇 0:3 (-7,-5,-8)
  黄光宇 --   段祺允 2:3 (-10,12,8,-3,-10)   邓皓天 --   姜震宇 1:3 (-5,10,-8,-3)
  涂志颖 --   徐立军 3:1 (-8,6,10,8)  Matchnum:10091   湖北队  --  八一队  1 :3
  刘梓轩 --   段祺允 0:3 (-9,-6,-7)   涂志颖 --   鲁锎阳 0:3 (-6,-7,-8)
  黄光宇 --   吕智 2:3 (-6,9,-7,2,-10)   刘梓轩 --   刘寒风 3:1 (5,6,-6,7)
 Matchnum:10042   广东二沙深圳三队  --  河北二队  3 :0   黄光宇 --   牛家乐 0:3 (-5,-7,-8)
  蔡德常 --   王帅澎 3:0 (8,4,9)   涂志颖 --   刘寒风 0:3 (-8,-9,-7)
  黄振原 --   赵天奇 3:1 (-8,3,3,5)  Matchnum:10092   广东二沙深圳二队  --  河北二队  3 :0
  张鑫 --   陈君翔(中华台北) 3:2 (5,3,-10,-9,9)   陈鋈 --   陈君翔(中华台北) 3:1 (7,11,-8,3)
 Matchnum:10043   河北一队  --  广东二沙深圳二队  3 :0   张迪俊 --   王帅澎 3:0 (9,6,5)
  刘思琰 --   张迪俊 3:2 (-11,6,-12,3,6)   张靖松 --   赵天奇 3:0 (7,2,9)
  张寅飞 --   张靖松 3:1 (-10,11,11,8)  Matchnum:10093   四川长虹佑康  --  山东胜利东胜  3 :0
  程功 --   陈鋈 3:2 (6,10,-4,-15,8)   李治 --   王宇豪 3:0 (3,6,9)
 Matchnum:10044   广东二沙深圳四队  --  四川长虹佑康  3 :2   向南翔 --   徐嘉良 3:0 (4,4,1)
  陆永辉 --   宋信科 3:1 (7,7,-5,5)   宋信科 --   袁立涛 3:0 (4,7,11)
  袁烜松 --   李治 1:3 (8,-5,-8,-9)  Matchnum:10094   青城山都江堰  --  浙江物产中大  0 :3
  姚官泽 --   向南翔 0:3 (-5,-6,-8)   何恩 --   胡俊豪 0:3 (-6,-9,-4)
  陆永辉 --   李治 3:0 (12,4,8)   乔俊峰 --   韩洋 0:3 (-8,-11,-9)
  袁烜松 --   宋信科 3:1 (-8,6,4,9)   邓皓天 --   向鹏 0:3 (-7,-10,-3)
 Matchnum:10045   北京华夏银行一队  --  山东胜利东胜  3 :2
  齐一彪 --   王宇豪 3:0 (5,11,6)
  吕北京 --   徐嘉良 1:3 (-8,-6,8,-5)
  李健铭 --   袁立涛 3:0 (17,5,5)
  齐一彪 --   徐嘉良 2:3 (6,-2,7,-5,-10)
  吕北京 --   王宇豪 3:0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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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团体   第三次淘汰附加赛

 A 组 （前16名组）

1. 济南宗盛乒乓球俱乐部

2. 轮空

3. 正定实验（万浦）一队

4. 浙江物产中大

5. 福建队

6. 河北

7. 辽宁队

8. 浙江广域浙大
 

9. 上海体校曹燕华

10.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11. 武汉宏大队

12.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13. 华南理工大学

14. 北京首钢二队

15. 轮空

16.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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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20033   正定实验（万浦）一队  --  浙江物产中大  0 :3  Matchnum:20038   北京首钢二队  --  华南理工大学  3 :1
  林家瑄(中华台北) --   缪帆 1:3 (5,-7,-9,-3)   李雅可 --   刘泓辛 3:0 (3,7,3)
  李书睿 --   王一凡 0:3 (-8,-8,-7)   蒋桐 --   姚晗 0:3 (-4,-12,-9)
  周瀚洋 --   朱玲慧 2:3 (7,-7,-3,8,-10)   任佳馨 --   周莉媛 3:2 (7,-6,8,-9,7)
 Matchnum:20034   河北  --  福建队  3 :2   李雅可 --   姚晗 3:1 (8,7,-7,6)
  王释田 --   王昕昕 3:0 (9,7,6)  Matchnum:20079   浙江物产中大  --  济南宗盛乒乓球俱乐部  1 :3
  张亚卓 --   吴沁怡 1:3 (-9,-9,8,-11)   王一凡 --   李安琪 1:3 (-15,-10,6,-9)
  马昕月 --   陈绍筠 3:0 (9,7,5)   缪帆 --   李福香(朝鲜) 1:3 (3,-9,-8,-8)
  王释田 --   吴沁怡 2:3 (-6,-12,7,9,-7)   朱玲慧 --   崔贤霞(朝鲜) 3:2 (8,8,-6,-10,9)
  张亚卓 --   王昕昕 3:1 (3,8,-4,4)   王一凡 --   李福香(朝鲜) 1:3 (8,-6,-10,-8)
 Matchnum:20035   辽宁队  --  浙江广域浙大  1 :3  Matchnum:20080   浙江广域浙大  --  河北  3 :1
  苗磊 --   张浩榕 3:2 (-4,-5,7,8,8)   陈雯妍 --   张亚卓 3:0 (8,3,4)
  马晨希 --   陈雯妍 0:3 (-7,-3,-4)   张浩榕 --   王释田 3:1 (9,-9,9,9)
  洪嘉瞳 --   潘奕谘 1:3 (-6,-8,17,-4)   潘奕谘 --   马昕月 2:3 (-7,8,-9,9,-6)
  苗磊 --   陈雯妍 0:3 (-3,-7,-8)   陈雯妍 --   王释田 3:0 (6,6,5)
 Matchnum:20036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  上海体校曹燕华  1 :3  Matchnum:20081   武汉宏大队  --  上海体校曹燕华  0 :3
  章静珩 --   陈明佳 1:3 (8,-6,-8,-7)   张安佶 --   杨霁雯 1:3 (-9,12,-9,-8)
  金子衍 --   林依阳 3:2 (-8,6,-7,9,9)   易芳贤 --   林依阳 2:3 (9,-11,8,-5,-2)
  洪沁玥 --   杨霁雯 0:3 (-8,-11,-2)   孙一冉 --   陈明佳 1:3 (-5,-5,7,-8)
  章静珩 --   林依阳 2:3 (2,7,-5,-7,-8)  Matchnum:20082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二  --  北京首钢二队  0 :3
 Matchnum:20037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  武汉宏大队  1 :3   赵尚 --   蒋桐 0:3 (-8,-8,-5)
  杨艺 --   张安佶 0:3 (-7,-5,-10)   朱培育 --   李雅可 2:3 (-6,7,9,-9,-9)
  王楠 --   易芳贤 1:3 (8,-9,-6,-11)   仇媛媛 --   任佳馨 2:3 (-16,-9,9,8,-6)
  李佳明 --   孙一冉 3:1 (-6,9,9,4)
  杨艺 --   易芳贤 1:3 (5,-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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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团体   第三次淘汰附加赛

 B组 （后16名组）

1. 长春地铁

2.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3. 天津队

4. 黑龙江二队

5. 北京首钢一队

6. 八一队

7. 黑龙江一队

8. 山东胜利东胜

10. 山东淄博

16.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13. 重庆市乒乓球队

14. 正定实验（正华）二队

15. 河南旭龙

11. 山东鲁能队

12. 上海龙腾俱乐部

9.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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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num:20039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  长春地铁  1 :3  Matchnum:20045   重庆市乒乓球队  --  正定实验（正华）二队  3 :2
  梁艺书 --   李有辰(韩国) 3:1 (1,-5,9,10)   吕览 --   陈祺琪 2:3 (-3,10,-13,8,-10)
  王颖 --   金序衍(韩国) 0:3 (-2,-5,-5)   邵文琦 --   代恬 0:3 (-6,-5,-6)
  岳京京 --   赵含 2:3 (-6,-10,11,6,-9)   李迎迎 --   曹珂滢 3:2 (11,7,-9,-7,11)
  梁艺书 --   金序衍(韩国) 0:3 (-3,-4,-6)   吕览 --   代恬 3:2 (9,-4,6,-3,5)
 Matchnum:20040   天津队  --  黑龙江二队  2 :3   邵文琦 --   陈祺琪 3:2 (3,7,-8,-7,7)
  王一同 --   曾紫艳 3:1 (-8,7,8,9)  Matchnum:20046   河南旭龙  --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0 :3
  王畅 --   王鑫钰 0:3 (-7,-3,-6)   李文军 --   庄瑞君 1:3 (-11,-8,9,-4)
  温子仪 --   杨桐桐 3:2 (5,-9,-4,7,7)   任梓蕙 --   陈婉婷 1:3 (-6,-2,8,-4)
  王一同 --   王鑫钰 2:3 (6,-9,-6,9,-9)   刘媛 --   李想 0:3 (-7,-9,-10)
  王畅 --   曾紫艳 2:3 (8,-10,7,-8,-9)  Matchnum:20089   天津队  --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3 :1
 Matchnum:20041   北京首钢一队  --  八一队  3 :0   王一同 --   陈雯雯 3:1 (-7,6,4,7)
  李嘉琪 --   董瀚阳 3:0 (13,7,12)   温子仪 --   梁艺书 2:3 (10,-8,-10,8,-3)
  冯芯雪 --   王韵涵 3:2 (7,7,-9,-8,9)   李雨洋 --   王颖 3:1 (-8,10,11,3)
  肖珺洺 --   杨壹 3:0 (9,6,5)   王一同 --   梁艺书 3:0 (9,6,6)
 Matchnum:20042   黑龙江一队  --  山东胜利东胜  3 :2  Matchnum:20090   八一队  --  山东胜利东胜  3 :2
  吴玥彤 --   高雅楠 3:2 (-4,-3,6,9,10)   王韵涵 --   高雅楠 3:0 (9,9,10)
  于天赐 --   黄禹乔(中华台北) 0:3 (-8,-4,-11)   杨壹 --   黄禹乔(中华台北) 0:3 (-6,-2,-9)
  宋金蕊 --   闫子琦 3:0 (9,11,8)   董瀚阳 --   闫子琦 3:0 (7,4,9)
  吴玥彤 --   黄禹乔(中华台北) 0:3 (-5,-9,-10)   王韵涵 --   黄禹乔(中华台北) 2:3 (8,11,-9,-9,-10)
  于天赐 --   高雅楠 3:0 (3,5,11)   杨壹 --   高雅楠 3:2 (-7,-9,5,5,7)
 Matchnum:20043   山东淄博  --  吉林大学林田远达二队  2 :3  Matchnum:20091   山东淄博  --  山东鲁能队  3 :1
  张艳芳 --   李若茜 3:0 (7,5,10)   崔晓华 --   高源 3:0 (10,6,8)
  肖国利 --   郭丝雨 0:3 (-9,-7,-10)   张艳芳 --   辛成琳 3:0 (10,6,5)
  崔晓华 --   韦丹 2:3 (8,7,-3,-8,-5)   肖国利 --   韩菲儿 2:3 (8,5,-8,-9,-5)
  张艳芳 --   郭丝雨 3:1 (-7,10,7,4)   崔晓华 --   辛成琳 3:1 (-7,4,8,8)
  肖国利 --   李若茜 0:3 (-7,-7,-5)  Matchnum:20092   正定实验（正华）二队  --  河南旭龙  3 :0
 Matchnum:20044   上海龙腾俱乐部  --  山东鲁能队  3 :1   代恬 --   刘媛 3:0 (2,8,9)
  李旖琳 --   韩菲儿 3:1 (-4,3,8,9)   陈祺琪 --   李文军 3:2 (-9,-8,3,9,10)
  姜欣翊 --   辛成琳 1:3 (-8,7,-9,-5)   曹珂滢 --   任梓蕙 3:0 (8,5,9)
  杨屹韵 --   周依琳 3:1 (-8,5,8,6)
  李旖琳 --   辛成琳 3:0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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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报名及变更报名 
 

1、山东魏桥创业集团男子团体增报马志浩； 

2、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男子团体李鸿渐变更为郭南； 

3、河南范县男子团体乔伟卓变更为徐立军； 

4、廊坊赛福特俱乐部男子团体安柯晓变更为申奥； 

5、长春地铁女子团体姜多衍 KANG DAYEON(韩国)变更为王宁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