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

名          目

    次

山东康平 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山东胜利东胜

桐乡茅盾中学 广西金嗓子一队

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乒乓球学校（平潮中学）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二队 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湖南队 山东淄博

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天津队

重庆市乒乓球队 中国政法大学长郡中学二队

四川长虹一队 中国政法大学超峰体育

湖北省乒乓球队 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

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中国乒乓球学院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一队 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上海体校曹燕华

青城山都江堰 中国政法大学长郡中学一队

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冠邦科技 广西金嗓子二队

广西金嗓子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山东胜利东胜 福建省乒乓球队

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山西奥体队

中国乒乓球学校（平潮中学）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北京首钢

正定县实验学校（正华） 上海龙腾乒乓球运动俱乐部

四川长虹二队 河北队

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浙江竞体

天津队 山东泉动体育公司

无锡华卫医疗科技乒乓球俱乐部 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黑龙江

北京先农坛体校三队 成都娇子

辽宁队 内蒙古球管中心

河南·濮阳 河南民生药业

第31名 武汉宏大队 八一队

2019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D比赛(第一站)名次表

男 子 团 体 女  子   团  体

并列第1名

并列第11名

并列第13名

并列第15名

并列第17名

并列第3名

并列第5名

并列第7名

并列第9名

并列第27名

并列第29名

并列第19名

并列第21名

并列第23名

并列第2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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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计算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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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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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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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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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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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0:3 0:3 0:3 0:3 0:3 1:3 7

7 0:3 0:3 0:3 0:3 1:3 3:1 6

1 2 3 4 5 6 7 8 积分 计算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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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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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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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3 2:3 3:1 0:3 1:3 1:3 1:3 8 1 8

5 3:2 1:3 3:1 3:0 3:1 1:3 0:3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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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3:1 3:1 3:1 3:1 3:1 3:1 3:2 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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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团体第一阶段

A 组

北京先农坛体校
一队

湖北省乒乓球队

江西婺源恒顺
俱乐部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一队

7

武汉宏大队

河南·濮阳

浙江竞体
（柯桥中学）

积分

9

11

12

8

10

B 组

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四川长虹一队

山东胜利东胜

辽宁队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冠邦科技

正定县实验学校
（正华）

杭州淇岸贸易
有限公司

山东康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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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积分 计算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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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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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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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3 3:2 2:3 1:3 1:3 2:3 0:3 8 1 8

5 3:2 3:0 3:0 3:1 2:3 3:1 1:3 12 2 2

6 2:3 3:1 3:0 3:1 3:2 2:3 0:3 11 4

7 2:3 1:3 3:0 3:2 1:3 3:2 0:3 10 5

8 3:0 3:0 3:0 3:0 3:1 3:0 3:0 14 1

1 2 3 4 5 6 7 8 积分 计算 名次

1 3:2 1:3 3:2 3:0 3:0 2:3 1:3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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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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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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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3 0:3 1:3 3:2 3:0 0:3 1:3 9 6

6 0:3 0:3 0:3 0:3 0:3 0:3 1:3 7 8

7 3:2 3:0 3:0 3:1 3:0 3:0 1:3 13 2

8 3:1 3:1 3:2 3:1 3:1 3:1 3:1 14 1

安徽国轩乒乓球
俱乐部一队

男子团体第一阶段

C 组

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广西金嗓子

四川长虹二队

北京先农坛体校
三队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二队

青城山都江堰

无锡华卫医疗科技
乒乓球俱乐部

杭州摩腾体育用品
有限公司

D 组

北京先农坛体校
二队

安徽国轩乒乓球
俱乐部二队

湖南队

天津队

中国乒乓球学校
（平潮中学）

重庆市乒乓球队

桐乡茅盾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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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计算 名次

1 0:3 1:3 3:2 3:2 3:0 3:2 3,4/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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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1 2:3 3:0 1:3 3:0 3:2 3,4/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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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3 2:3 3:1 3:1 3:2 3:0 3,5/4 2

6 0:3 1:3 0:3 0:3 2:3 0: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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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 积分 计算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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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2 3:2 3:2 3:0 3:1 3:2 3:1 14 1

3 3:2 2:3 3:2 2:3 1:3 3:0 2:3 10 2 6

4 2:3 2:3 2:3 2:3 0:3 0:3 3:2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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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3 1:3 3:1 3:0 1:3 0:3 1:3 9 7

7 3:2 2:3 0:3 3:0 3:0 3:0 3:0 12 2

8 2:3 1:3 3:2 2:3 3:2 3:1 0:3 10 4 4

8

10

6

7

河北队

福建省乒乓球队

中国乒乓球学院

广西金嗓子二队

B 组

天津队

山东淄博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内蒙古球管中心

北京首钢

武汉安心百分百
二队

河南民生药业

苏州田家炳实验
高级中学

积分

10

12

10

女子团体第一阶段

A 组

中国乒乓球队黄石
训练基地

广西金嗓子一队

中国乒乓球学校
（平潮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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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积分 计算 名次

1 0:3 3:1 3:0 3:2 3:1 3:0 3:0 13 1 2

2 3:0 2:3 3:0 3:0 3:0 3:0 3:0 13 2 1

3 1:3 3:2 1:3 2:3 3:0 1:3 2:3 9 2 7

4 0:3 0:3 3:1 2:3 3:1 0:3 1:3 9 3 6

5 2:3 0:3 3:2 3:2 1:3 1:3 1:3 9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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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0:3 0:3 3:1 3:0 3:1 3:2 2:3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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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 积分 计算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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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1 3:1 3:0 3:0 3:1 3:0 3:0 14 1

3 1:3 1:3 3:0 3:2 3:0 3:2 1:3 11 1 4

4 0:3 0:3 0:3 1:3 0:3 0:3 0:3 7 8

5 0:3 0:3 2:3 3:1 3:1 2:3 0:3 9 7

6 3:1 1:3 0:3 3:0 1:3 3:0 0:3 10 2 5

7 1:3 0:3 2:3 3:0 3:2 0:3 3:1 10 1 6

8 3:2 0:3 3:1 3:0 3:0 3:0 1:3 12 2
中国政法大学
超峰体育

山东胜利东胜

中国政法大学长郡
中学一队

八一队

山东泉动体育公司

浙江竞体

女子团体第一阶段

山西奥体队

上海龙腾乒乓球
运动俱乐部

成都娇子

上海体校曹燕华

中国政法大学长郡
中学二队

D 组

武汉安心百分百一
队

C 组

安徽国轩乒乓球
俱乐部

杭州摩腾体育用品
有限公司

黑龙江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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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1 1

2  1:3 3 4  3:1 1

3  0: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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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0 5

7  3:0 6 8  3:1 5

7  1:3 8

10  3:0 9

10  1:3 12 11  3:0 9

12  3:1 11

10  0:3 15 14  3:1 12 13  3:0 11 16  3:1 9

14  3:1 13

15  3:1 14 13  1:3 16

15  1:3 16

江苏神鹰栖霞
中学二队

男团第二阶段决1-16名

1

2

桐乡茅盾中学

北京先农坛
体校一队

3

4

四川长虹一队

5

6

山东康平

安徽国轩乒乓
球俱乐部一队

7

8

北京先农坛
体校二队

江西婺源恒顺
俱乐部

9

10

杭州摩腾体育
用品有限公司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冠邦科技

11

12

湖南队

湖北省
乒乓球队

13

14

重庆市
乒乓球队

江苏神鹰栖霞
中学一队

15

16

青城山都江堰

杭州淇岸贸易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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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3  3:2 1

4  3: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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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2 5

7  3:1 6 8  3:2 5

7  0:3 8

9  2:3 10

12  3:2 9 11  3:1 10

12  3:2 11

 3:0 12 15  3:2 9 16  3:2 11 10  1:3 13

14  3:0 13

14  0:3 15 16  3:2 13

15  2:3 16

3 四川长虹二队

4 天津队

广西金嗓子

男团第二阶段决17-31名

1

2

河南民生药业
一队

轮空

河南民生药业
二队

5

6

7

8

辽宁队

浙江竞体
（柯桥中学）

9
无锡华卫医疗科技
乒乓球俱乐部

15

16

北京先农坛
体校三队

安徽国轩乒乓
球俱乐部二队

10
中国乒乓球学校
（平潮中学）

11

12

13

14

山东胜利东胜

武汉宏大队

正定县实验
学校（正华）

河南·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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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0 1

2  0:3 4 3  3:0 1

4  3: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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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3 6

7  3:1 5 6  0:3 8

7  1:3 8

10  3:0 9

10  2:3 12 11  3:0 9

12  3:1 11

10  2:3 15 12  0:3 13 11  1:3 16 14  3:0 9

13  1:3 14

15  3:2 13 16  3:1 14

15  2:3 16

5

1

2

杭州摩腾体育
用品有限公司

中国乒乓球队
黄石训练基地

3

4

武汉安心
百分百一队

中国乒乓球
学院

6

中国政法大学
超峰体育

天津队

7

8

上海体校
曹燕华

广西金嗓子
一队

9 山东胜利东胜

11

12

13

14

安徽国轩
乒乓球俱乐部

中国乒乓球学校
（平潮中学）

16 山东淄博

女团第二阶段决1-16名

中国政法大学
长郡中学二队

武汉安心
百分百二队

15
中国政法大学
长郡中学一队

10
广西金嗓子

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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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1  1:3 4

3  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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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2 5

7  3:1 6 8  3:0 5

7  2:3 8

10  3:0 9

11  3:1 10 9  2:3 12

11  1:3 12

15  3:0 11 10  1:3 13 9  0:3 16 12  2:3 14

13  2:3 14

15  3:2 13 16  3:2 14

15  0:3 16

4

黑龙江

山西奥体队

7

8

内蒙古球管
中心

北京首钢

5

1

2

河北队

轮空

3

15

16

八一队

上海龙腾乒乓
球运动俱乐部

9

10

浙江竞体

成都娇子

11

12

女团第二阶段决17-31名

13

14

苏州田家炳
实验高级中学

福建省
乒乓球队

河南民生药业

上海中学
华东理工

6

广东二沙
深圳大学

山东泉动
体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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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 3.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0:3 5.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一队 -- 2.湖北省乒乓球队 1:3

姜震宇 -- 占文浩 0:3 (-7,-7,-9) 肖博 -- 马超 3:1 (7,5,-6,9)

娄仕榃 -- 李志毅 0:3 (-7,-5,-9) 沈烽 -- 徐逸航 1:3 (-4,5,-5,-3)

李健铭 -- 潘逸阳 0:3 (-9,-3,-3) 张润东 -- 李仕杰 2:3 (7,9,-13,-9,-8)

2.湖北省乒乓球队 -- 7.河南·濮阳 3:0 肖博 -- 徐逸航 1:3 (-8,7,-4,-5)

徐逸航 -- 赵铭阳 3:0 (4,6,4) 1.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 4.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3:2

马超 -- 史振国 3:1 (8,-9,5,9) 李健铭 -- 龚圣涵 2:3 (-7,5,5,-3,-10)

李仕杰 -- 李佳鹏 3:0 (4,10,8) 姜震宇 -- 包源涛 3:2 (4,-7,-6,9,12)

4.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 6.武汉宏大队 3:0 娄仕榃 -- 方栋 0:3 (-6,-4,-8)

龚圣涵 -- 邓超 3:1 (6,-10,5,6) 李健铭 -- 包源涛 3:2 (8,-3,4,-10,4)

包源涛 -- 周德恒 3:0 (19,6,12) 姜震宇 -- 龚圣涵 3:1 (9,-13,12,7)

方栋 -- 肖志恒 3:0 (2,4,5) 6.武汉宏大队 -- 2.湖北省乒乓球队 0:3

1.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 5.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一队 0:3 邓超 -- 沈骏宇 2:3 (6,-6,12,-6,-5)

姜震宇 -- 肖博 1:3 (-5,-8,6,-7) 肖志恒 -- 马超 1:3 (-2,-5,9,-1)

娄仕榃 -- 沈烽 0:3 (-11,-2,-6) 硕伦 -- 徐逸航 0:3 (-6,-3,-4)

李健铭 -- 胡畅 0:3 (-4,-9,-6) 5.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一队 -- 3.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0:3

3.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 7.河南·濮阳 3:0 沈烽 -- 李志毅 2:3 (8,9,-13,-9,-6)

占文浩 -- 史振国 3:0 (5,14,10) 肖博 -- 占文浩 2:3 (7,9,-9,-9,-6)

李志毅 -- 赵铭阳 3:0 (11,3,4) 胡畅 -- 潘逸阳 1:3 (12,-7,-9,-8)

潘逸阳 -- 李佳鹏 3:0 (5,4,4) 1.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 2.湖北省乒乓球队 0:3

2.湖北省乒乓球队 -- 4.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3:1 娄仕榃 -- 马超 1:3 (6,-5,-5,-8)

李仕杰 -- 包源涛 0:3 (-6,-5,-14) 姜震宇 -- 徐逸航 1:3 (8,-12,-7,-6)

徐逸航 -- 张琪锐 3:0 (10,6,7) 李健铭 -- 李仕杰 0:3 (-8,-4,-9)

马超 -- 方栋 3:0 (9,11,3) 6.武汉宏大队 -- 3.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0:3

徐逸航 -- 包源涛 3:0 (7,9,9) 邓超 -- 潘逸阳 0:3 (-5,-2,-7)

1.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 7.河南·濮阳 3:0 刘童译 -- 占文浩 1:3 (-1,-1,7,-9)

姜震宇 -- 赵铭阳 3:2 (6,5,-9,-9,9) 肖志恒 -- 张文强 0:3 (-2,-11,-8)

李健铭 -- 史振国 3:2 (-6,4,11,-4,8) 7.河南·濮阳 -- 5.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一队 1:3

娄仕榃 -- 李佳鹏 3:2 (-10,7,-11,5,7) 史振国 -- 沈烽 3:1 (-2,10,10,6)

5.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一队 -- 6.武汉宏大队 3:0 赵铭阳 -- 肖博 0:3 (-7,-7,-5)

胡畅 -- 刘童译 3:0 (5,4,7) 李佳鹏 -- 张润东 0:3 (-6,-7,-5)

沈烽 -- 硕伦 3:0 (1,7,3) 史振国 -- 肖博 0:3 (-7,-9,-6)

张润东 -- 周德恒 3:2 (7,8,-5,-10,6) 2.湖北省乒乓球队 -- 3.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0:3

3.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 4.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3:0 马超 -- 李志毅 0:3 (-9,-14,-9)

李志毅 -- 龚圣涵 3:1 (8,-5,2,6) 徐逸航 -- 占文浩 1:3 (10,-12,-2,-11)

占文浩 -- 包源涛 3:1 (7,9,-10,5) 沈骏宇 -- 潘逸阳 2:3 (-8,6,11,-8,-14)

张文强 -- 张琪锐 3:1 (-9,10,9,3) 4.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 5.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一队 1:3

1.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 6.武汉宏大队 3:0 包源涛 -- 沈烽 1:3 (8,-9,-9,-7)

李健铭 -- 周德恒 3:0 (2,3,7) 龚圣涵 -- 肖博 0:3 (-9,-5,-8)

姜震宇 -- 刘童译 3:0 (8,3,6) 张琪锐 -- 胡畅 3:0 (3,7,9)

娄仕榃 -- 硕伦 3:0 (10,5,7) 包源涛 -- 肖博 0:3 (-4,-8,-7)

7.河南·濮阳 -- 4.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0:3 6.武汉宏大队 -- 7.河南·濮阳 1:3

史振国 -- 方栋 2:3 (-2,4,-7,10,-10) 硕伦 -- 史振国 0:3 (-8,-8,-10)

赵铭阳 -- 龚圣涵 1:3 (-7,10,-5,-4) 周德恒 -- 李佳鹏 3:0 (9,3,10)

李佳鹏 -- 张琪锐 0:3 (-9,-7,-5) 邓超 -- 赵铭阳 1:3 (8,-7,-6,-8)

周德恒 -- 史振国 1:3 (-7,-3,6,-4)

男子团体第一阶段A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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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 3.山东胜利东胜 2:3 1.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 6.正定县实验学校（正华） 3:0
蒋世辉 -- 魏奕喆 3:0 (8,7,9) 温瑞博 -- 单兆国 3:2 (-9,4,-8,8,7)
张芮梓 -- 刘方佳 3:2 (9,-2,-10,12,8) 张芮梓 -- 王鸿翔 3:1 (-7,8,5,6)
温瑞博 -- 张恩泽 2:3 (-8,-9,6,8,-7) 熊浩博 -- 郭丁达 3:0 (10,9,3)
蒋世辉 -- 刘方佳 1:3 (-14,8,-11,-7) 5.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冠邦科技 -- 2.四川长虹一队 1:3
张芮梓 -- 魏奕喆 2:3 (5,-9,-8,5,-7) 李天宇 -- 李宜峰 0:3 (-8,-8,-10)
8.山东康平 -- 5.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冠邦科技 3:0 叶俊佑 -- 杨松灵 1:3 (-8,-6,9,-4)
吴俊翰 -- 叶俊佑 3:2 (-9,8,-7,6,8) 柴能 -- 张浩楠 3:0 (7,18,9)
龙宇 -- 柴能 3:2 (-11,6,-6,8,7) 李天宇 -- 杨松灵 1:3 (-11,-5,7,-8)
丁浩 -- 郭宇航 3:0 (10,3,5) 3.山东胜利东胜 -- 8.山东康平 1:3
2.四川长虹一队 -- 7.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1:3 刘方佳 -- 龙宇 0:3 (-3,-11,-10)
李宜峰 -- 罗铮 1:3 (-8,-11,6,-5) 张恩泽 -- 吴俊翰 0:3 (-8,-6,-10)
杨松灵 -- 耿舒鹏 1:3 (6,-7,-9,-6) 魏奕喆 -- 刘桂良 3:0 (8,3,4)
张浩楠 -- 刘新秀 3:0 (7,9,3) 张恩泽 -- 龙宇 2:3 (7,-7,-4,12,-9)
李宜峰 -- 耿舒鹏 2:3 (9,-11,-5,10,-5) 1.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 4.辽宁队 3:0
4.辽宁队 -- 6.正定县实验学校（正华） 1:3 温瑞博 -- 程昱博 3:1 (-5,7,5,6)
郑志祥 -- 单兆国 0:3 (-6,-9,-9) 蒋世辉 -- 郑志祥 3:1 (8,11,-8,7)
程昱博 -- 郭丁达 1:3 (10,-6,-6,-5) 张芮梓 -- 吕界龙 3:1 (7,9,-7,8)
吕界龙 -- 杨扶霖 3:2 (-9,-9,8,6,10) 6.正定县实验学校（正华） -- 2.四川长虹一队 0:3
程昱博 -- 单兆国 0:3 (-9,-4,-3) 杨扶霖 -- 张浩楠 2:3 (-11,-6,5,4,-7)
1.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 5.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冠邦科技 2:3 郭丁达 -- 杨松灵 1:3 (7,-4,-8,-9)
张芮梓 -- 叶俊佑 0:3 (-3,-8,-10) 单兆国 -- 李宜峰 1:3 (11,-9,-6,-4)
蒋世辉 -- 柴能 3:2 (7,-6,-1,10,8) 7.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 8.山东康平 3:2
熊浩博 -- 杨策 1:3 (-7,-8,7,-5) 罗铮 -- 龙宇 3:0 (10,8,7)
蒋世辉 -- 叶俊佑 3:0 (2,5,10) 耿舒鹏 -- 吴俊翰 2:3 (-6,-8,9,10,-4)
张芮梓 -- 柴能 0:3 (-5,-5,0) 董志豪 -- 丁浩 0:3 (-4,-7,-2)
3.山东胜利东胜 -- 7.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1:3 罗铮 -- 吴俊翰 3:1 (8,3,-9,8)
魏奕喆 -- 罗铮 0:3 (-4,-6,-7) 耿舒鹏 -- 龙宇 3:1 (-7,7,8,4)
刘方佳 -- 耿舒鹏 1:3 (-6,-8,6,-6) 5.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冠邦科技 -- 3.山东胜利东胜 3:1
张恩泽 -- 董志豪 3:0 (7,6,3) 叶俊佑 -- 张恩泽 3:1 (3,-6,6,4)
刘方佳 -- 罗铮 0:3 (-8,-1,-2) 李天宇 -- 刘方佳 3:0 (7,9,4)
8.山东康平 -- 6.正定县实验学校（正华） 3:0 柴能 -- 魏奕喆 2:3 (5,-13,8,-9,-10)

丁浩 -- 郭丁达 3:1 (8,6,-7,6) 李天宇 -- 张恩泽 3:0 (8,9,1)
吴俊翰 -- 单兆国 3:1 (4,-9,4,2) 1.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 2.四川长虹一队 0:3
龙宇 -- 王鸿翔 3:0 (11,6,8) 蒋世辉 -- 李宜峰 0:3 (-8,-8,-9)
2.四川长虹一队 -- 4.辽宁队 3:2 温瑞博 -- 杨松灵 1:3 (-10,-3,7,-11)
张浩楠 -- 程昱博 2:3 (-5,-6,10,12,-9) 张芮梓 -- 张浩楠 2:3 (8,-10,-8,7,-9)
杨松灵 -- 杨雨锟 3:0 (4,7,7) 4.辽宁队 -- 8.山东康平 1:3
李宜峰 -- 吕界龙 3:0 (3,8,9) 吕界龙 -- 龙宇 0:3 (-4,-4,-7)
杨松灵 -- 程昱博 1:3 (-5,-5,10,-3) 杨雨锟 -- 丁浩 1:3 (-4,-3,7,-5)
张浩楠 -- 杨雨锟 3:2 (-4,8,11,-10,8) 郑志祥 -- 闫正浩 3:0 (4,3,5)
1.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 7.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1:3 吕界龙 -- 丁浩 0:3 (-6,-7,-6)
张芮梓 -- 耿舒鹏 0:3 (-11,-11,-3) 6.正定县实验学校（正华） -- 3.山东胜利东胜 0:3
蒋世辉 -- 罗铮 0:3 (-2,-5,-9) 郭丁达 -- 张恩泽 1:3 (7,-8,-11,-5)
温瑞博 -- 董志豪 3:0 (8,8,8) 单兆国 -- 刘方佳 0:3 (-3,-11,-8)
蒋世辉 -- 耿舒鹏 1:3 (-13,10,-5,-9) 王鸿翔 -- 魏奕喆 1:3 (-10,9,-7,-8)
5.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冠邦科技 -- 6.正定县实验学校（正华） 3:1 7.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 5.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冠邦科技 3:1
李天宇 -- 郭丁达 3:1 (-8,9,6,2) 耿舒鹏 -- 李天宇 3:1 (5,-4,5,9)
叶俊佑 -- 单兆国 3:0 (5,10,9) 罗铮 -- 叶俊佑 3:0 (3,8,5)
杨策 -- 杨扶霖 0:3 (-7,-9,-6) 董志豪 -- 柴能 0:3 (-4,-4,-6)
李天宇 -- 单兆国 3:2 (-5,-8,8,3,6) 罗铮 -- 李天宇 3:0 (8,4,4)
3.山东胜利东胜 -- 4.辽宁队 1:3 1.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 8.山东康平 3:0
魏奕喆 -- 程昱博 0:3 (-10,-12,-6) 熊浩博 -- 刘桂良 3:0 (8,8,8)
刘方佳 -- 郑志祥 1:3 (-11,-5,8,-11) 张芮梓 -- 闫正浩 3:1 (1,-13,1,3)
张恩泽 -- 吕界龙 3:2 (10,-9,8,-11,9) 温瑞博 -- 吴俊翰 3:2 (6,-6,-5,9,1)
刘方佳 -- 程昱博 1:3 (9,-9,-4,-9) 2.四川长虹一队 -- 3.山东胜利东胜 3:0
8.山东康平 -- 2.四川长虹一队 3:1 李宜峰 -- 张恩泽 3:1 (-10,7,8,8)
丁浩 -- 杨松灵 1:3 (-5,10,-5,-7) 杨松灵 -- 刘方佳 3:1 (-10,12,9,6)
吴俊翰 -- 张浩楠 3:0 (4,4,7) 张浩楠 -- 魏奕喆 3:2 (-13,4,9,-8,7)
龙宇 -- 李宜峰 3:1 (3,-10,6,4) 4.辽宁队 -- 5.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冠邦科技 0:3
吴俊翰 -- 杨松灵 3:1 (10,4,-8,4) 杨雨锟 -- 柴能 1:3 (-6,-3,4,-6)
7.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 4.辽宁队 3:1 吕界龙 -- 郭宇航 0:3 (-8,-8,-9)
耿舒鹏 -- 郑志祥 3:0 (3,7,6) 郑志祥 -- 叶俊佑 0:3 (-6,-5,-6)
罗铮 -- 程昱博 3:0 (6,9,2) 6.正定县实验学校（正华） -- 7.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1:3
梁一宁 -- 杨雨锟 0:3 (-2,-1,-2) 王鸿翔 -- 耿舒鹏 0:3 (-7,-8,-8)
罗铮 -- 郑志祥 3:0 (2,2,3) 杨扶霖 -- 罗铮 0:3 (-7,-2,-3)

单兆国 -- 董志豪 3:0 (8,10,5)
杨扶霖 -- 耿舒鹏 0:3 (-10,-9,-7)

男子团体第一阶段B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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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 3.四川长虹二队 3:2 7.无锡华卫医疗科技乒乓球俱乐部 -- 4.北京先农坛体校三队 3:2
把永博 -- 王瀚 3:0 (5,4,4) 牛家乐 -- 李兆鹏 0:3 (-5,-2,-6)
童冠嶧 -- 宾小勇 1:3 (-8,7,-9,-5) 苗相仰 -- 吴宇森 3:0 (8,5,7)
黎彦君 -- 胡羽 3:0 (5,9,7) 王浩东 -- 张艺 2:3 (-11,6,-6,5,-9)
童冠嶧 -- 王瀚 2:3 (5,-10,-11,3,-7) 牛家乐 -- 吴宇森 3:1 (7,-9,6,5)
把永博 -- 宾小勇 3:0 (10,5,4) 苗相仰 -- 李兆鹏 3:2 (-7,9,-4,6,10)
8.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 5.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二队 3:1 5.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二队 -- 2.广西金嗓子 3:0
李永胤 -- 王卿伊 3:0 (8,3,4) 缪辰阳 -- 唐金 3:1 (5,9,-10,7)
闫铭辉 -- 缪辰阳 0:3 (-5,-9,-9) 王卿伊 -- 何京林 3:0 (7,4,12)
周宇 -- 王天祺 3:0 (6,8,5) 王天祺 -- 王骏超 3:2 (-8,7,-9,9,8)
李永胤 -- 缪辰阳 3:0 (11,6,7) 3.四川长虹二队 -- 8.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0:3
2.广西金嗓子 -- 7.无锡华卫医疗科技乒乓球俱乐部 3:1 宾小勇 -- 李永胤 0:3 (-5,-2,-7)
唐金 -- 牛家乐 2:3 (-9,5,7,-9,-8) 王瀚 -- 闫铭辉 0:3 (-6,-6,-2)
王骏超 -- 王浩东 3:1 (-3,9,8,6) 胡羽 -- 周宇 0:3 (-1,-7,-7)
何京林 -- 王宇翔 3:1 (10,8,-9,5) 1.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 4.北京先农坛体校三队 3:1
王骏超 -- 牛家乐 3:1 (3,8,-9,5) 把永博 -- 李兆鹏 3:0 (6,4,8)
4.北京先农坛体校三队 -- 6.青城山都江堰 1:3 黎彦君 -- 吴宇森 3:1 (6,-12,10,6)
吴宇森 -- 乔俊峰 2:3 (8,-8,6,-16,-9) 刘颜皞 -- 刘金朔 0:3 (-3,-8,-10)
李兆鹏 -- 田纪平 3:1 (9,-3,6,8) 黎彦君 -- 李兆鹏 3:1 (4,7,-9,10)
刘金朔 -- 王炳森 1:3 (-8,-10,6,-1) 6.青城山都江堰 -- 2.广西金嗓子 3:1
李兆鹏 -- 乔俊峰 2:3 (8,-9,4,-10,-6) 田纪平 -- 王骏超 2:3 (-7,9,8,-7,-9)
1.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 5.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二队 2:3 王炳森 -- 唐金 3:1 (8,-15,7,7)
把永博 -- 缪辰阳 3:1 (6,-8,9,10) 乔俊峰 -- 何京林 3:1 (7,-8,8,9)
黎彦君 -- 王卿伊 3:2 (12,7,-12,-2,9) 王炳森 -- 王骏超 3:1 (6,-8,8,6)
刘颜皞 -- 王天祺 2:3 (10,-13,3,-7,-6) 7.无锡华卫医疗科技乒乓球俱乐部 -- 8.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0:3
黎彦君 -- 缪辰阳 0:3 (-6,-5,-6) 苗相仰 -- 闫铭辉 0:3 (-5,-7,-4)
把永博 -- 王卿伊 1:3 (-1,-3,5,-8) 牛家乐 -- 李永胤 0:3 (-17,-12,-4)
3.四川长虹二队 -- 7.无锡华卫医疗科技乒乓球俱乐部 0:3 王浩东 -- 周宇 0:3 (-3,-5,-5)
王瀚 -- 王浩东 1:3 (-9,8,-7,-7) 5.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二队 -- 3.四川长虹二队 3:0
宾小勇 -- 牛家乐 2:3 (6,7,-7,-9,-7) 缪辰阳 -- 宾小勇 3:1 (-11,8,6,3)
胡羽 -- 王宇翔 0:3 (-10,-9,-4) 王天祺 -- 王瀚 3:2 (3,-4,-9,7,8)
8.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 6.青城山都江堰 3:0 王卿伊 -- 胡羽 3:0 (3,7,5)
李永胤 -- 王炳森 3:0 (7,4,5) 1.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 2.广西金嗓子 3:2
闫铭辉 -- 乔俊峰 3:0 (9,8,7) 把永博 -- 王骏超 3:0 (3,4,3)
周宇 -- 田纪平 3:0 (6,7,9) 黎彦君 -- 唐金 3:2 (-3,4,-9,10,8)
2.广西金嗓子 -- 4.北京先农坛体校三队 2:3 童冠嶧 -- 何京林 0:3 (-4,-9,-10)
王骏超 -- 李兆鹏 0:3 (-10,-5,-2) 黎彦君 -- 王骏超 2:3 (5,6,-9,-6,-9)
唐金 -- 吴宇森 3:1 (-10,6,7,2) 把永博 -- 唐金 3:1 (-11,12,8,6)
何京林 -- 张艺 3:0 (7,10,6) 4.北京先农坛体校三队 -- 8.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0:3
王骏超 -- 吴宇森 1:3 (-8,10,-9,-11) 刘金朔 -- 李永胤 0:3 (-8,-5,-6)
唐金 -- 李兆鹏 2:3 (-10,-9,8,6,-9) 吴宇森 -- 闫铭辉 0:3 (-5,-5,-1)
1.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 7.无锡华卫医疗科技乒乓球俱乐部 3:2 张艺 -- 任江文 0:3 (-5,-6,-6)
黎彦君 -- 牛家乐 2:3 (8,-5,-7,3,-7) 6.青城山都江堰 -- 3.四川长虹二队 3:0
把永博 -- 王浩东 3:2 (-8,8,-8,2,7) 王炳森 -- 宾小勇 3:0 (9,9,8)
刘颜皞 -- 王宇翔 3:2 (10,-8,-8,7,5) 乔俊峰 -- 王瀚 3:0 (9,9,1)
把永博 -- 牛家乐 1:3 (-9,-8,7,-4) 田纪平 -- 胡羽 3:0 (7,8,5)
黎彦君 -- 王浩东 3:2 (6,-9,-8,6,9) 7.无锡华卫医疗科技乒乓球俱乐部 -- 5.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二队 1:3
5.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二队 -- 6.青城山都江堰 2:3 牛家乐 -- 王卿伊 3:2 (10,-6,4,-9,5)
缪辰阳 -- 王炳森 3:2 (-5,-7,9,7,11) 苗相仰 -- 缪辰阳 1:3 (-5,-8,12,-7)
王卿伊 -- 乔俊峰 1:3 (10,-8,-7,-5) 王宇翔 -- 王天祺 2:3 (6,10,-10,-9,-2)

王天祺 -- 田纪平 2:3 (-5,-7,7,9,-7) 牛家乐 -- 缪辰阳 0:3 (-11,-6,-7)
缪辰阳 -- 乔俊峰 3:0 (9,7,5) 1.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 8.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0:3
王卿伊 -- 王炳森 2:3 (8,-10,7,-11,-8) 黎彦君 -- 李永胤 0:3 (-6,-4,-6)
3.四川长虹二队 -- 4.北京先农坛体校三队 3:2 把永博 -- 周宇 0:3 (-5,-8,-9)
宾小勇 -- 刘金朔 3:0 (12,7,6) 童冠嶧 -- 闫铭辉 0:3 (-6,-8,-7)
王瀚 -- 李兆鹏 1:3 (-7,-7,9,-3) 2.广西金嗓子 -- 3.四川长虹二队 3:0
胡羽 -- 吴宇森 1:3 (-6,10,-9,-8) 唐金 -- 宾小勇 3:2 (-10,9,10,-7,7)
宾小勇 -- 李兆鹏 3:1 (8,8,-4,4) 王骏超 -- 王瀚 3:1 (7,-8,11,8)
王瀚 -- 刘金朔 3:1 (7,8,-4,10) 何京林 -- 胡羽 3:0 (7,8,6)
8.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 2.广西金嗓子 3:0 4.北京先农坛体校三队 -- 5.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二队 1:3
闫铭辉 -- 王骏超 3:1 (-9,6,4,7) 吴宇森 -- 王天祺 3:1 (10,9,-8,10)
李永胤 -- 唐金 3:0 (5,1,5) 刘金朔 -- 缪辰阳 0:3 (-5,-7,-4)
周宇 -- 何京林 3:0 (8,5,5) 张艺 -- 王卿伊 0:3 (-3,-4,-3)
1.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 6.青城山都江堰 3:2 吴宇森 -- 缪辰阳 0:3 (-9,-18,-9)
黎彦君 -- 乔俊峰 3:0 (7,3,8) 6.青城山都江堰 -- 7.无锡华卫医疗科技乒乓球俱乐部 2:3
把永博 -- 田纪平 0:3 (-8,-2,-7) 乔俊峰 -- 王浩东 3:0 (7,3,7)
童冠嶧 -- 王炳森 1:3 (-6,-9,10,-6) 王炳森 -- 牛家乐 2:3 (10,-5,-11,6,-11)

把永博 -- 乔俊峰 3:1 (8,-9,7,6) 田纪平 -- 王宇翔 2:3 (9,-8,-11,5,-7)
黎彦君 -- 田纪平 3:2 (-4,2,-9,6,6) 乔俊峰 -- 牛家乐 3:1 (5,-12,9,15)

王炳森 -- 王浩东 2:3 (-8,-8,5,8,-2)

男子团体第一阶段C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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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 3.湖南队 1:3 5.天津队 -- 2.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0:3
李昊腾 -- 汤越翔 0:3 (-3,-8,-4) 闫豪 -- 胡钟文 1:3 (-6,-8,8,-8)
田楚凡 -- 游盛元 3:0 (2,8,8) 梁芳源 -- 魏一 0:3 (-2,-11,-10)
刘振隆 -- 张子喆 1:3 (-10,-8,3,-10) 王楷博 -- 陳泳勳 1:3 (-5,-1,7,-7)
田楚凡 -- 汤越翔 2:3 (-5,8,-7,10,-5) 1.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 6.中国乒乓球学校（平潮中学） 3:0
8.桐乡茅盾中学 -- 5.天津队 3:1 李昊腾 -- 吴翔 3:0 (8,8,7)
张洪铭 -- 梁芳源 3:0 (9,4,3) 刘振隆 -- 骆嘉 3:1 (8,10,-6,10)
叶致纬 -- 闫豪 3:1 (8,-7,9,4) 田楚凡 -- 刘学正 3:1 (-6,6,8,3)
徐浩然 -- 王楷博 0:3 (-5,-5,-5) 1.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 4.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3:2
叶致纬 -- 梁芳源 3:1 (5,10,-9,4) 李昊腾 -- 卫浩杰 3:1 (-11,4,8,7)
2.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 7.重庆市乒乓球队 0:3 刘振隆 -- 高加林 1:3 (-9,6,-2,-5)
魏一 -- 王晨 2:3 (-4,-9,8,6,-11) 田楚凡 -- 孔维道 3:2 (-4,8,11,-10,14)

林勇志 -- 杨飞 0:3 (-7,-7,-11) 李昊腾 -- 高加林 1:3 (-8,-3,5,-6)
陳泳勳 -- 侯博 1:3 (-5,-4,12,-6) 刘振隆 -- 卫浩杰 3:2 (-9,-5,9,5,8)
4.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 6.中国乒乓球学校（平潮中学） 3:0 6.中国乒乓球学校（平潮中学） -- 2.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0:3
高加林 -- 吴翔 3:0 (11,6,7) 骆嘉 -- 林勇志 0:3 (-4,-7,-7)
卫浩杰 -- 骆嘉 3:0 (7,8,7) 吴翔 -- 魏一 0:3 (-6,-8,-7)
宋少龙 -- 刘学正 3:0 (7,7,8) 刘学正 -- 陳泳勳 0:3 (-7,-8,-8)
1.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 5.天津队 3:0 7.重庆市乒乓球队 -- 8.桐乡茅盾中学 1:3
刘振隆 -- 闫豪 3:2 (9,8,-6,-8,7) 王晨 -- 叶致纬 0:3 (-9,-9,-9)
田楚凡 -- 王楷博 3:2 (-9,-9,8,12,10) 杨飞 -- 徐浩然 3:0 (2,6,3)
李昊腾 -- 李育光 3:0 (2,11,4) 侯博 -- 张洪铭 2:3 (8,-6,6,-9,-6)
3.湖南队 -- 7.重庆市乒乓球队 0:3 杨飞 -- 叶致纬 0:3 (-8,-6,-4)
汤越翔 -- 王晨 1:3 (-10,-9,9,-7) 5.天津队 -- 3.湖南队 1:3
张子喆 -- 杨飞 0:3 (-9,-9,-7) 闫豪 -- 汤越翔 0:3 (-4,-13,-6)
游盛元 -- 侯博 2:3 (7,-6,-9,7,-8) 梁芳源 -- 陈逸民 3:2 (-7,9,9,-4,9)
8.桐乡茅盾中学 -- 6.中国乒乓球学校（平潮中学） 3:1 李育光 -- 游盛元 2:3 (7,9,-10,-7,-9)
张洪铭 -- 骆嘉 3:0 (3,6,6) 梁芳源 -- 汤越翔 0:3 (-3,-9,-9)
叶致纬 -- 吴翔 3:0 (8,4,2) 1.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 2.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3:2
徐浩然 -- 刘学正 1:3 (10,-5,-3,-6) 刘振隆 -- 魏一 2:3 (-6,10,6,-9,-7)
叶致纬 -- 骆嘉 3:0 (3,13,9) 田楚凡 -- 胡钟文 3:0 (6,10,7)
2.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 4.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3:0 李昊腾 -- 陳泳勳 0:3 (-6,-4,-9)
魏一 -- 卫浩杰 3:2 (-12,8,-9,8,8) 刘振隆 -- 胡钟文 3:1 (-8,8,9,7)
胡钟文 -- 高加林 3:0 (7,4,8) 田楚凡 -- 魏一 3:2 (6,8,-10,-5,10)

林勇志 -- 孔维道 3:2 (-4,5,7,-9,5) 4.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 8.桐乡茅盾中学 1:3
1.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 7.重庆市乒乓球队 2:3 高加林 -- 张洪铭 0:3 (-7,-18,-4)
刘振隆 -- 杨飞 1:3 (6,-3,-8,-6) 宋少龙 -- 叶致纬 0:3 (-5,-8,-1)
田楚凡 -- 王晨 2:3 (7,-7,-9,9,-12) 陈福临 -- 徐浩然 3:0 (3,5,7)
李昊腾 -- 侯博 3:1 (10,9,-8,9) 高加林 -- 叶致纬 1:3 (-4,-5,6,-5)
刘振隆 -- 王晨 3:2 (-7,9,9,-6,4) 6.中国乒乓球学校（平潮中学） -- 3.湖南队 0:3
田楚凡 -- 杨飞 1:3 (8,-11,-3,-3) 骆嘉 -- 陈逸民 1:3 (7,-8,-8,-9)
5.天津队 -- 6.中国乒乓球学校（平潮中学） 3:0 吴翔 -- 汤越翔 1:3 (-7,-4,9,-4)
梁芳源 -- 吴翔 3:1 (-8,5,6,4) 刘学正 -- 游盛元 0:3 (-6,-6,-11)
王楷博 -- 骆嘉 3:2 (7,10,-8,-8,10) 7.重庆市乒乓球队 -- 5.天津队 3:0
李育光 -- 刘学正 3:1 (-4,3,7,7) 杨飞 -- 王楷博 3:1 (-6,3,7,8)
3.湖南队 -- 4.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3:1 侯博 -- 李育光 3:1 (9,10,-8,7)
张子喆 -- 高加林 1:3 (-9,4,-9,-3) 王晨 -- 闫豪 3:1 (1,5,-5,9)
汤越翔 -- 卫浩杰 3:0 (4,3,6) 1.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 8.桐乡茅盾中学 1:3
游盛元 -- 宋少龙 3:0 (9,4,2) 李昊腾 -- 张洪铭 0:3 (-9,-9,-5)
汤越翔 -- 高加林 3:0 (8,10,7) 田楚凡 -- 叶致纬 0:3 (-8,-3,-5)
8.桐乡茅盾中学 -- 2.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3:1 刘振隆 -- 韩元坤 3:0 (1,6,5)
张洪铭 -- 魏一 3:0 (2,8,3) 李昊腾 -- 叶致纬 1:3 (-7,-6,10,-8)
叶致纬 -- 胡钟文 3:0 (8,10,9) 2.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 3.湖南队 0:3
徐浩然 -- 林勇志 0:3 (-8,-2,-4) 陳泳勳 -- 陈逸民 1:3 (-8,-7,9,-8)
叶致纬 -- 魏一 3:0 (3,1,4) 魏一 -- 汤越翔 2:3 (-5,10,8,-9,-7)
7.重庆市乒乓球队 -- 4.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3:1 林勇志 -- 游盛元 0:3 (-8,-7,-3)
侯博 -- 宋少龙 2:3 (4,-8,5,-10,-7) 4.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 5.天津队 2:3
王晨 -- 高加林 3:1 (-5,10,9,6) 卫浩杰 -- 梁芳源 0:3 (-14,-4,-7)
杨飞 -- 陈福临 3:0 (2,1,2) 高加林 -- 李育光 3:2 (5,9,-8,-10,7)
侯博 -- 高加林 3:1 (7,11,-6,11) 宋少龙 -- 闫豪 0:3 (-6,-5,-4)
3.湖南队 -- 8.桐乡茅盾中学 2:3 高加林 -- 梁芳源 3:1 (6,5,-8,5)
汤越翔 -- 张洪铭 3:1 (6,-4,12,6) 卫浩杰 -- 李育光 1:3 (5,-8,-10,-6)
张子喆 -- 叶致纬 0:3 (-7,-7,-4) 6.中国乒乓球学校（平潮中学） -- 7.重庆市乒乓球队 0:3
游盛元 -- 徐浩然 3:0 (3,5,1) 吴翔 -- 杨飞 0:3 (-6,-6,-3)
汤越翔 -- 叶致纬 0:3 (-6,-3,-14) 骆嘉 -- 侯博 0:3 (-4,-6,-7)
张子喆 -- 张洪铭 0:3 (-6,-2,-9) 刘学正 -- 王晨 1:3 (-8,7,-9,-7)

男子团体第一阶段D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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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 -- 3.中国乒乓球学校（平潮中学） 1:3 1.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 -- 6.河南民生药业 3:0

陈采妮 -- 王心宇 1:3 (-6,-10,12,-9) 陈采妮 -- 程方铭 3:0 (8,4,6)

沈颖 -- 王星彤 1:3 (-9,-7,10,-6) 刘如纭 -- 李琰洁 3:1 (7,3,-10,7)

刘如纭 -- 沈佳盈 3:0 (8,11,2) 沈颖 -- 潘悦 3:2 (8,-8,9,-7,10)

陈采妮 -- 王星彤 0:3 (-7,-9,-12) 5.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 2.广西金嗓子一队 2:3

2.广西金嗓子一队 -- 7.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3:0 张梓煜 -- 郭佳薇 3:0 (7,9,6)

张国锐 -- 王若娴 3:0 (2,4,2) 黄婧雅 -- 张国锐 0:3 (-8,-5,-4)

郭佳薇 -- 江含 3:0 (6,9,5) 杨煜晴 -- 郝晨乐 0:3 (-7,-3,-5)

郝晨乐 -- 王丹妮 3:0 (7,5,6) 张梓煜 -- 张国锐 3:0 (8,7,10)

4.北京首钢 -- 6.河南民生药业 3:0 黄婧雅 -- 郭佳薇 1:3 (-5,7,-14,-6)

刘昕冉 -- 李琰洁 3:1 (3,6,-9,5) 1.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 -- 4.北京首钢 3:2

蔡一冉 -- 潘悦 3:2 (9,8,-8,-5,9) 陈采妮 -- 蔡一冉 3:1 (5,-7,9,6)

张钰婷 -- 程方铭 3:1 (5,8,-6,4) 刘如纭 -- 刘昕冉 3:2 (-9,7,8,-8,4)

1.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 -- 5.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3:2 沈颖 -- 田雨晨 1:3 (9,-9,-9,-9)

刘如纭 -- 黄婧雅 3:0 (8,8,9) 刘如纭 -- 蔡一冉 2:3 (-7,7,-6,7,-8)

沈颖 -- 张梓煜 0:3 (-9,-5,-8) 陈采妮 -- 刘昕冉 3:0 (3,1,7)

陈采妮 -- 杨煜晴 3:0 (8,2,8) 6.河南民生药业 -- 2.广西金嗓子一队 1:3

刘如纭 -- 张梓煜 1:3 (9,-5,-4,-5) 李琰洁 -- 郝晨乐 3:1 (6,-7,8,8)

沈颖 -- 黄婧雅 3:0 (10,7,8) 潘悦 -- 张国锐 0:3 (-5,-5,-1)

3.中国乒乓球学校（平潮中学） -- 7.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3:2 程方铭 -- 郭佳薇 0:3 (-8,-6,-4)

王心宇 -- 王若娴 0:3 (-9,-7,-5) 李琰洁 -- 张国锐 0:3 (-6,-7,-4)

王星彤 -- 江含 3:1 (4,8,-10,4) 5.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 3.中国乒乓球学校（平潮中学） 3:1

沈佳盈 -- 王丹妮 3:0 (6,9,4) 黄婧雅 -- 王心宇 3:2 (-6,11,-9,5,9)

王心宇 -- 江含 0:3 (-5,-7,-7) 张梓煜 -- 王星彤 3:1 (-10,7,6,4)

王星彤 -- 王若娴 3:1 (-9,8,8,8) 张宜娴 -- 沈佳盈 1:3 (9,-10,-8,-6)

2.广西金嗓子一队 -- 4.北京首钢 3:0 黄婧雅 -- 王星彤 3:2 (5,-3,-10,8,8)

张国锐 -- 蔡一冉 3:0 (9,8,7) 1.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 -- 2.广西金嗓子一队 0:3

郭佳薇 -- 刘昕冉 3:1 (-7,2,4,8) 陈采妮 -- 郭佳薇 2:3 (9,5,-8,-7,-6)

郝晨乐 -- 田雨晨 3:1 (-7,6,7,17) 刘如纭 -- 张国锐 1:3 (-8,10,-3,-8)

1.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 -- 7.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3:2 沈颖 -- 郝晨乐 0:3 (-9,-10,-6)

刘如纭 -- 江含 1:3 (4,-9,-10,-3) 6.河南民生药业 -- 3.中国乒乓球学校（平潮中学） 0:3

陈采妮 -- 王若娴 3:0 (3,4,7) 李琰洁 -- 王心宇 1:3 (-2,-8,8,-7)

沈颖 -- 王丹妮 1:3 (-5,-8,4,-6) 潘悦 -- 王星彤 0:3 (-5,-4,-9)

陈采妮 -- 江含 3:1 (6,-11,6,7) 程方铭 -- 陈美婧 1:3 (10,-9,-5,-8)

刘如纭 -- 王若娴 3:0 (11,5,4) 7.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 5.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0:3

5.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 6.河南民生药业 3:2 王若娴 -- 黄婧雅 1:3 (-7,11,-9,-9)

黄婧雅 -- 李琰洁 1:3 (10,-9,-7,-10) 江含 -- 张梓煜 0:3 (-5,-3,-8)

张梓煜 -- 潘悦 3:0 (2,6,2) 王丹妮 -- 杨煜晴 1:3 (-1,-6,8,-12)

张宜娴 -- 程方铭 1:3 (-7,6,-7,-5) 2.广西金嗓子一队 -- 3.中国乒乓球学校（平潮中学） 3:2

张梓煜 -- 李琰洁 3:0 (6,9,5) 张国锐 -- 陈美婧 3:0 (2,3,4)

黄婧雅 -- 潘悦 3:1 (9,4,-8,7) 郭佳薇 -- 王心宇 3:1 (8,9,-4,6)

3.中国乒乓球学校（平潮中学） -- 4.北京首钢 3:0 郝晨乐 -- 沈佳盈 0:3 (-8,-9,-12)

王心宇 -- 刘昕冉 3:1 (-9,3,11,8) 张国锐 -- 王心宇 0:3 (-9,-12,-4)

王星彤 -- 蔡一冉 3:2 (-9,8,-7,8,11) 郭佳薇 -- 陈美婧 3:0 (11,14,7)

沈佳盈 -- 孟然 3:0 (6,7,8) 4.北京首钢 -- 5.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1:3

7.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 4.北京首钢 2:3 蔡一冉 -- 黄婧雅 0:3 (-7,-7,-4)

王丹妮 -- 蔡一冉 1:3 (5,-9,-6,-7) 刘昕冉 -- 张梓煜 1:3 (-6,-6,9,-2)

江含 -- 刘昕冉 1:3 (-9,4,-8,-9) 孟然 -- 杨煜晴 3:0 (7,10,6)

王若娴 -- 张钰婷 3:1 (10,-7,7,10) 刘昕冉 -- 黄婧雅 2:3 (7,-7,-9,8,-7)

江含 -- 蔡一冉 3:0 (8,5,8) 6.河南民生药业 -- 7.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0:3

王丹妮 -- 刘昕冉 0:3 (-15,-10,-8) 潘悦 -- 江含 0:3 (-6,-10,-9)

李琰洁 -- 王若娴 0:3 (-6,-2,-7)

程方铭 -- 王丹妮 0:3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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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津队 -- 3.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2:3 5.河北队 -- 2.山东淄博 0:3
张恩润 -- 周宸 3:2 (-9,3,9,-8,7) 朱梓予 -- 刘孜炫 0:3 (-7,-10,-11)
刘琼文 -- 岳京京 0:3 (-6,-5,-13) 董雅诺 -- 李聪奕 1:3 (-13,9,-8,-9)
刘亚兰 -- 严嘉渝 3:2 (-7,4,9,-6,4) 仉贝宁 -- 刘盈辰 0:3 (-5,-4,-8)
张恩润 -- 岳京京 2:3 (11,-9,-8,9,-9) 3.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8.广西金嗓子二队 2:3
刘琼文 -- 周宸 0:3 (-9,-8,-4) 周宸 -- 卢佳 3:1 (10,5,-14,5)
8.广西金嗓子二队 -- 5.河北队 3:2 张培姿 -- 杨雨姗 0:3 (-5,-8,-8)
卢佳 -- 朱梓予 0:3 (-9,-9,-6) 岳京京 -- 解小娴 3:2 (-9,12,-8,5,9)
杨雨姗 -- 仉贝宁 3:0 (3,0,5) 周宸 -- 杨雨姗 0:3 (-5,-11,-9)
解小娴 -- 郧馨瑶 2:3 (10,9,-11,-6,-8) 张培姿 -- 卢佳 1:3 (-2,5,-10,-8)
杨雨姗 -- 朱梓予 3:0 (4,10,6) 1.天津队 -- 4.内蒙古球管中心 3:2
卢佳 -- 仉贝宁 3:0 (2,2,5) 刘亚兰 -- 原若曦 3:0 (3,11,5)
2.山东淄博 -- 7.中国乒乓球学院 3:2 张恩润 -- 范雪妍 0:3 (-9,-7,-7)
刘孜炫 -- 张静蕾 0:3 (-2,-7,-2) 刘鑫 -- 杨洋 2:3 (-7,9,-9,9,-6)
李聪奕 -- 严佳慧 2:3 (6,-3,4,-10,-9) 张恩润 -- 原若曦 3:0 (3,3,9)
刘盈辰 -- 张紫宸 3:2 (-6,9,10,-7,8) 刘亚兰 -- 范雪妍 3:1 (7,9,-8,11)
李聪奕 -- 张静蕾 3:1 (12,7,-9,6) 6.福建省乒乓球队 -- 2.山东淄博 1:3
刘孜炫 -- 严佳慧 3:0 (6,8,7) 姚梓旋 -- 刘孜炫 3:0 (3,9,9)
4.内蒙古球管中心 -- 6.福建省乒乓球队 0:3 李嘉妮 -- 李聪奕 2:3 (9,9,-7,-11,-9)
原若曦 -- 肖雨洁 0:3 (-8,-6,-9) 肖雨洁 -- 刘盈辰 1:3 (-7,11,-12,-6)
范雪妍 -- 李嘉妮 2:3 (7,-7,6,-5,-7) 姚梓旋 -- 李聪奕 2:3 (-6,-7,7,10,-10)
杨洋 -- 姚梓旋 1:3 (-6,9,-5,-8) 7.中国乒乓球学院 -- 8.广西金嗓子二队 3:0
1.天津队 -- 5.河北队 3:1 张静蕾 -- 卢佳 3:0 (6,5,8)
张恩润 -- 朱梓予 2:3 (4,-5,5,-6,-9) 严佳慧 -- 杨雨姗 3:1 (-8,2,8,8)
刘亚兰 -- 郧馨瑶 3:1 (7,-13,4,8) 张紫宸 -- 解小娴 3:1 (5,3,-9,2)
刘鑫 -- 董雅诺 3:2 (-8,6,-6,13,7) 5.河北队 -- 3.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3:2
刘亚兰 -- 朱梓予 3:2 (-5,7,2,-7,8) 朱梓予 -- 严嘉渝 3:0 (8,10,8)
3.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7.中国乒乓球学院 3:0 郧馨瑶 -- 周宸 3:1 (-6,9,7,11)
严嘉渝 -- 张静蕾 3:1 (9,7,-15,9) 仉贝宁 -- 张培姿 0:3 (-9,-7,-6)
周宸 -- 严佳慧 3:1 (-8,8,10,7) 朱梓予 -- 周宸 0:3 (-8,-9,0)
张培姿 -- 丁诗奕 3:1 (13,-8,8,9) 郧馨瑶 -- 严嘉渝 3:0 (6,6,6)
8.广西金嗓子二队 -- 6.福建省乒乓球队 3:1 1.天津队 -- 2.山东淄博 2:3
杨雨姗 -- 姚梓旋 3:1 (9,8,-5,4) 张恩润 -- 刘孜炫 0:3 (-10,-5,-6)
卢佳 -- 肖雨洁 1:3 (9,-9,-8,-7) 刘亚兰 -- 李聪奕 3:0 (11,5,10)
解小娴 -- 李嘉妮 3:2 (-9,-3,8,9,6) 刘琼文 -- 刘盈辰 1:3 (-12,6,-4,-5)
杨雨姗 -- 肖雨洁 3:0 (6,2,6) 张恩润 -- 李聪奕 3:0 (3,6,2)
2.山东淄博 -- 4.内蒙古球管中心 3:2 刘亚兰 -- 刘孜炫 0:3 (-7,-1,-8)
李聪奕 -- 范雪妍 0:3 (-4,-3,-14) 4.内蒙古球管中心 -- 8.广西金嗓子二队 3:2
刘孜炫 -- 原若曦 3:1 (7,-10,9,7) 范雪妍 -- 解小娴 3:0 (8,6,8)
刘盈辰 -- 杨洋 3:2 (5,-5,7,-7,6) 杨洋 -- 杨雨姗 0:3 (-10,-6,-3)
李聪奕 -- 原若曦 1:3 (-10,4,-5,-6) 原若曦 -- 卢佳 3:1 (2,12,-5,8)
刘孜炫 -- 范雪妍 3:2 (-9,12,-5,7,8) 范雪妍 -- 杨雨姗 1:3 (-5,9,-7,-2)
1.天津队 -- 7.中国乒乓球学院 2:3 杨洋 -- 解小娴 3:0 (9,10,8)
刘亚兰 -- 张静蕾 3:2 (7,-7,10,-10,9) 6.福建省乒乓球队 -- 3.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3:1
张恩润 -- 严佳慧 1:3 (-7,-7,10,-6) 姚梓旋 -- 周宸 3:0 (4,9,3)
刘鑫 -- 丁诗奕 3:2 (8,8,-4,-7,7) 李嘉妮 -- 岳京京 2:3 (-9,-6,12,5,-4)
张恩润 -- 张静蕾 2:3 (9,-4,-8,8,-7) 吴陈韵 -- 张培姿 3:2 (-13,9,-6,8,9)
刘亚兰 -- 严佳慧 1:3 (-9,11,-8,-7) 姚梓旋 -- 岳京京 3:2 (9,11,-8,-5,9)
5.河北队 -- 6.福建省乒乓球队 3:1 7.中国乒乓球学院 -- 5.河北队 3:0
董雅诺 -- 肖雨洁 3:0 (6,9,5) 张静蕾 -- 郧馨瑶 3:0 (3,8,3)
朱梓予 -- 姚梓旋 1:3 (-7,-6,7,-2) 严佳慧 -- 朱梓予 3:2 (8,-7,7,-6,1)
仉贝宁 -- 李嘉妮 3:1 (-9,11,7,3) 丁诗奕 -- 董雅诺 3:2 (6,-10,-8,6,6)
朱梓予 -- 肖雨洁 3:1 (7,-7,4,7) 1.天津队 -- 8.广西金嗓子二队 3:2
3.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4.内蒙古球管中心 3:2 刘亚兰 -- 卢佳 3:0 (1,7,1)
周宸 -- 杨洋 2:3 (-9,-12,6,7,-12) 张恩润 -- 杨雨姗 2:3 (7,-6,-6,5,-5)
岳京京 -- 原若曦 3:0 (9,4,6) 刘鑫 -- 解小娴 0:3 (-4,-14,-7)
严嘉渝 -- 柳畅 3:0 (3,7,2) 刘亚兰 -- 杨雨姗 3:0 (6,5,5)
周宸 -- 原若曦 1:3 (-9,-8,14,-4) 张恩润 -- 卢佳 3:0 (7,9,7)
岳京京 -- 杨洋 3:1 (5,-4,4,13) 2.山东淄博 -- 3.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3:2
8.广西金嗓子二队 -- 2.山东淄博 1:3 李聪奕 -- 周宸 3:0 (5,5,5)
杨雨姗 -- 刘孜炫 0:3 (-8,-2,-3) 刘孜炫 -- 岳京京 0:3 (-6,-5,-9)
卢佳 -- 李聪奕 1:3 (-7,3,-4,-10) 刘盈辰 -- 张培姿 3:1 (9,9,-9,8)
解小娴 -- 刘盈辰 3:2 (8,-5,8,-11,9) 李聪奕 -- 岳京京 1:3 (-9,10,-8,-8)
杨雨姗 -- 李聪奕 0:3 (-4,-4,-11) 刘孜炫 -- 周宸 3:1 (4,-7,7,6)
1.天津队 -- 6.福建省乒乓球队 3:2 4.内蒙古球管中心 -- 5.河北队 2:3
张恩润 -- 李嘉妮 1:3 (-8,-6,7,-7) 范雪妍 -- 朱梓予 3:1 (5,-8,5,5)
刘亚兰 -- 姚梓旋 1:3 (-8,5,-10,-9) 杨洋 -- 郧馨瑶 1:3 (-7,-2,5,-6)
刘琼文 -- 肖雨洁 3:1 (8,-10,4,8) 原若曦 -- 仉贝宁 2:3 (9,-11,7,-6,-7)
张恩润 -- 姚梓旋 3:0 (6,5,9) 范雪妍 -- 郧馨瑶 3:0 (6,7,3)
刘亚兰 -- 李嘉妮 3:0 (1,8,4) 杨洋 -- 朱梓予 1:3 (-3,-6,7,-3)
7.中国乒乓球学院 -- 4.内蒙古球管中心 3:0 6.福建省乒乓球队 -- 7.中国乒乓球学院 0:3
张静蕾 -- 原若曦 3:1 (8,-10,8,6) 姚梓旋 -- 严佳慧 1:3 (-9,9,-3,-6)
严佳慧 -- 范雪妍 3:1 (7,-12,9,8) 肖雨洁 -- 张静蕾 2:3 (-5,-9,10,12,-12)

张紫宸 -- 杨洋 3:2 (7,-6,-6,7,5) 李嘉妮 -- 丁诗奕 1:3 (-4,-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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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 -- 3.黑龙江 3:1 3.黑龙江 -- 8.中国政法大学长郡中学二队 2:3
张泽岳 -- 王艺沩 2:3 (5,-8,-12,9,-4) 姜爱媛 -- 梁敬翎 0:3 (-9,-10,-5)
杨丽萍 -- 张瑀濛 3:1 (-2,6,3,2) 王艺沩 -- 程皖宜 3:2 (-6,9,-7,7,6)
高雨晴 -- 姜爱媛 3:1 (6,-9,3,6) 张瑀濛 -- 贺沈莉 1:3 (9,-4,-1,-3)
杨丽萍 -- 王艺沩 3:1 (8,-2,9,3) 王艺沩 -- 梁敬翎 3:0 (6,4,8)
8.中国政法大学长郡中学二队 -- 5.上海龙腾乒乓球运动俱乐部 3:1 姜爱媛 -- 程皖宜 0:3 (-4,-5,-1)
程皖宜 -- 胡薏柠铧 2:3 (9,-8,-7,5,-9) 1.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 -- 5.上海龙腾乒乓球运动俱乐部 3:2
梁敬翎 -- 李怡 3:0 (7,1,7) 杨丽萍 -- 李怡 3:0 (7,5,10)
贺沈莉 -- 徐丽婧 3:0 (3,8,6) 张泽岳 -- 胡薏柠铧 2:3 (5,-13,8,-7,-12)

梁敬翎 -- 胡薏柠铧 3:2 (8,-4,6,-11,11) 高雨晴 -- 徐丽婧 3:2 (6,-6,-8,7,2)
2.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 7.上海体校曹燕华 3:0 杨丽萍 -- 胡薏柠铧 1:3 (9,-9,-6,-8)
时晨希 -- 朱辰文 3:0 (9,8,8) 张泽岳 -- 李怡 3:0 (3,7,6)
薛宇媛 -- 孟淑婷 3:0 (6,6,3) 6.成都娇子 -- 2.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0:3
刘柯辰 -- 汪小诗 3:0 (3,2,7) 夏紫宁 -- 时晨希 0:3 (-3,-9,-7)
4.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 6.成都娇子 3:1 刘家欣 -- 薛宇媛 0:3 (-4,-12,-2)
陈思培 -- 刘家欣 3:2 (-11,7,9,-7,8) 李佳乐 -- 刘柯辰 1:3 (-5,-1,10,-1)
廖凯雯 -- 李佳乐 3:2 (-8,-9,5,11,6) 7.上海体校曹燕华 -- 8.中国政法大学长郡中学二队 2:3
邓雅文 -- 夏紫宁 1:3 (-4,7,-9,-4) 孟淑婷 -- 程皖宜 0:3 (-7,-7,-10)
廖凯雯 -- 刘家欣 3:2 (-8,1,-9,5,8) 汪小诗 -- 梁敬翎 0:3 (-7,-6,-6)
1.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 -- 4.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3:0 周雅婷 -- 贺沈莉 3:2 (8,-9,-8,9,6)
杨丽萍 -- 廖凯雯 3:0 (8,5,3) 孟淑婷 -- 梁敬翎 3:0 (8,6,13)
张泽岳 -- 陈思培 3:1 (-10,7,8,9) 汪小诗 -- 程皖宜 0:3 (-7,-3,-9)
高雨晴 -- 邓雅文 3:1 (7,-8,9,11) 5.上海龙腾乒乓球运动俱乐部 -- 3.黑龙江 3:2
3.黑龙江 -- 7.上海体校曹燕华 1:3 李怡 -- 王艺沩 1:3 (-8,11,-4,-6)
王艺沩 -- 朱辰文 3:1 (-3,6,8,9) 胡薏柠铧 -- 姜爱媛 3:0 (6,3,4)
张瑀濛 -- 孟淑婷 1:3 (10,-1,-6,-6) 徐丽婧 -- 张瑀濛 2:3 (-9,6,10,-3,-10)

姜爱媛 -- 周雅婷 0:3 (-6,-2,-5) 胡薏柠铧 -- 王艺沩 3:2 (6,-2,-5,10,9)
王艺沩 -- 孟淑婷 1:3 (-6,6,-9,-5) 李怡 -- 姜爱媛 3:0 (7,6,2)
8.中国政法大学长郡中学二队 -- 6.成都娇子 3:0 1.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 -- 2.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0:3
梁敬翎 -- 李佳乐 3:2 (9,6,-9,-4,9) 杨丽萍 -- 时晨希 1:3 (-11,10,-8,-9)
程皖宜 -- 刘家欣 3:0 (9,7,10) 阮钰珊 -- 薛宇媛 0:3 (-4,-5,-3)
贺沈莉 -- 夏紫宁 3:0 (2,8,9) 张泽岳 -- 刘柯辰 1:3 (11,-8,-4,-8)
2.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 4.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3:0 4.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 8.中国政法大学长郡中学二队 1:3
时晨希 -- 廖凯雯 3:1 (-6,3,2,7) 廖凯雯 -- 梁敬翎 3:2 (-6,-7,3,9,4)
薛宇媛 -- 陈思培 3:0 (4,11,5) 陈思培 -- 程皖宜 1:3 (8,-6,-5,-6)
刘柯辰 -- 邓雅文 3:0 (4,7,2) 邓雅文 -- 贺沈莉 1:3 (-8,-4,4,-9)
1.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 -- 7.上海体校曹燕华 3:0 陈思培 -- 梁敬翎 2:3 (-13,-5,9,8,-6)
杨丽萍 -- 朱辰文 3:0 (6,8,6) 6.成都娇子 -- 3.黑龙江 0:3
张泽岳 -- 孟淑婷 3:1 (7,-9,2,4) 刘家欣 -- 张瑀濛 1:3 (-7,8,-10,-9)
高雨晴 -- 周雅婷 3:1 (-8,5,9,4) 李佳乐 -- 王艺沩 2:3 (-7,7,5,-7,-10)
5.上海龙腾乒乓球运动俱乐部 -- 6.成都娇子 1:3 夏紫宁 -- 姜爱媛 2:3 (9,5,-8,-8,-7)
李怡 -- 刘家欣 1:3 (8,-9,-13,-13) 7.上海体校曹燕华 -- 5.上海龙腾乒乓球运动俱乐部 3:1
胡薏柠铧 -- 夏紫宁 3:1 (8,10,-10,11) 孟淑婷 -- 李怡 3:0 (9,6,6)
徐丽婧 -- 李佳乐 2:3 (6,-6,-7,10,-9) 朱辰文 -- 胡薏柠铧 1:3 (-7,-13,5,-9)
胡薏柠铧 -- 刘家欣 2:3 (7,-10,-8,8,-14) 周雅婷 -- 徐丽婧 3:1 (7,-7,11,6)
3.黑龙江 -- 4.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1:3 孟淑婷 -- 胡薏柠铧 3:2 (-10,9,-10,5,4)
姜爱媛 -- 廖凯雯 0:3 (-2,-3,-5) 1.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 -- 8.中国政法大学长郡中学二队 3:0
张瑀濛 -- 陈思培 0:3 (-11,-3,-9) 杨丽萍 -- 程皖宜 3:1 (7,-7,11,11)
王艺沩 -- 邓雅文 3:1 (-8,5,7,3) 张泽岳 -- 梁敬翎 3:1 (9,-10,10,7)
张瑀濛 -- 廖凯雯 0:3 (-2,-3,-9) 阮钰珊 -- 贺沈莉 3:2 (-6,4,-6,7,6)
8.中国政法大学长郡中学二队 -- 2.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0:3 2.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 3.黑龙江 2:3
贺沈莉 -- 时晨希 1:3 (7,-3,-5,-3) 孙安雅 -- 张瑀濛 3:0 (7,8,4)
梁敬翎 -- 薛宇媛 0:3 (-7,-5,-7) 杨懿铃 -- 王艺沩 3:0 (8,7,9)
程皖宜 -- 刘柯辰 0:3 (-9,-2,-7) 刘柯辰 -- 姜爱媛 0:3 (-5,-4,-8)
1.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 -- 6.成都娇子 3:1 孙安雅 -- 王艺沩 0:3 (-2,-3,-3)
杨丽萍 -- 夏紫宁 3:1 (8,5,-8,5) 杨懿铃 -- 张瑀濛 0:3 (-9,-5,-5)
张泽岳 -- 刘家欣 3:1 (7,1,-4,8) 4.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 5.上海龙腾乒乓球运动俱乐部 2:3
阮钰珊 -- 李佳乐 1:3 (-7,-3,11,-7) 廖凯雯 -- 李怡 3:1 (5,6,-9,7)
杨丽萍 -- 刘家欣 3:0 (3,12,6) 陈思培 -- 胡薏柠铧 1:3 (7,-8,-7,-4)
7.上海体校曹燕华 -- 4.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3:0 邓雅文 -- 徐丽婧 3:2 (6,-10,12,-5,9)
汪小诗 -- 廖凯雯 3:2 (5,5,-6,-15,8) 廖凯雯 -- 胡薏柠铧 2:3 (6,-10,6,-8,-10)

孟淑婷 -- 陈思培 3:1 (4,11,-6,3) 陈思培 -- 李怡 1:3 (7,-7,-11,-9)
周雅婷 -- 邓雅文 3:1 (6,9,-8,7) 6.成都娇子 -- 7.上海体校曹燕华 2:3
5.上海龙腾乒乓球运动俱乐部 -- 2.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0:3 夏紫宁 -- 朱辰文 1:3 (4,-9,-9,-8)
胡薏柠铧 -- 时晨希 0:3 (-7,-3,-6) 刘家欣 -- 周雅婷 3:1 (6,16,-12,9)
李怡 -- 薛宇媛 0:3 (-5,-4,-3) 李佳乐 -- 汪小诗 3:2 (9,8,-8,-6,6)
徐丽婧 -- 刘柯辰 0:3 (-5,-4,-7) 刘家欣 -- 朱辰文 0:3 (-7,-7,-9)

夏紫宁 -- 周雅婷 2:3 (7,-13,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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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 3.中国政法大学长郡中学一队 3:1 3.中国政法大学长郡中学一队 -- 8.中国政法大学超峰体育 1:3
何泽宝 -- 赵麟庆 3:1 (8,8,-8,9) 李奥林 -- 王梦瑶 3:1 (9,-7,7,7)
韩国钰 -- 李奥林 3:1 (9,3,-3,6) 刘珺瑶 -- 郭海超 2:3 (9,9,-9,-8,-9)
孙炜琪 -- 刘珺瑶 2:3 (-5,7,-9,9,-8) 赵麟庆 -- 周佳宇 1:3 (-7,7,-6,-6)
韩国钰 -- 赵麟庆 3:1 (8,2,-8,7) 李奥林 -- 郭海超 1:3 (-7,7,-5,-9)
8.中国政法大学超峰体育 -- 5.山东泉动体育公司 3:0 1.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 6.浙江竞体 1:3
王梦瑶 -- 胡雯雯 3:0 (4,8,4) 孙炜琪 -- 戚亚楠 0:3 (-8,-3,-9)
周佳宇 -- 段乔炜 3:1 (10,8,-7,4) 韩国钰 -- 徐也婷 2:3 (7,-12,8,-8,-6)

郭海超 -- 刘彤 3:0 (6,7,1) 何泽宝 -- 叶清杨 3:2 (5,-8,-12,5,9)
2.山东胜利东胜 -- 7.山西奥体队 3:0 韩国钰 -- 戚亚楠 2:3 (7,-5,-9,5,-7)
隋笑然 -- 王一晗 3:0 (3,9,6) 6.浙江竞体 -- 2.山东胜利东胜 1:3
张毓蕾 -- 曾友琳 3:2 (-8,-8,5,9,8) 戚亚楠 -- 张毓蕾 0:3 (-6,-10,-13)
孙如意 -- 王莲锐 3:1 (5,-11,6,10) 徐也婷 -- 隋笑然 3:2 (-9,13,14,-7,5)

4.八一队 -- 6.浙江竞体 0:3 张子涵 -- 孙如意 0:3 (-3,-5,-5)
刘馨聪 -- 戚亚楠 0:3 (-10,-10,-2) 戚亚楠 -- 隋笑然 0:3 (-8,-4,-17)
梁师语 -- 徐也婷 0:3 (-10,-8,-8) 7.山西奥体队 -- 8.中国政法大学超峰体育 3:1
杜书妍 -- 叶清杨 0:3 (-4,-5,-3) 王一晗 -- 周佳宇 1:3 (6,-8,-5,-7)
1.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 5.山东泉动体育公司 3:0 曾友琳 -- 王梦瑶 3:1 (-5,8,10,9)
何泽宝 -- 刘彤 3:0 (4,6,5) 王莲锐 -- 郭海超 3:1 (5,-10,2,7)
韩国钰 -- 段乔炜 3:0 (8,2,8) 曾友琳 -- 周佳宇 3:2 (-9,9,9,-8,7)
孙炜琪 -- 胡雯雯 3:0 (10,10,11) 5.山东泉动体育公司 -- 3.中国政法大学长郡中学一队 2:3
3.中国政法大学长郡中学一队 -- 7.山西奥体队 3:2 陈芃伃 -- 刘珺瑶 3:1 (7,4,-12,6)
李奥林 -- 王莲锐 3:2 (-7,8,-7,9,3) 段乔炜 -- 李奥林 0:3 (-4,-11,-7)
赵麟庆 -- 曾友琳 2:3 (8,-9,-8,16,-5) 刘彤 -- 赵麟庆 0:3 (-3,-6,-8)
刘珺瑶 -- 温佳玥 3:0 (6,11,1) 陈芃伃 -- 李奥林 3:1 (9,-5,11,5)
赵麟庆 -- 王莲锐 0:3 (-9,-8,-3) 段乔炜 -- 刘珺瑶 1:3 (12,-8,-4,-4)
李奥林 -- 曾友琳 3:1 (9,5,-5,4) 1.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 2.山东胜利东胜 1:3
8.中国政法大学超峰体育 -- 6.浙江竞体 3:0 何泽宝 -- 隋笑然 3:2 (-7,-5,7,7,6)
王梦瑶 -- 戚亚楠 3:1 (8,-9,9,9) 韩国钰 -- 张毓蕾 0:3 (-7,-6,-4)
周佳宇 -- 徐也婷 3:1 (4,-8,7,4) 孙炜琪 -- 孙如意 2:3 (6,7,-5,-14,-3)

郭海超 -- 叶清杨 3:1 (-8,7,6,7) 韩国钰 -- 隋笑然 2:3 (11,-17,-10,5,-9)

2.山东胜利东胜 -- 4.八一队 3:0 4.八一队 -- 8.中国政法大学超峰体育 0:3
张毓蕾 -- 梁师语 3:0 (10,10,4) 刘馨聪 -- 周佳宇 0:3 (-5,-8,-7)
隋笑然 -- 刘馨聪 3:0 (4,3,11) 梁师语 -- 郭海超 0:3 (-10,-6,-3)
王桂宁 -- 杜书妍 3:0 (5,5,2) 杜书妍 -- 王梦瑶 0:3 (-7,-6,-5)
1.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 7.山西奥体队 3:1 6.浙江竞体 -- 3.中国政法大学长郡中学一队 0:3
韩国钰 -- 王莲锐 3:0 (4,9,2) 徐也婷 -- 李奥林 1:3 (9,-4,-7,-5)
何泽宝 -- 王一晗 1:3 (3,-10,-8,-9) 戚亚楠 -- 刘珺瑶 0:3 (-9,-8,-5)
孙炜琪 -- 温佳玥 3:0 (4,8,4) 叶清杨 -- 赵麟庆 0:3 (-5,-3,-8)
何泽宝 -- 王莲锐 3:0 (3,9,10) 7.山西奥体队 -- 5.山东泉动体育公司 3:2
5.山东泉动体育公司 -- 6.浙江竞体 3:1 曾友琳 -- 段乔炜 3:2 (9,7,-5,-14,10)

段乔炜 -- 戚亚楠 1:3 (9,-5,-4,-8) 王莲锐 -- 陈芃伃 0:3 (-6,-3,-5)
陈芃伃 -- 叶清杨 3:1 (4,-9,9,3) 王一晗 -- 刘彤 3:0 (4,3,5)
胡雯雯 -- 徐也婷 3:2 (11,6,-3,-11,6) 曾友琳 -- 陈芃伃 0:3 (-8,-10,-8)
陈芃伃 -- 戚亚楠 3:1 (6,-6,4,5) 王莲锐 -- 段乔炜 3:1 (-2,3,6,6)
3.中国政法大学长郡中学一队 -- 4.八一队 3:0 1.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 8.中国政法大学超峰体育 2:3
刘珺瑶 -- 梁师语 3:0 (11,7,9) 韩国钰 -- 郭海超 3:1 (6,7,-10,7)
李奥林 -- 刘馨聪 3:0 (6,9,7) 孙炜琪 -- 周佳宇 1:3 (-5,9,-9,-6)
赵麟庆 -- 杜书妍 3:0 (3,6,4) 何泽宝 -- 王梦瑶 3:2 (8,-7,-9,5,3)
8.中国政法大学超峰体育 -- 2.山东胜利东胜 0:3 韩国钰 -- 周佳宇 2:3 (-5,-11,9,7,-8)

王梦瑶 -- 隋笑然 1:3 (-5,8,-7,-13) 孙炜琪 -- 郭海超 1:3 (5,-10,-9,-8)
郭海超 -- 张毓蕾 1:3 (-12,-2,8,-8) 2.山东胜利东胜 -- 3.中国政法大学长郡中学一队 3:1
周佳宇 -- 孙如意 1:3 (5,-5,-11,-7) 隋笑然 -- 刘珺瑶 3:1 (5,8,-11,5)
7.山西奥体队 -- 4.八一队 3:0 张毓蕾 -- 李奥林 1:3 (-6,8,-13,-7)
王一晗 -- 刘馨聪 3:1 (7,-9,10,5) 王桂宁 -- 赵麟庆 3:1 (7,3,-9,6)
曾友琳 -- 梁师语 3:0 (6,4,3) 隋笑然 -- 李奥林 3:2 (-7,9,-9,7,4)
王莲锐 -- 杜书妍 3:0 (3,4,3) 4.八一队 -- 5.山东泉动体育公司 1:3
5.山东泉动体育公司 -- 2.山东胜利东胜 0:3 梁师语 -- 段乔炜 1:3 (-8,-5,6,-9)
段乔炜 -- 隋笑然 0:3 (-6,-7,-4) 刘馨聪 -- 陈芃伃 0:3 (-9,-4,-6)
陈芃伃 -- 张毓蕾 2:3 (-9,11,-6,10,-8) 杜书妍 -- 刘彤 3:0 (3,0,0)
胡雯雯 -- 孙如意 2:3 (5,9,-3,-9,-10) 梁师语 -- 陈芃伃 0:3 (-7,-9,-12)
1.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 4.八一队 3:0 6.浙江竞体 -- 7.山西奥体队 3:0
韩国钰 -- 刘馨聪 3:1 (-5,2,2,8) 戚亚楠 -- 王莲锐 3:1 (-9,5,1,6)
何泽宝 -- 梁师语 3:0 (5,4,3) 徐也婷 -- 曾友琳 3:1 (-7,12,8,6)
孙炜琪 -- 杜书妍 3:1 (-9,7,3,6) 叶清杨 -- 王一晗 3:1 (10,8,-3,5)

女子团体第一阶段D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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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桐乡茅盾中学 -- 2.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3:1 1.桐乡茅盾中学 -- 4.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二队 3:1

叶致纬 -- 李健铭 3:0 (3,6,1) 张洪铭 -- 缪辰阳 3:0 (13,17,2)

张洪铭 -- 姜震宇 3:0 (6,10,6) 叶致纬 -- 王天祺 3:1 (-9,5,6,7)

韩元坤 -- 娄仕榃 0:3 (-5,-1,-5) 韩元坤 -- 王卿伊 0:3 (-3,-6,-6)

叶致纬 -- 姜震宇 3:0 (13,7,4) 叶致纬 -- 缪辰阳 3:0 (9,5,9)

3.四川长虹一队 -- 4.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二队 0:3 5.山东康平 -- 8.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3:1

李宜峰 -- 缪辰阳 1:3 (-8,8,-8,-10) 吴俊翰 -- 占文浩 3:1 (7,-8,6,7)

杨松灵 -- 王天祺 1:3 (-7,16,-8,-6) 龙宇 -- 李志毅 0:3 (-8,-13,-5)

张浩楠 -- 王卿伊 2:3 (15,-9,-8,9,-4) 丁浩 -- 张文强 3:0 (7,9,5)

5.山东康平 -- 6.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3:0 吴俊翰 -- 李志毅 3:1 (10,-4,4,9)

吴俊翰 -- 黎彦君 3:0 (8,8,11) 9.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 11.湖南队 3:0

龙宇 -- 把永博 3:1 (12,-8,6,6) 李永胤 -- 陈逸民 3:0 (6,6,6)

丁浩 -- 刘颜皞 3:0 (6,6,8) 周宇 -- 汤越翔 3:1 (8,-8,5,3)

7.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 8.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1:3 闫铭辉 -- 游盛元 3:0 (9,6,9)

李昊腾 -- 李志毅 1:3 (-9,10,-11,-5) 13.重庆市乒乓球队 -- 16.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1:3

刘振隆 -- 占文浩 1:3 (8,-4,-6,-6) 杨飞 -- 耿舒鹏 1:3 (7,-5,-2,-3)

田楚凡 -- 潘逸阳 3:1 (-11,11,9,7) 侯博 -- 罗铮 0:3 (-3,-7,-4)

刘振隆 -- 李志毅 1:3 (9,-8,-8,-8) 王晨 -- 董志豪 3:0 (5,9,2)
9.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 10.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冠邦科技 3:0 杨飞 -- 罗铮 0:3 (-7,-8,-2)

李永胤 -- 叶俊佑 3:0 (4,4,4) 14.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一队 -- 15.青城山都江堰 3:1

闫铭辉 -- 李天宇 3:1 (-10,9,8,8) 肖博 -- 王炳森 3:0 (7,6,4)

连心宁 -- 柴能 3:0 (6,3,9) 沈烽 -- 乔俊峰 2:3 (7,3,-6,-8,-6)

11.湖南队 -- 12.湖北省乒乓球队 3:1 张润东 -- 田纪平 3:1 (-11,3,8,9)

汤越翔 -- 马超 3:2 (-8,6,-6,6,11) 肖博 -- 乔俊峰 3:0 (9,10,11)

陈逸民 -- 徐逸航 1:3 (-5,-7,9,-3) 10.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冠邦科技 -- 15.青城山都江堰 0:3

游盛元 -- 沈骏宇 3:0 (8,12,7) 郭宇航 -- 田纪平 0:3 (-5,-8,-7)

汤越翔 -- 徐逸航 3:2 (-11,-5,6,7,14) 叶俊佑 -- 王炳森 0:3 (-5,-6,-9)

13.重庆市乒乓球队 -- 14.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一队 3:1 柴能 -- 乔俊峰 0:3 (-8,-7,-5)

王晨 -- 肖博 1:3 (-6,-8,6,-8) 3.四川长虹一队 -- 6.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3:0

杨飞 -- 沈烽 3:0 (1,7,3) 李宜峰 -- 黎彦君 3:2 (15,-6,5,-6,11)

侯博 -- 胡畅 3:1 (-7,6,5,5) 杨松灵 -- 把永博 3:1 (-10,4,8,6)

杨飞 -- 肖博 3:0 (6,8,4) 张浩楠 -- 童冠嶧 3:0 (3,8,5)

15.青城山都江堰 -- 16.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1:3 12.湖北省乒乓球队 -- 14.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一队 3:1

乔俊峰 -- 罗铮 0:3 (-7,-4,-5) 马超 -- 张润东 3:1 (5,-12,3,5)

王炳森 -- 耿舒鹏 2:3 (-2,8,8,-7,-6) 沈骏宇 -- 胡畅 3:1 (7,9,-7,2)

田纪平 -- 董志豪 3:0 (9,5,6) 李仕杰 -- 沈烽 1:3 (-8,-5,10,-5)

乔俊峰 -- 耿舒鹏 1:3 (-6,11,-7,-8) 马超 -- 胡畅 3:0 (8,6,6)

2.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 3.四川长虹一队 1:3 4.江苏神鹰栖霞中学二队 -- 8.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3:0

李健铭 -- 李宜峰 1:3 (-8,7,-10,-4) 缪辰阳 -- 占文浩 3:2 (-6,8,-9,2,8)

娄仕榃 -- 杨松灵 0:3 (-5,-7,-7) 王卿伊 -- 李志毅 3:1 (6,-6,7,8)

姜震宇 -- 张浩楠 3:1 (10,8,-9,9) 王天祺 -- 张文强 3:0 (2,8,7)

娄仕榃 -- 李宜峰 0:3 (-8,-7,-6) 11.湖南队 -- 13.重庆市乒乓球队 3:0
6.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 7.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3:0 张子喆 -- 侯博 3:0 (8,9,9)

黎彦君 -- 李昊腾 3:2 (9,-6,10,-11,4) 汤越翔 -- 杨飞 3:1 (9,-9,8,9)

把永博 -- 田楚凡 3:1 (-6,3,7,7) 陈逸民 -- 王晨 3:0 (8,9,9)

童冠嶧 -- 刘振隆 3:0 (9,10,7) 1.桐乡茅盾中学 -- 5.山东康平 0:3
10.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冠邦科技 -- 12.湖北省乒乓球队 1:3 叶致纬 -- 丁浩 0:3 (-3,-4,-7)

叶俊佑 -- 徐逸航 1:3 (7,-7,-4,-8) 韩元坤 -- 龙宇 0:3 (-6,-7,-8)

李天宇 -- 马超 3:1 (7,7,-8,6) 张洪铭 -- 吴俊翰 0:3 (-8,-9,-7)

柴能 -- 李仕杰 0:3 (-5,-9,-7) 9.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 16.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3:1

李天宇 -- 徐逸航 2:3 (7,8,-9,-9,-8) 闫铭辉 -- 罗铮 1:3 (-6,-3,8,-1)

2.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 7.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3:0 李永胤 -- 耿舒鹏 3:0 (9,4,8)

李健铭 -- 李昊腾 3:0 (4,3,6) 周宇 -- 董志豪 3:0 (2,7,4)

姜震宇 -- 刘振隆 3:0 (5,2,4) 李永胤 -- 罗铮 3:2 (7,11,-17,-6,9)

娄仕榃 -- 田楚凡 3:0 (1,8,4)

男子团体第二阶段决1-16名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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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川长虹二队 -- 4.天津队 3:2 14.武汉宏大队 -- 15.北京先农坛体校三队 0:3

宾小勇 -- 梁芳源 3:1 (8,-10,3,9) 肖志恒 -- 吴宇森 1:3 (-8,-7,12,-5)

王瀚 -- 闫豪 3:0 (4,7,8) 邓超 -- 李兆鹏 0:3 (-9,-4,-8)

胡羽 -- 王楷博 0:3 (-4,-8,-6) 硕伦 -- 刘金朔 0:3 (-10,-7,-13)

王瀚 -- 梁芳源 2:3 (-8,7,-6,5,-8) 5.广西金嗓子 -- 8.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3:2

宾小勇 -- 闫豪 3:2 (-18,-8,11,9,4) 唐金 -- 方栋 2:3 (6,9,-13,-8,-10)

5.广西金嗓子 -- 6.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3:2 王骏超 -- 张琪锐 2:3 (7,-12,-10,6,-5)

唐金 -- 高加林 2:3 (7,9,-8,-8,-7) 何京林 -- 包源涛 3:0 (5,5,9)

王骏超 -- 宋少龙 3:1 (5,9,-9,4) 王骏超 -- 方栋 3:1 (5,-7,8,6)

何京林 -- 卫浩杰 3:0 (9,4,7) 唐金 -- 张琪锐 3:0 (6,10,10)

王骏超 -- 高加林 0:3 (-4,-8,-11) 10.中国乒乓球学校（平潮中学） -- 11.正定县实验学校（正华） 3:1

唐金 -- 宋少龙 3:2 (6,-7,5,-6,9) 吴翔 -- 单兆国 3:2 (-9,-8,10,7,12)

7.辽宁队 -- 8.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0:3 骆嘉 -- 郭丁达 2:3 (5,-5,-4,10,-6)

吕界龙 -- 张琪锐 1:3 (9,-11,-9,-4) 刘学正 -- 杨扶霖 3:1 (-3,9,7,7)

程昱博 -- 龚圣涵 1:3 (9,-9,-8,-10) 吴翔 -- 郭丁达 3:2 (1,-8,12,-3,5)

杨雨锟 -- 方栋 2:3 (-9,9,-10,8,-8) 13.山东胜利东胜 -- 16.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3:2
9.无锡华卫医疗科技乒乓球俱乐部 -- 10.中国乒乓球学校（平潮中学） 2:3 刘方佳 -- 魏一 1:3 (-8,9,-9,-8)

王浩东 -- 骆嘉 3:0 (7,7,9) 张恩泽 -- 陳泳勳 3:0 (2,9,6)

牛家乐 -- 刘学正 1:3 (-8,9,-8,-5) 魏奕喆 -- 胡钟文 0:3 (-3,-6,-12)

王宇翔 -- 吴翔 1:3 (-8,-6,3,-11) 张恩泽 -- 魏一 3:1 (-5,11,7,9)

牛家乐 -- 骆嘉 3:1 (9,9,-9,8) 刘方佳 -- 陳泳勳 3:0 (6,10,10)

王浩东 -- 刘学正 2:3 (12,-5,7,-10,-6) 12.河南·濮阳 -- 14.武汉宏大队 3:0
11.正定县实验学校（正华） -- 12.河南·濮阳 3:2 赵铭阳 -- 肖志恒 3:2 (7,-8,6,-4,9)

单兆国 -- 赵铭阳 3:2 (-6,-8,6,5,8) 史振国 -- 刘童译 3:1 (13,-7,5,10)

郭丁达 -- 史振国 0:3 (-6,-7,-8) 李佳鹏 -- 硕伦 3:2 (-9,12,-10,5,2)

杨扶霖 -- 杨文芃 3:0 (4,9,5) 4.天津队 -- 6.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3:1

单兆国 -- 史振国 1:3 (9,-9,-7,-9) 闫豪 -- 孔维道 3:1 (7,-9,4,4)

郭丁达 -- 赵铭阳 3:2 (10,-11,6,-7,7) 梁芳源 -- 陈福临 2:3 (2,11,-6,-4,-5)

13.山东胜利东胜 -- 14.武汉宏大队 3:0 李育光 -- 宋少龙 3:1 (10,11,-6,10)

张恩泽 -- 周德恒 3:0 (10,8,7) 梁芳源 -- 孔维道 3:0 (7,7,7)

刘方佳 -- 刘童译 3:0 (9,7,9) 9.无锡华卫医疗科技乒乓球俱乐部 -- 15.北京先农坛体校三队 3:2

魏奕喆 -- 邓超 3:2 (-7,-5,6,7,6) 牛家乐 -- 李兆鹏 1:3 (14,-6,-8,-6)
15.北京先农坛体校三队 -- 16.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2:3 苗相仰 -- 刘金朔 3:0 (8,5,6)

李兆鹏 -- 胡钟文 3:2 (-5,8,9,-6,6) 王浩东 -- 张艺 3:1 (-8,9,6,8)

吴宇森 -- 魏一 3:2 (2,-9,10,-7,9) 苗相仰 -- 李兆鹏 1:3 (0,-6,-7,-5)

刘金朔 -- 陳泳勳 2:3 (9,7,-8,-4,-8) 牛家乐 -- 刘金朔 3:1 (8,-6,10,1)

李兆鹏 -- 魏一 2:3 (-9,13,-8,7,-8) 3.四川长虹二队 -- 8.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0:3

吴宇森 -- 胡钟文 0:3 (-6,-8,-8) 胡羽 -- 张琪锐 0:3 (-7,-1,-2)

6.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 7.辽宁队 3:1 王瀚 -- 方栋 0:3 (-4,-3,-5)

高加林 -- 程昱博 3:2 (6,-7,-8,4,7) 宾小勇 -- 龚圣涵 0:3 (-6,-10,-8)

宋少龙 -- 吕界龙 3:1 (3,-9,5,7) 11.正定县实验学校（正华） -- 16.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3:2

卫浩杰 -- 郑志祥 1:3 (7,-2,-5,-8) 王鸿翔 -- 陳泳勳 1:3 (-6,-4,6,-4)

高加林 -- 吕界龙 3:1 (-10,6,6,8) 单兆国 -- 林勇志 3:0 (9,7,9)
9.无锡华卫医疗科技乒乓球俱乐部 -- 12.河南·濮阳 3:2 郭丁达 -- 魏一 3:2 (8,-9,-6,10,10)

牛家乐 -- 史振国 0:3 (-5,-9,-12) 单兆国 -- 陳泳勳 2:3 (5,8,-8,-9,-9)

苗相仰 -- 杨文芃 3:0 (3,7,2) 王鸿翔 -- 林勇志 3:0 (10,9,8)

王浩东 -- 赵铭阳 3:0 (9,3,5) 1.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 5.广西金嗓子 2:3

苗相仰 -- 史振国 2:3 (-13,8,7,-14,-9) 张芮梓 -- 何京林 3:2 (-8,5,-7,9,8)

牛家乐 -- 杨文芃 3:0 (6,4,9) 熊浩博 -- 唐金 2:3 (2,-9,-9,8,-9)

1.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 3.四川长虹二队 3:2 蒋世辉 -- 王骏超 3:2 (9,-9,7,-13,8)

蒋世辉 -- 王瀚 3:1 (-6,10,8,5) 熊浩博 -- 何京林 1:3 (-6,-12,8,-7)

温瑞博 -- 宾小勇 2:3 (9,-7,12,-10,-6) 张芮梓 -- 唐金 1:3 (-12,8,-10,-9)

张芮梓 -- 胡羽 3:0 (7,8,2) 10.中国乒乓球学校（平潮中学） -- 13.山东胜利东胜 1:3

蒋世辉 -- 宾小勇 0:3 (-6,-10,-6) 刘学正 -- 张恩泽 2:3 (-11,6,-9,6,-5)

温瑞博 -- 王瀚 3:0 (7,6,8) 吴翔 -- 刘方佳 2:3 (-7,-5,9,7,-5)

骆嘉 -- 魏奕喆 3:1 (7,-2,9,9)

吴翔 -- 张恩泽 2:3 (9,-6,-8,3,-6)

男子团体第二阶段决17-31名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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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 2.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 3:0 13.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 -- 15.中国政法大学长郡中学一队 3:2

时晨希 -- 陈采妮 3:0 (6,6,11) 杨丽萍 -- 刘珺瑶 0:3 (-9,-10,-8)

薛宇媛 -- 刘如纭 3:0 (5,8,15) 张泽岳 -- 李奥林 1:3 (-8,8,-9,-4)

刘柯辰 -- 沈颖 3:0 (5,8,3) 阮钰珊 -- 赵麟庆 3:2 (-7,-10,5,6,13)

3.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 4.中国乒乓球学院 3:0 杨丽萍 -- 李奥林 3:0 (8,7,8)

何泽宝 -- 张静蕾 3:1 (2,7,-8,13) 张泽岳 -- 刘珺瑶 3:2 (-11,-11,7,8,13)

韩国钰 -- 严佳慧 3:2 (-7,6,4,-5,5) 6.天津队 -- 8.广西金嗓子一队 0:3

孙炜琪 -- 张紫宸 3:1 (-3,10,5,6) 刘亚兰 -- 郭佳薇 1:3 (-6,9,-4,-7)
5.中国政法大学超峰体育 -- 6.天津队 1:3 张恩润 -- 张国锐 1:3 (6,-6,-7,-6)

王梦瑶 -- 张恩润 3:2 (-13,9,7,-9,3) 刘琼文 -- 郝晨乐 2:3 (-8,-8,5,8,-7)

周佳宇 -- 刘亚兰 0:3 (-8,-6,-8) 9.山东胜利东胜 -- 11.中国政法大学长郡中学二队 3:0

郭海超 -- 刘琼文 1:3 (-8,-2,7,-6) 隋笑然 -- 程皖宜 3:2 (8,5,-8,-9,10)

王梦瑶 -- 刘亚兰 0:3 (-4,-2,-7) 张毓蕾 -- 梁敬翎 3:1 (5,-8,9,7)

7.上海体校曹燕华 -- 8.广西金嗓子一队 1:3 孙如意 -- 贺沈莉 3:0 (2,5,4)

孟淑婷 -- 郭佳薇 3:0 (9,14,7) 14.中国乒乓球学校（平潮中学） -- 16.山东淄博 3:1

朱辰文 -- 张国锐 1:3 (-3,3,-7,-9) 陈美婧 -- 刘孜炫 1:3 (-5,7,-5,-6)

周雅婷 -- 郝晨乐 1:3 (-12,7,-1,-7) 王心宇 -- 李聪奕 3:0 (3,6,6)

孟淑婷 -- 张国锐 1:3 (8,-10,-8,-9) 沈佳盈 -- 刘盈辰 3:2 (6,-8,-9,5,7)

9.山东胜利东胜 -- 10.广西金嗓子二队 3:0 陈美婧 -- 李聪奕 3:1 (11,8,-10,10)

隋笑然 -- 解小娴 3:0 (3,6,8) 2.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 -- 7.上海体校曹燕华 1:3

张毓蕾 -- 杨雨姗 3:0 (8,5,7) 刘如纭 -- 朱辰文 3:2 (9,-4,-2,8,9)

孙如意 -- 卢佳 3:0 (9,9,9) 陈采妮 -- 孟淑婷 2:3 (-13,-8,1,7,-9)
11.中国政法大学长郡中学二队 -- 12.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3:1 沈颖 -- 汪小诗 1:3 (-9,-6,10,-5)

梁敬翎 -- 张梓煜 2:3 (7,-4,-8,6,-6) 刘如纭 -- 孟淑婷 2:3 (4,-2,4,-12,-9)

程皖宜 -- 黄婧雅 3:2 (5,-8,6,-4,6) 10.广西金嗓子二队 -- 15.中国政法大学长郡中学一队 2:3

贺沈莉 -- 张宜娴 3:1 (-8,7,6,8) 杨雨姗 -- 李奥林 3:2 (5,-6,-6,5,9)

梁敬翎 -- 黄婧雅 3:1 (9,8,-7,7) 解小娴 -- 刘珺瑶 2:3 (-3,7,11,-9,-6)
13.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 -- 14.中国乒乓球学校（平潮中学） 1:3 卢佳 -- 赵麟庆 3:2 (9,-4,-6,5,6)

杨丽萍 -- 王心宇 1:3 (7,-8,-7,-8) 杨雨姗 -- 刘珺瑶 1:3 (-1,-2,9,-7)

张泽岳 -- 沈佳盈 3:1 (9,9,-1,9) 解小娴 -- 李奥林 1:3 (-7,8,-6,-6)

高雨晴 -- 陈美婧 1:3 (-9,5,-10,-4) 4.中国乒乓球学院 -- 5.中国政法大学超峰体育 1:3

杨丽萍 -- 沈佳盈 0:3 (-4,-9,-3) 张紫宸 -- 王梦瑶 0:3 (-7,-8,-10)
15.中国政法大学长郡中学一队 -- 16.山东淄博 2:3 丁诗奕 -- 郭海超 0:3 (-10,-9,-8)

李奥林 -- 李聪奕 3:2 (5,10,-11,-8,6) 严佳慧 -- 周佳宇 3:0 (5,0,0)

刘珺瑶 -- 刘孜炫 3:0 (4,7,6) 丁诗奕 -- 王梦瑶 2:3 (-5,-8,3,7,-11)

赵麟庆 -- 刘盈辰 2:3 (7,4,-7,-10,-7) 12.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 13.安徽国轩乒乓球俱乐部 0:3

刘珺瑶 -- 李聪奕 2:3 (9,-7,10,-9,-8) 黄婧雅 -- 张泽岳 0:3 (-5,-9,-13)

李奥林 -- 刘孜炫 0:3 (-6,-7,-4) 杨煜晴 -- 阮钰珊 1:3 (-4,-6,4,-3)
2.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 -- 4.中国乒乓球学院 0:3 张宜娴 -- 杨丽萍 1:3 (-10,-4,7,-7)

陈采妮 -- 严佳慧 1:3 (-9,-8,2,-6) 3.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 6.天津队 3:1

刘如纭 -- 张静蕾 2:3 (-5,5,-10,4,-4) 韩国钰 -- 刘琼文 2:3 (-10,6,9,-5,-7)

沈颖 -- 张紫宸 1:3 (-9,6,-4,-7) 何泽宝 -- 张恩润 3:0 (8,13,8)
5.中国政法大学超峰体育 -- 7.上海体校曹燕华 3:1 孙炜琪 -- 刘鑫 3:0 (9,14,8)

王梦瑶 -- 孟淑婷 3:0 (10,2,10) 韩国钰 -- 张恩润 3:1 (7,-7,4,7)

周佳宇 -- 朱辰文 3:0 (9,8,8) 11.中国政法大学长郡中学二队 -- 16.山东淄博 1:3

郭海超 -- 周雅婷 2:3 (8,-6,-11,6,-9) 贺沈莉 -- 李聪奕 3:0 (8,10,6)

周佳宇 -- 孟淑婷 3:2 (8,-9,7,-7,6) 梁敬翎 -- 刘孜炫 2:3 (-6,8,9,-9,-9)

10.广西金嗓子二队 -- 12.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2:3 程皖宜 -- 刘盈辰 1:3 (-9,7,-10,-6)

解小娴 -- 黄婧雅 1:3 (9,-7,-8,-9) 梁敬翎 -- 李聪奕 2:3 (-6,-16,8,7,-6)

杨雨姗 -- 杨煜晴 3:0 (5,7,6) 1.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 8.广西金嗓子一队 3:1

卢佳 -- 张宜娴 2:3 (-4,10,9,-8,-10) 时晨希 -- 张国锐 3:0 (8,8,9)

杨雨姗 -- 黄婧雅 3:2 (6,16,-7,-1,11) 薛宇媛 -- 郭佳薇 3:1 (11,9,-9,6)

解小娴 -- 杨煜晴 2:3 (-8,-7,8,3,-8) 刘柯辰 -- 郝晨乐 2:3 (-14,6,8,-10,-6)

1.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 3.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3:0 薛宇媛 -- 张国锐 3:0 (3,5,2)

时晨希 -- 何泽宝 3:2 (-9,-5,8,3,6) 9.山东胜利东胜 -- 14.中国乒乓球学校（平潮中学） 3:0

薛宇媛 -- 韩国钰 3:2 (-8,-8,5,7,10) 隋笑然 -- 王心宇 3:1 (4,5,-10,8)

刘柯辰 -- 孙炜琪 3:1 (-7,7,10,5) 张毓蕾 -- 陈美婧 3:0 (1,10,6)

孙如意 -- 沈佳盈 3:1 (6,-6,5,7)

女子团体第二阶段决1-16名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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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黑龙江 -- 4.山西奥体队 2:3 1.河北队 -- 4.山西奥体队 1:3

王艺沩 -- 王莲锐 3:0 (9,9,11) 朱梓予 -- 王一晗 3:1 (6,-9,8,6)

张瑀濛 -- 曾友琳 1:3 (9,-6,-7,-9) 董雅诺 -- 王莲锐 0:3 (-1,-3,-2)

姜爱媛 -- 王一晗 0:3 (-8,-6,-7) 仉贝宁 -- 温佳玥 1:3 (4,-8,-8,-8)

王艺沩 -- 曾友琳 3:0 (4,5,7) 朱梓予 -- 王莲锐 1:3 (-5,-10,6,-7)

张瑀濛 -- 王莲锐 0:3 (-6,-6,-2) 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 8.北京首钢 3:0

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 6.山东泉动体育公司 3:2 陈思培 -- 田雨晨 3:1 (5,-8,9,3)

廖凯雯 -- 刘彤 3:0 (9,4,3) 廖凯雯 -- 孟然 3:0 (9,7,8)

陈思培 -- 陈芃伃 0:3 (-3,-1,-5) 邓雅文 -- 张钰婷 3:2 (8,-9,8,-6,8)

邓雅文 -- 段乔炜 3:1 (8,-10,5,14) 10.成都娇子 -- 11.河南民生药业 3:1

廖凯雯 -- 陈芃伃 2:3 (14,-9,11,-9,-8) 刘家欣 -- 潘悦 3:2 (-7,6,5,-7,3)

陈思培 -- 刘彤 3:0 (2,4,3) 李佳乐 -- 李琰洁 3:1 (3,6,-9,11)

7.内蒙古球管中心 -- 8.北京首钢 2:3 夏紫宁 -- 程方铭 2:3 (7,7,-10,-9,-9)

范雪妍 -- 刘昕冉 3:0 (7,5,7) 刘家欣 -- 李琰洁 3:0 (5,7,8)

原若曦 -- 蔡一冉 2:3 (10,-8,-4,7,-8) 14.福建省乒乓球队 -- 16.上海龙腾乒乓球运动俱乐部 3:2

杨洋 -- 张钰婷 0:3 (-6,-8,-5) 姚梓旋 -- 李怡 3:0 (11,8,6)

范雪妍 -- 蔡一冉 3:1 (-6,5,2,6) 肖雨洁 -- 胡薏柠铧 2:3 (-7,5,4,-7,-13)

原若曦 -- 刘昕冉 1:3 (-5,-7,2,-6) 李嘉妮 -- 徐丽婧 0:3 (-6,-7,-6)

9.浙江竞体 -- 10.成都娇子 3:0 姚梓旋 -- 胡薏柠铧 3:2 (-11,10,-8,9,8)

徐也婷 -- 刘家欣 3:0 (8,3,7) 肖雨洁 -- 李怡 3:0 (9,6,5)

戚亚楠 -- 李佳乐 3:2 (3,-7,9,-8,3) 11.河南民生药业 -- 15.八一队 3:0

叶清杨 -- 夏紫宁 3:0 (5,9,5) 潘悦 -- 梁师语 3:0 (4,7,10)

11.河南民生药业 -- 12.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1:3 李琰洁 -- 刘馨聪 3:0 (8,8,5)

李琰洁 -- 周宸 3:2 (9,-6,-7,8,6) 程方铭 -- 杜书妍 3:1 (-5,7,10,8)

潘悦 -- 岳京京 0:3 (-1,-8,-2) 3.黑龙江 -- 6.山东泉动体育公司 2:3

程方铭 -- 张培姿 0:3 (-9,-6,-7) 张瑀濛 -- 刘彤 3:0 (5,4,5)

李琰洁 -- 岳京京 0:3 (-5,-2,-7) 王艺沩 -- 陈芃伃 0:3 (-7,-6,-4)
13.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 14.福建省乒乓球队 2:3 姜爱媛 -- 段乔炜 0:3 (-7,-8,-10)

江含 -- 姚梓旋 0:3 (-5,-16,-4) 王艺沩 -- 刘彤 3:0 (2,3,2)

王若娴 -- 李嘉妮 3:0 (9,8,8) 张瑀濛 -- 陈芃伃 0:3 (-6,-5,-8)

王丹妮 -- 肖雨洁 0:3 (-4,-8,-8) 10.成都娇子 -- 13.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1:3

江含 -- 李嘉妮 3:0 (9,8,6) 夏紫宁 -- 王若娴 1:3 (-11,6,-10,-4)

王若娴 -- 姚梓旋 1:3 (-3,-4,8,-3) 刘家欣 -- 王丹妮 3:1 (-7,6,4,6)

15.八一队 -- 16.上海龙腾乒乓球运动俱乐部 0:3 李佳乐 -- 江含 2:3 (-9,-12,10,4,-5)

梁师语 -- 李怡 0:3 (-5,-7,-6) 刘家欣 -- 王若娴 0:3 (-2,-1,-8)

刘馨聪 -- 胡薏柠铧 0:3 (-4,-6,-3) 1.河北队 -- 8.北京首钢 2:3

杜书妍 -- 徐丽婧 1:3 (-8,9,-5,-4) 郧馨瑶 -- 刘昕冉 0:3 (-7,-7,-16)

6.山东泉动体育公司 -- 7.内蒙古球管中心 3:1 董雅诺 -- 蔡一冉 3:1 (6,-5,6,1)

刘彤 -- 原若曦 0:3 (-11,-4,-5) 朱梓予 -- 张钰婷 0:3 (-1,-8,-8)

陈芃伃 -- 范雪妍 3:0 (6,2,6) 郧馨瑶 -- 蔡一冉 3:0 (7,6,9)

段乔炜 -- 杨洋 3:0 (13,6,5) 董雅诺 -- 刘昕冉 1:3 (-10,-8,7,-14)

陈芃伃 -- 原若曦 3:0 (3,6,10) 9.浙江竞体 -- 16.上海龙腾乒乓球运动俱乐部 0:3
13.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 15.八一队 3:2 徐也婷 -- 徐丽婧 1:3 (10,-8,-6,-8)

江含 -- 刘馨聪 1:3 (-11,-8,9,-7) 叶清杨 -- 胡薏柠铧 1:3 (-5,8,-7,-9)

王若娴 -- 梁师语 3:2 (8,-9,6,-8,6) 张子涵 -- 李怡 0:3 (-5,-8,-3)

王丹妮 -- 杜书妍 3:0 (4,2,9) 4.山西奥体队 -- 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0:3

江含 -- 梁师语 2:3 (5,7,-5,-7,-4) 王一晗 -- 廖凯雯 1:3 (-6,8,-8,-5)

王若娴 -- 刘馨聪 3:1 (9,5,-5,6) 王莲锐 -- 陈思培 1:3 (-4,-9,11,-5)

9.浙江竞体 -- 12.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2:3 温佳玥 -- 邓雅文 0:3 (-5,-4,-8)

徐也婷 -- 周宸 3:1 (7,-12,7,6) 12.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14.福建省乒乓球队 2:3

戚亚楠 -- 岳京京 0:3 (-9,-8,-9) 周宸 -- 姚梓旋 1:3 (-10,6,-6,-11)

叶清杨 -- 严嘉渝 0:3 (-9,-6,-6) 严嘉渝 -- 肖雨洁 3:0 (7,11,8)

戚亚楠 -- 周宸 3:2 (10,8,-10,-11,9) 张培姿 -- 李佳佳 3:0 (4,5,4)

徐也婷 -- 岳京京 1:3 (8,-6,-7,-13) 严嘉渝 -- 姚梓旋 1:3 (8,-8,-5,-6)

周宸 -- 肖雨洁 2:3 (-8,7,8,-8,-10)

女子团体第二阶段决17-31名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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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D(第一站)

报 名 变 更 通 知 

1、 河南民生药业男一队：增补蒋世辉。

2、山东泉动体育女队：傅琛璐改为刘彤。

                            大会组委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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