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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单位 名次 单位

第1名 重庆晨淼-西南大学 第33名 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正华）

第2名 山东龙立.临沂天河 第34名 正定县实验学校三队（正华）

第3名 天津科技大学 第35名 湖南师范大学

第4名 山东康平 第36名 天津队

第5名 鲁能乒校一队 第37名 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第6名 河海大学 第38名 呼和浩特圣火俱乐部

第7名 万和通信 第39名 大连交通大学

第8名 山东鲁能一队 第40名 中国乒乓球学院四队

第9名 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第41名 河北海润三队

第10名 大连大学乒乓球学校 第42名 中国乒乓球学院一队

第11名 山东胜利东胜一队 第43名 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第12名 湖南队 第44名 沈体世奥得

第13名 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第45名 河南民生药业

第14名 福建省乒乓球队 第46名 上海体校曹燕华三队

第15名 山东鲁能二队 第47名 河南·濮阳

第16名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第48名 浙江竞体

第17名 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第49名 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第18名 上海龙腾 第50名 河北海润二队

第19名 山西奥体队 第51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第20名 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第52名 山东胜利东胜二队

第21名 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正华） 第53名 广西金嗓子

第22名 鲁能乒校二队 第54名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二队

第23名 浙江财经大学 第55名 辽宁队

第24名 上海体校曹燕华一队 第56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第25名 河北海润一队 第57名 青城山都江堰(第一站有弃权记录)

第26名 中国乒乓球学院二队 第58名 中国残奥麦德森队(第一站第13名)

第27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第59名 湖北省乒乓球队一队(第一站第19名)

第28名 西安超越乒羽三队 第60名 贵阳市(第一站第39名)

第29名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一队 第61名 湖北省乒乓球队二队(第一站第45名)

第30名 上海体校曹燕华二队 第62名 乐旋乒乓球连锁（山东）(第一站第59名)

第31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第63名 中国乒乓球学校(上年度第39名)

第32名 中国乒乓球学院三队 第64名 华南理工大学(上年度第49名)

男子团体最终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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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单位 名次 单位

第1名 东北师范大学 第33名 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第2名 中国乒乓球学院 第34名 内蒙古师范大学

第3名 河海大学 第35名 湖南长郡中学

第4名 上海龙腾 第36名 四川劲力先锋二队

第5名 天津科技大学 第37名 四川劲力先锋一队

第6名 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一队 第38名 西安超越乒羽

第7名 湖南队 第39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第8名 辽宁一队 第40名 鲁能乒校

第9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第41名 河南·范县

第10名 云南亚讯 第42名 内蒙古球管中心

第11名 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第43名 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第12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第44名 山东胜利东胜

第13名 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第45名 辽宁三队

第14名 正定实验（万浦） 第46名 河北队

第15名 上海体校曹燕华 第47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第16名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第48名 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第17名 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队 第49名 浙江财经大学

第18名 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二队 第50名 广西金嗓子

第19名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第51名 武汉宏大队

第20名 山东鲁能队 第52名 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第21名 大连交通大学 第53名 八一队

第22名 浙江竞体 第54名 山西奥体队

第23名 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第55名 深圳南山

第24名 中国乒乓球学校一队 第56名 成都娇子二队

第25名 辽宁二队 第57名 中国残奥麦德森队(第一站第25名)

第26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第58名 中国乒乓球学校二队(第一站第51名)

第27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第59名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第一站第55名)

第28名 湖南省体校 第60名 黑龙江队(上年度第24名)

第29名 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第61名 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上年度第37名)

第30名 成都娇子一队 第62名 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上年度第40名)

第31名 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第63名

第32名 重庆市育才中学 第64名

女子团体最终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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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单位 名次 单位

第1名 山东龙立.临沂天河 第1名 重庆晨淼-西南大学

第2名 大连大学乒乓球学校 第2名 万和通信

第3名 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第3名 山东鲁能二队

第4名 山西奥体队 第4名 中国乒乓球学院一队

第5名 河海大学 第5名 天津科技大学

第6名 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第6名 鲁能乒校一队

第7名 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第7名 湖南队

第8名 中国乒乓球学院二队 第8名 山东胜利东胜一队

第9名 浙江财经大学 第9名 山东康平

第10名 河北海润二队 第10名 上海体校曹燕华一队

第11名 福建省乒乓球队 第11名 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正华）

第12名 西安超越乒羽三队 第12名 河北海润一队

第13名 山东鲁能一队 第13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第14名 上海龙腾 第14名 鲁能乒校二队

第15名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第15名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一队

第16名 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第16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第17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第17名 山东胜利东胜二队

第18名 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第18名 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正华）

第19名 沈体世奥得 第19名 正定县实验学校三队（正华）

第20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第20名 广西金嗓子

第21名 中国乒乓球学院三队 第21名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二队

第22名 天津队 第22名 河南民生药业

第23名 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第23名 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第24名 中国乒乓球学院四队 第24名 大连交通大学

第25名 上海体校曹燕华二队 第25名 湖南师范大学

第26名 呼和浩特圣火俱乐部 第26名 浙江竞体

第27名 青城山都江堰 第27名 上海体校曹燕华三队

第28名 河北海润三队 第28名 河南·濮阳

第29名 辽宁队

男子团体第一次淘汰赛名次

A组 B组

★第一次淘汰赛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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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单位 名次 单位

第1名 东北师范大学 第1名 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一队

第2名 天津科技大学 第2名 河海大学

第3名 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第3名 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第4名 辽宁一队 第4名 湖南队

第5名 中国乒乓球学院 第5名 正定实验（万浦）

第6名 辽宁二队 第6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第7名 山东鲁能队 第7名 大连交通大学

第8名 中国乒乓球学校一队 第8名 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第9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第9名 云南亚讯

第10名 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二队 第10名 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队

第11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第11名 上海龙腾

第12名 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第12名 湖南省体校

第13名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第13名 浙江竞体

第14名 上海体校曹燕华 第14名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第15名 浙江财经大学 第15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第16名 成都娇子一队 第16名 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第17名 湖南长郡中学 第17名 西安超越乒羽

第18名 河南·范县 第18名 重庆市育才中学

第19名 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第19名 四川劲力先锋一队

第20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第20名 广西金嗓子

第21名 四川劲力先锋二队 第21名 内蒙古球管中心

第22名 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第22名 河北队

第23名 内蒙古师范大学 第23名 辽宁三队

第24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第24名 成都娇子二队

第25名 山东胜利东胜 第25名 武汉宏大队

第26名 深圳南山 第26名 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第27名 鲁能乒校 第27名 山西奥体队

第28名 八一队 第28名 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女子团体第一次淘汰赛名次

A组 B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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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单位 名次 单位
第1名 重庆晨淼-西南大学 第33名 上海体校曹燕华二队

第2名 山东龙立.临沂天河 第34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第3名 天津科技大学 第35名 中国乒乓球学院三队

第4名 山东康平 第36名 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正华）

第5名 鲁能乒校一队 第37名 山东胜利东胜二队

第6名 河海大学 第38名 广西金嗓子

第7名 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第39名 正定县实验学校三队（正华）

第8名 大连大学乒乓球学校 第40名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二队

第9名 万和通信 第41名 湖南师范大学

第10名 山东鲁能一队 第42名 天津队

第11名 山东胜利东胜一队 第43名 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第12名 湖南队 第44名 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第13名 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第45名 沈体世奥得

第14名 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第46名 呼和浩特圣火俱乐部

第15名 上海龙腾 第47名 河南民生药业

第16名 山西奥体队 第48名 辽宁队

第17名 福建省乒乓球队 第49名 上海体校曹燕华三队

第18名 山东鲁能二队 第50名 河南·濮阳

第19名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第51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第20名 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第52名 大连交通大学

第21名 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正华） 第53名 浙江竞体

第22名 鲁能乒校二队 第54名 中国乒乓球学院四队

第23名 浙江财经大学 第55名 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第24名 上海体校曹燕华一队 第56名 青城山都江堰

第25名 河北海润一队 第57名 河北海润三队

第26名 中国乒乓球学院一队

第27名 中国乒乓球学院二队

第28名 河北海润二队

第29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第30名 西安超越乒羽三队

第31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第32名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一队

男子团体第二次淘汰赛名次

男子团体（1-32名） 男子团体（33-57名）

★第二次淘汰赛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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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单位 名次 单位
第1名 东北师范大学 第33名 重庆市育才中学

第2名 中国乒乓球学院 第34名 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第3名 河海大学 第35名 内蒙古师范大学

第4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第36名 湖南长郡中学

第5名 上海龙腾 第37名 河南·范县

第6名 天津科技大学 第38名 四川劲力先锋二队

第7名 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一队 第39名 内蒙古球管中心

第8名 湖南队 第40名 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第9名 云南亚讯 第41名 四川劲力先锋一队

第10名 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第42名 西安超越乒羽

第11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第43名 山东胜利东胜

第12名 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第44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第13名 辽宁一队 第45名 辽宁三队

第14名 正定实验（万浦） 第46名 河北队

第15名 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队 第47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第16名 上海体校曹燕华 第48名 广西金嗓子

第17名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第49名 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第18名 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二队 第50名 武汉宏大队

第19名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第51名 鲁能乒校

第20名 山东鲁能队 第52名 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第21名 大连交通大学 第53名 八一队

第22名 浙江竞体 第54名 山西奥体队

第23名 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第55名 深圳南山

第24名 中国乒乓球学校一队 第56名 成都娇子二队

第25名 辽宁二队

第26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第27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第28名 湖南省体校

第29名 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第30名 浙江财经大学

第31名 成都娇子一队

第32名 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女子团体第二次淘汰赛名次

女子团体（1-32名） 男子团体（33-5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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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单位 名次 单位
重庆晨淼-西南大学 河北海润三队

山东龙立.临沂天河 天津队

天津科技大学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山东康平 上海体校曹燕华二队

鲁能乒校一队 大连交通大学

河海大学 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正华）

万和通信 正定县实验学校三队（正华）

山东鲁能一队 中国乒乓球学院四队

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大连大学乒乓球学校 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山东胜利东胜一队 呼和浩特圣火俱乐部

湖南队 西安超越乒羽三队

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一队

福建省乒乓球队 中国乒乓球学院三队

山东鲁能二队 湖南师范大学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中国乒乓球学院二队

上海龙腾 中国乒乓球学院一队

上海体校曹燕华一队 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河北海润一队 沈体世奥得

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正华） 浙江竞体

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上海体校曹燕华三队

鲁能乒校二队 河南民生药业

浙江财经大学 河南·濮阳

山西奥体队 河北海润二队

山东胜利东胜二队

广西金嗓子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二队

青城山都江堰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辽宁队

男子团体第三次淘汰赛名次

男子团体（1-32名） 男子团体（33-64名）

★第三次淘汰赛名次

并列
第1名

并列
第9名

并列
第17名

并列
第57名

并列
第49名

并列
第3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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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单位 名次 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 辽宁二队

中国乒乓球学院 西安超越乒羽

河海大学 重庆市育才中学

上海龙腾 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天津科技大学 鲁能乒校

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一队 湖南长郡中学

湖南队 四川劲力先锋二队

辽宁一队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湖南省体校

云南亚讯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内蒙古师范大学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成都娇子一队

正定实验（万浦） 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上海体校曹燕华 四川劲力先锋一队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队 河南·范县

中国乒乓球学校一队 内蒙古球管中心

浙江竞体 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山东鲁能队 山东胜利东胜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辽宁三队

大连交通大学 河北队

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二队 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浙江财经大学

广西金嗓子

武汉宏大队

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八一队

山西奥体队

深圳南山

成都娇子二队

并列
第17名

并列
第49名

并列
第57名

女子团体第三次淘汰赛名次

女子团体（1-32名） 女子团体（33-64名）

并列
第1名

并列
第33名

并列
第9名

第 8 页



1

4 1  1:3 3

4  3: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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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1 5

7  3:1 6 8  3:2 5

7  0:3 8

15 7  0:3 12 6  2:3 13 10  3:2 4 11  3:2 8 1  1:3 16 5  0:3 9 14  3:2 3

10  3:1 9

12  3:0 10 11  3:1 9

12  3: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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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3 14

15  3:W-0 13 16  3:0 14

15  W-0:3 16

 双弃权  1:3  23  3:1  12  3:1  6  3:2  13  3:2  10  1:3  28  3:0  11  3:2  8  3:0  1  3:0  16  2:3  25  2:3  24  3:1  14  0:3  17

7 26 18 29 22 4 21 30 27 20 5 9 32 3

18  3:0 17

19  3:W-0 18 20  3:0 17

19  W-0:3 20

19  W-0:3 23 18  1:3 22 21  3:0 20 24  3:0 17

22  3:1 21

23  3:0 22 21  2:3 24

23  0:3 24

19 23  0:3 26 18  0:3 29 22  0:3 28 21  1:3 30 27  3:1 20 25  3:0 24 32  3:0 17

26  3:1 25

26  1:3 28 27  3:0 25

28  3:2 27

26 29  3:1 28 30  3:0 27 25  1:3 32

29  1:3 30

29 30  1:3 32

32

21

22

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23 青城山都江堰

29

30

天津队

上海龙腾

24 河海大学

31

32

轮空

山西奥体队

25

26

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呼和浩特圣火俱乐部

27

28

西安超越乒羽三队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贵阳市(弃权)

河北海润二队

16

乐旋乒乓连锁(山东)(弃权)

浙江财经大学

15

山东龙立.临沂天河

中国乒乓球学院四队

19

20

17

18

13

14

中国乒乓球学院三队

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9

10

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沈体世奥得

11

6

中国乒乓球学院二队

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7

12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上海体校曹燕华二队

男子团体第一次淘汰（A组）

★第一次淘汰赛成绩

8

河北海润三队

山东鲁能一队

1

2

福建省乒乓球队

轮空

3

4

大连大学乒乓球学校

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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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4  3:1 1

3  0: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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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3 6

8  3:0 5 6  1:3 7

8  3:1 7

15 11  3:0 8 10  3:2 3 13  3:2 5 14  3:2 6 4  1:3 9 7  1:3 16 1  0:3 12

10  3:0 9

11  3:1 10 9  2:3 12

11  0: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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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3 14

15  3:W-0 13 14  0:3 16

15  W-0:3 16

 W-0:3  23  0:3  19  3:0  8  0:3  30  3:0  3  3:2  13  1:3  27  1:3  28  0:3  21  0:3  20  0:3  32  2:3  25  0:3  17  1:3  29  3:0  12

15 11 26 10 18 22 5 14 6 4 9 7 16 1 24

18  3:0 17

19  3:1 18 20  3:2 17

19  1:3 20

23  3:0 19 18  0:3 22 21  3:1 20 17  1:3 24

22  3:0 21

23  3:1 22 21  0:3 24

23  0:3 24

23 19  2:3 26 30  3:2 18 22  1:3 27 28  3:2 21 20  0:3 32 25  3:1 17 29  3:0 24

26  3:0 25

26  0:3 27 28  3:0 25

27  2:3 28

26 30  3:1 27 28  1:3 32 25  1:3 29

30  3:0 29

30 32  3:2 29

32

21

22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广西金嗓子

23 辽宁队

29

30

山东鲁能二队

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24 万和通信

31

32

轮空

山东康平

25

26

湖南队

浙江竞体

27

28

山东胜利东胜二队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一队

上海体校曹燕华三队

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正华）

16

中国残奥麦德森队(弃权)

鲁能乒校一队

15

天津科技大学

河南民生药业

19

20

17

18

13

14

正定县实验学校三队（正华）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9

10

上海体校曹燕华一队

大连交通大学

11

鲁能乒校二队

7

12

河南·濮阳

重庆晨淼-西南大学

男子团体第一次淘汰（B组）

8

山东胜利东胜一队

湖南师范大学

1

2

中国乒乓球学院一队

轮空

3

4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二队

河北海润一队

5

6

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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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3  3:0 1

4  3: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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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2 5

6  0:3 7 5  0:3 8

7  0:3 8

15 6  2:3 10 11  3:2 7 13  3:0 4 5  1:3 12 3  1:3 14 8  1:3 9 16  3:0 1

10  3:0 9

10  2:3 11 12  3:0 9

11  0: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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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3 14

15  3:W-0 13 14  1:3 16

15  W-0:3 16

15  1:3  27  0:3  23  0:3  29  0:3  22  3:0  13  2:3  20  1:3  30  0:3  24  3:1  3  3:2  14  3:1  8  1:3  21  3:0  16  3:0  1

6 10 11 7 25 4 5 12 26 19 28 9 17 32

17

20 19  3:0 17

20  3:0 19

23 22  3:2 20 24  3:1 19 21  3:2 17

22  3:1 21

23  3:2 22 24  3:1 21

23  0:3 24

27  3:2 23 29  3:0 22 25  3:1 20 30  3:0 24 26  3:0 19 28  3:0 21 17  0:3 32

25  1:3 26

27  3:0 25 26  0:3 28

27  0:3 28

27 29  3:2 25 30  3:2 26 28  1:3 32

29  1:3 30

29 30  0:3 32

32

21

22

中国乒乓球学院

四川劲力先锋二队

23 山东胜利东胜

29

30

内蒙古师范大学

浙江财经大学

24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31

32

轮空

天津科技大学

25

26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27

28

鲁能乒校

中国乒乓球学校一队

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二队

湖南长郡中学

16

中国乒乓球学校二队(弃权)

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15

辽宁一队

轮空

19

20

17

18

13

14

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9

10

辽宁二队

深圳南山

11

八一队

7

12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上海体校曹燕华

女子团体第一次淘汰（A组）

8

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山东鲁能队

1

2

东北师范大学

轮空

3

4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河南·范县

5

6

成都娇子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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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3  3:2 1

4  3: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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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1 5

7  3:0 6 8  3:2 5

7  0:3 8

15 7  1:3 11 4  1:3 14 10  3:2 6 13  3:0 8 12  3:0 3 9  3:1 5 16  3:1 1

10  3:1 9

11  3:1 10 12  3:0 9

11  2: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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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3:2 13

15  3:W-0 14 13  1:3 16

15  W-0:3 16

 双弃权  1:3  23  3:0  11  0:3  22  1:3  29  0:3  19  3:1  6  2:3  20  1:3  30  0:3  21  3:1  3  2:3  24  1:3  25  3:1  16  1:3  17

7 26 4 14 10 27 13 8 12 28 9 5 32 1

18  3:W-0 17

18  W-0:3 19 20  3:0 17

19  0:3 20

18  W-0:3 23 22  3:2 19 20  0:3 21 24  3:2 17

22  3:0 21

23  3:1 22 21  2:3 24

23  1:3 24

18 23  1:3 26 22  1:3 29 19  0:3 27 20  2:3 30 21  2:3 28 24  2:3 25 32  3:2 17

26  3:1 25

26  1:3 27 28  3:2 25

27  1:3 28

26 29  3:2 27 30  3:0 28 25  1:3 32

29  1:3 30

29 30  1:3 32

32

21

22

上海龙腾

辽宁三队

23 山西奥体队

29

30

内蒙古球管中心

浙江竞体

24 大连交通大学

31

32

轮空

湖南队

25

26

正定实验（万浦）

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27

28

重庆市育才中学

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队

四川劲力先锋一队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16

中国残奥麦德森队(弃权）

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15

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一队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弃权)

19

20

17

18

13

14

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河北队

9

10

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广西金嗓子

11

西安超越乒羽

7

12

武汉宏大队

湖南省体校

女子团体第一次淘汰（B组）

8

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

2

河海大学

轮空

3

4

云南亚讯

成都娇子二队

5

6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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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0 1

2  1:3 3 4  3:1 1

3  0: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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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0 5

6  0:3 8 7  3:1 5

8  3:1 7

2  0:3 11 13  3:2 6 3  0:3 10 15  3:0 8 7  2:3 9 4  0:3 16 5  1:3 12 14  3:2 1

10  3:0 9

11  3:2 10 9  1:3 12

11  2: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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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3 14

13  2:3 15 16  3:0 14

15  1:3 16

 0:3  26  1:3  18  3:2  13  3:2  6  3:1  3  2:3  27  3:1  15  0:3  22  3:2  7  3:0  9  1:3  29  3:1  16  3:1  5  3:1  12  2:3  21  0:3  32

24

18  3:1 17

18  1:3 19 20  3:1 17

19  2:3 20

18  1:3 24 19  0:3 22 20  2:3 23 17  2:3 21

22  3:2 21

24  3:0 22 23  3:2 21

24  3:0 23

26  3:0 18 30  3:2 24 19  2:3 27 31  3:0 22 25  3:1 20 29  3:1 23 17  0:3 28 21  2:3 32

26  3:1 25

26  0:3 27 25  0:3 28

27  1:3 28

26  0:3 30 27  2:3 31 25  0:3 29 28  0:3 32

30  3:1 29

30  0:3 31 29  0:3 32

31  2:3 32

20 4 23 17 28 14 130112 19 10 31 8 25

29

中国乒乓球学院一队

大连大学乒乓球学校

天津科技大学

福建省乒乓球队

山东鲁能一队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上海体校曹燕华一队

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万和通信

30

21

22

23

24

17

18

9

10

11

12

13

14

15

19

20

16

山东龙立.临沂天河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一队

31

32

25

26

27

28

河北海润二队

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重庆晨淼-西南大学

山西奥体队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正华）

河海大学

山东胜利东胜一队

6

7

山东康平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鲁能乒校二队

西安超越乒羽三队

鲁能乒校一队

中国乒乓球学院二队

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河北海润一队

上海龙腾

山东鲁能二队8

★第二次淘汰赛成绩

男子团体第二次淘汰（1-32名）

浙江财经大学

湖南队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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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4  3:0 1

3  1: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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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1 5

6  2:3 8 7  3:0 5

8  3:2 7

6 13  3:1 3 8  1:3 11 7  0:3 14 4  1:3 12 5  0:3 9 16  3:2 1

9

 11 12  3:2 9

11  2: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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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0:3 14

13 14  1:3 16

16

6  3:2  13  3:0  3  3:2  8  2:3  27  1:3  21  2:3  25  0:3  17  0:3  30  2:3  24  0:3  32  0:3  28  1:3  19

7 14 5

17

20 17  0:3 19

20  3:0 19

22  3:2 20 21  3:0 17 24  3:2 19

22  3:0 21

22 21  0:3 24

 24

22  0:3 29 20  2:3 27 21  1:3 25 17  0:3 30 24  1:3 32 28  3:1 19

25

 27 25  2:3 28

27  2:3 28

29  3:2 27 25  2:3 30 32  3:0 28

29  1:3 30

29 30  1:3 32

32

122 29 20 11 4 12 9 16

10

11

31

32

25

26

27

28

29

30

24

17

18

21

22

23

12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轮空

浙江竞体

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4

5

6

8

7

广西金嗓子

轮空

河南·濮阳

天津队

9

湖南师范大学

轮空

山东胜利东胜二队

沈体世奥得

轮空

上海体校曹燕华三队

中国乒乓球学院三队

13 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呼和浩特圣火俱乐部

15

19

20

16

大连交通大学

轮空

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正华）

14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男子团体第二次淘汰（33-57名）

中国乒乓球学院四队

河南民生药业

青城山都江堰

轮空

正定县实验学校三队（正华）

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轮空

上海体校曹燕华二队

1

2

3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二队

河北海润三队

辽宁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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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0 1

2  1:3 4 3  3:0 1

4  3: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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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3 6

5  1:3 7 8  3:1 6

7  0:3 8

15  3:22 11  3:2 5 4  1:3 13 7  1:3 10 3  1:3 12 14  3:1 8 9  3:2 6 16  3:0 1

10  3:2 9

11  3:0 10 12  3:1 9

11  1: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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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3 14

15  3:1 13 14  0:3 16

15  0:3 16

 3:1  15  3:1  2  3:0  11  3:2  5  0:3  24  3:1  13  3:2  7  3:1  10  3:0  3  1:3  25  3:2  14  2:3  30  1:3  32  3:1  6  3:2  16  3:0  1

18  3:0 17

18  2:3 19 20  3:1 17

19  2:3 20

22  3:2 18 24  3:2 19 23  3:1 20 17  2:3 21

22  3:0 21

22  0:3 24 23  3:2 21

24  3:1 23

22  1:331 27  3:1 18 24  0:3 26 29  3:2 19 23  1:3 25 20  2:3 30 32  3:0 17 21  1:3 28

26  3:2 25

27  3:0 26 25  1:3 28

27  1:3 28

31  3:1 27 26  0:3 29 25  0:3 30 32  3:0 28

29  2:3 30

31  3:1 29 30  0:3 32

31  0:3 32

2831 27 18 4 26 29 19 23 12 20 8 9 17 21

24

17

18

9

10

11

12

13

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天津科技大学

19

20

16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上海体校曹燕华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二队

浙江财经大学

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一队

辽宁一队

浙江竞体

湖南省体校

中国乒乓球学院

31

32

25

26

27

28

山东鲁能队

云南亚讯

29

30

1

2

3

4

5

6

7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成都娇子一队

湖南队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14

15

8

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河海大学

21

22

23

女子团体第二次淘汰（1-32名）

东北师范大学

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队

中国乒乓球学校一队

22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正定实验（万浦）

辽宁二队

上海龙腾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大连交通大学

第 15 页



1

3 1  2:3 4

3  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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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2 5

6 8  3:1 5

8

14  3:2 6 11  3:1 3 8  2:3 13 9  3:0 1 5  1:3 16 4  1:3 12

9

11 9  2:3 12

11  0:3 12

14  3:2 11 13  3:2 9 16  3:1 12

14  3:1 13

14 13  1:3 16

16

 3:2  14  3:0  6  1:3  22  2:3  30  1:3  29  3:0  13  1:3  19  1:3  25  3:2  5  3:0  16  3:1  4  2:3  17

8

17

20 19  3:1 17

20  3:1 19

20  1:3 22 21  3:1 19 24  3:1 17

22  3:1 21

22 21  0:3 24

24

20  2:3 27 22  2:3 30 29  3:0 21 19  0:3 25 24  1:3 28 32  3:2 17

25

27 25  1:3 28

27  0:3 28

27  2:3 30 29  3:1 25 28  2:3 32

30  3:0 29

30 29  0:3 32

32

1220 27 11 3 21 9 1 24 28 32

10

11

31

32

25

26

27

28

29

30

24

17

18

21

22

23

12

西安超越乒羽

轮空

武汉宏大队

内蒙古师范大学4

5

6

8

7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轮空

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9

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轮空

湖南长郡中学

四川劲力先锋一队

轮空

山西奥体队

四川劲力先锋二队

13 辽宁三队

深圳南山

15

19

20

16

成都娇子二队

轮空

河南·范县

14

广西金嗓子

女子团体第二次淘汰（33-56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河北队

鲁能乒校

轮空

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重庆市育才中学

轮空

山东胜利东胜

1

2

3

内蒙古球管中心

八一队

轮空

第 16 页



1

 3:2 1

 3:1 3

 3:0 5

 3:2 5

 1:3 8

9

 3:0 9

 0:3 12

 3:1 13

 2:3 16

16

17

 3:1 17

 3:1 19

 3:0 21

 1:3 24

24

25

 0:3 28

 1:3 28

 0:3 30

 0:3 32

32
32

轮空

山东龙立.临沂天河

25

26

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轮空

27

28

浙江财经大学

万和通信

29

30

山西奥体队

山东鲁能二队

19

20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31

24

轮空

河海大学

21

22

湖南队

鲁能乒校二队

23

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15

轮空

17

18

天津科技大学

6

山东鲁能一队

上海体校曹燕华一队

7

山东胜利东胜一队

8

河北海润一队

大连大学乒乓球学校

16

轮空

山东康平

9

10

鲁能乒校一队

轮空

11

12

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正华）

13

14

★第三次淘汰赛成绩

男子团体第三次淘汰（1-32名）

1

2

重庆晨淼-西南大学

轮空

3

4

福建省乒乓球队

上海龙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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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3 2

4  3:0 1

4  3:2 3

6  3:0 5

7  3:2 6

7  0:3 8

9  1:3 10

9  2:3 11

11  0:3 12

14  3:0 13

16  3:2 14

16  3:0 15

18  3:2 17

20  3:1 18

20  3:1 19

21  0:3 22

21  0:3 23

23  1:3 24

26  3:2 25

27  3:2 26

27  0:3 28

30  3:1 29

31  3:0 30

31  0:3 32

男子团体第三次淘汰（33-64名）

29

30

湖南师范大学

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21

22

山东胜利东胜二队

呼和浩特圣火俱乐部

23

24

浙江竞体

西安超越乒羽三队

17

18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31

32

青城山都江堰

中国乒乓球学院二队

25

26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一队

河南·濮阳

27

28

辽宁队

中国乒乓球学院三队

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19

20

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广西金嗓子

13

14

正定县实验学校三队（正华）

沈体世奥得

15

5

6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上海体校曹燕华三队

7

2

中国乒乓球学院一队

河北海润三队

3

4

天津队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二队

8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上海体校曹燕华二队

16

中国乒乓球学院四队

河北海润二队

9

10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大连交通大学

11

12

河南民生药业

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正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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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1 1

 3:1 3

 3:1 5

 2:3 8

8

9

 3:0 9

 0:3 12

 3:2 13

 3:1 13

16

17

 3:0 17

 1:3 20

 3:1 21

 0:3 24

24

25

 3:1 25

 0:3 28

 3:1 29

 0:3 32

32

女子团体第三次淘汰（1-32名）

29

30

上海体校曹燕华

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二队

21

22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大连交通大学

23

24

轮空

上海龙腾

17

18

河海大学

31

32

轮空

中国乒乓球学院

25

26

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一队

轮空

27

28

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15

轮空

19

20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正定实验（万浦）

7

16

轮空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9

10

天津科技大学

轮空

11

12

浙江竞体

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13

14

辽宁一队

山东鲁能队

8

轮空

湖南队

1

2

东北师范大学

轮空

3

4

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队

5

6

云南亚讯

中国乒乓球学校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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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1 1

2  0:3 4

4  3:1 3

6  3:2 5

6  0:3 7

7  1:3 8

9  1:3 10

9  2:3 11

11  1:3 12

14  3:1 13

15  3:0 14

15  0:3 16

18  3:0 17

18  1:3 20

20  3:2 19

22  3:2 21

23  3:1 22

23  1:3 24

26  3:1 25

26  0:3 27

27  1:3 28

29  2:3 30

31  3:1 29

31  0:3 32

女子团体第三次淘汰（33-64名）

29

30

内蒙古球管中心

四川劲力先锋一队

21

22

内蒙古师范大学

辽宁三队

23

24

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17

18

湖南省体校

31

32

成都娇子二队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25

26

成都娇子一队

武汉宏大队

27

28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八一队

19

20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河南·范县

13

14

四川劲力先锋二队

山东胜利东胜

15

5

6

重庆市育才中学

广西金嗓子

7

2

辽宁二队

深圳南山

3

4

西安超越乒羽

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8

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16

山西奥体队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9

10

浙江财经大学

鲁能乒校

11

12

河北队

湖南长郡中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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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连大学乒乓球学校 -- 4.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3:1 10.沈体世奥得 -- 12.上海体校曹燕华二队 3:0

闫奂其 -- 肖超 3:1 (8,7,-10,5) 孙偲皓 -- 王常羽 3:0 (11,8,8)

缪鑫宇 -- 杜金明 3:0 (8,9,11) 范峰彬 -- 史璨诚 3:2 (11,-9,-1,5,7)

隋雨峰 -- 曾海龙 0:3 (-9,-13,-11) 薛钧升 -- 张涵 3:0 (10,9,9)

缪鑫宇 -- 肖超 3:0 (7,9,8) 22.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 23.青城山都江堰 3:0

5.中国乒乓球学院二队 -- 6.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3:1 迟昊文 -- 胡世杰 3:0 (7,9,5)

王全亮 -- 郑少奇 3:0 (6,9,9) 陈旭成 -- 古佩汶 3:0 (3,10,3)

金晨杰 -- 罗浩翔 1:3 (-5,10,-8,-7) 朱胤鸣 -- 蔡涛 3:0 (2,8,9)

赵欣鹏 -- 刘佳明 3:0 (3,8,8) 26.呼和浩特圣火俱乐部 -- 28.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1:3

王全亮 -- 罗浩翔 3:1 (8,-9,3,6) 梁恩泽 -- 张纪元 3:2 (5,-10,8,-7,9)

7.河北海润三队 -- 8.山东鲁能一队 0:3 李淏白 -- 耿士淳 1:3 (9,-12,-10,-2)

宁贤坤 -- 安博扬 1:3 (-9,-5,8,-9) 邹存昊 -- 李昊 1:3 (-3,-7,7,-7)

于泉森 -- 刘倚尊 1:3 (-7,4,-3,-8) 李淏白 -- 张纪元 0:3 (-4,-8,-9)

陈炫伊 -- 郑浩桓 0:3 (-8,-5,-9) 1.福建省乒乓球队 -- 3.大连大学乒乓球学校 1:3

9.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 10.沈体世奥得 3:1 朱立铖 -- 闫奂其 2:3 (8,-10,7,-5,-9)

王昊 -- 范峰彬 1:3 (-6,8,-10,-8) 李陈炫 -- 缪鑫宇 1:3 (6,-6,-9,-10)

魏志豪 -- 孙偲皓 3:2 (9,4,-8,-9,10) 陈俊菘 -- 隋雨峰 3:0 (8,4,9)

孔令辉 -- 谢文天 3:2 (-4,8,-3,4,11) 朱立铖 -- 缪鑫宇 1:3 (-10,11,-8,-7)

魏志豪 -- 范峰彬 3:2 (8,-5,-5,5,11) 5.中国乒乓球学院二队 -- 8.山东鲁能一队 3:2

11.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 12.上海体校曹燕华二队 3:1 赵欣鹏 -- 刘倚尊 0:3 (-8,-7,-4)

张海朴 -- 王常羽 3:0 (10,4,4) 王全亮 -- 安博扬 3:2 (-7,-6,5,7,11)

刘孟岩 -- 史璨诚 2:3 (-7,9,9,-8,-4) 金晨杰 -- 郑浩桓 3:1 (13,5,-5,4)

张云龙 -- 张涵 3:1 (9,10,-5,8) 王全亮 -- 刘倚尊 0:3 (-9,-9,-8)

张海朴 -- 史璨诚 3:1 (-3,6,5,8) 赵欣鹏 -- 安博扬 3:0 (9,5,5)

13.中国乒乓球学院三队 -- 14.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1:3 9.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 11.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3:1

秦逸闻 -- 刘梦龙 3:0 (9,6,6) 魏志豪 -- 张云龙 3:0 (9,7,4)

张建威 -- 王一昊 2:3 (9,-8,5,-9,-6) 王昊 -- 张海朴 2:3 (9,-10,9,-6,-5)

张志聪 -- 孙华锋 0:3 (-9,-8,-9) 孔令辉 -- 刘孟岩 3:1 (8,-8,8,7)

秦逸闻 -- 王一昊 1:3 (-7,-8,6,-6) 魏志豪 -- 张海朴 3:2 (10,-8,9,-10,6)

15.乐旋乒乓连锁（山东） -- 16.浙江财经大学 W-0:3 14.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 16.浙江财经大学 3:0
-- W-0:3 孙华锋 -- 申红景 3:1 (8,-8,11,2)

-- W-0:3 王一昊 -- 郭浩文 3:1 (6,-10,7,8)

-- W-0:3 刘梦龙 -- 尹耀纬 3:0 (7,9,2)

17.山东龙立.临沂天河 -- 18.中国乒乓球学院四队 3:0 17.山东龙立.临沂天河 -- 20.河北海润二队 3:0

杨卓 -- 陈昱琪 3:2 (5,-11,3,-8,11) 李梓睿 -- 吴镝 3:0 (7,3,10)

李梓睿 -- 顾宇航 3:0 (9,7,8) 杨卓 -- 吴亚南 3:2 (-8,2,-5,2,8)

孙鹏翔 -- 陈铭 3:1 (2,9,-7,8) 孙鹏翔 -- 陈奕旭 3:2 (-9,5,4,-10,6)

19.贵阳市 -- 20.河北海润二队 W-0:3 21.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 24.河海大学 2:3
-- W-0:3 赵一恒 -- 陆剑波 1:3 (5,-9,-12,-10)

-- W-0:3 杨杰豪 -- 张育铭 2:3 (-5,3,-8,8,-7)

-- W-0:3 吕朝阳 -- 斯信荣 3:0 (4,6,3)

21.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 22.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3:1 赵一恒 -- 张育铭 3:0 (7,9,2)

赵一恒 -- 迟昊文 2:3 (-4,-7,7,8,-9) 杨杰豪 -- 陆剑波 2:3 (10,-4,-5,6,-8)

杨杰豪 -- 陈旭成 3:0 (7,10,10) 25.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 27.西安超越乒羽三队 3:0

吕朝阳 -- 韩兆颉 3:1 (-7,6,4,5) 尹孟泽 -- 王一衡 3:1 (8,-9,13,9)

赵一恒 -- 陈旭成 3:0 (8,8,5) 吕游 -- 丁梦博 3:0 (8,5,6)

23.青城山都江堰 -- 24.河海大学 0:3 李善颜 -- 李耀秦 3:0 (7,8,9)

胡世杰 -- 陆剑波 0:3 (-3,-3,-8) 30.上海龙腾 -- 32.山西奥体队 1:3

古佩汶 -- 张育铭 0:3 (-6,-5,-3) 余政洋 -- 马泽霖 2:3 (-9,6,8,-6,-9)

蔡涛 -- 斯信荣 0:3 (-8,-3,-2) 章昊 -- 王旭 2:3 (-6,-9,9,9,-10)

25.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 26.呼和浩特圣火俱乐部 3:1 章子建 -- 谢东方 3:1 (-5,10,6,7)

吕游 -- 李淏白 3:0 (8,4,2) 余政洋 -- 王旭 1:3 (-4,-9,4,-7)

尹孟泽 -- 梁恩泽 2:3 (-8,9,7,-7,-8) 12.上海体校曹燕华二队 -- 15.乐旋乒乓连锁（山东） 3:W-0

李善颜 -- 邹存昊 3:2 (8,-8,-6,7,7) -- 3:W-0

吕游 -- 梁恩泽 3:0 (7,5,6) -- 3:W-0

27.西安超越乒羽三队 -- 28.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3:2 -- 3:W-0

王一衡 -- 李昊 3:1 (9,-4,6,5) 19.贵阳市 -- 23.青城山都江堰 W-0:3

李耀秦 -- 张纪元 0:3 (-5,-6,-13) -- W-0:3

丁梦博 -- 耿士淳 0:3 (-10,-5,-9) -- W-0:3

王一衡 -- 张纪元 3:1 (-11,10,10,4) -- W-0:3

李耀秦 -- 李昊 3:1 (9,-6,4,9) 4.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 6.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3:0

29.天津队 -- 30.上海龙腾 1:3 曾海龙 -- 郑少奇 3:2 (10,-6,8,-14,8)

钟锦堂 -- 章昊 3:2 (10,-5,11,-5,10) 杜金明 -- 罗浩翔 3:2 (11,7,-9,-9,2)

马原 -- 余政洋 0:3 (-3,-8,-9) 管梓清 -- 刘佳明 3:0 (7,6,9)

廖扬捷 -- 葛恒汛 2:3 (-9,7,-6,10,-6) 10.沈体世奥得 -- 13.中国乒乓球学院三队 3:2

马原 -- 章昊 1:3 (-9,9,-7,-6) 孙偲皓 -- 杨添 3:2 (6,7,-5,-6,5)

6.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 7.河北海润三队 3:1 范峰彬 -- 张志聪 2:3 (12,6,-8,-9,-9)

罗浩翔 -- 于泉森 3:2 (-9,8,-7,2,7) 薛钧升 -- 张建威 2:3 (10,-3,-2,8,-9)

郑少奇 -- 宁贤坤 3:1 (-10,6,12,9) 范峰彬 -- 杨添 3:0 (11,9,10)

刘佳明 -- 李乾图 1:3 (-8,-4,9,-7) 孙偲皓 -- 张志聪 3:2 (-9,2,-11,3,5)

罗浩翔 -- 宁贤坤 3:0 (10,6,11)

★第一次淘汰赛成绩明细

男子团体第一次淘汰赛（A组）

第 21 页



18.中国乒乓球学院四队 -- 22.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1:3 8.山东鲁能一队 -- 11.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3:2

顾宇航 -- 迟昊文 0:3 (-4,-5,-7) 刘倚尊 -- 刘孟岩 3:0 (5,7,5)

陈昱琪 -- 陈旭成 0:3 (-9,-8,-8) 安博扬 -- 张海朴 1:3 (-10,-7,6,-8)

陈铭 -- 韩兆颉 3:1 (9,6,-7,12) 程振凯 -- 张云龙 0:3 (-6,-9,-12)

陈昱琪 -- 迟昊文 0:3 (-9,-10,-7) 刘倚尊 -- 张海朴 3:1 (6,10,-3,11)

28.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29.天津队 3:1 安博扬 -- 刘孟岩 3:1 (3,-12,7,7)

张纪元 -- 刘悦 3:1 (-12,2,10,4) 21.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 30.上海龙腾 1:3

李昊 -- 钟锦堂 0:3 (-11,-11,-9) 赵一恒 -- 余政洋 1:3 (11,-5,-10,-5)

耿士淳 -- 廖扬捷 3:1 (-10,6,6,11) 吕朝阳 -- 章昊 3:1 (7,-3,5,7)

张纪元 -- 钟锦堂 3:1 (-9,9,9,7) 胡凯哲 -- 章子建 0:3 (-4,-9,-7)

1.福建省乒乓球队 -- 8.山东鲁能一队 3:2 吕朝阳 -- 余政洋 0:3 (-5,-5,-5)

陈俊菘 -- 刘倚尊 3:0 (7,6,10) 1.福建省乒乓球队 -- 16.浙江财经大学 1:3

朱立铖 -- 郑浩桓 3:2 (-5,5,5,-8,5) 李陈炫 -- 郭浩文 0:3 (-10,-3,-6)

李陈炫 -- 程振凯 2:3 (-8,10,-10,10,-3) 陈俊菘 -- 申红景 2:3 (9,-7,8,-8,-14)

朱立铖 -- 刘倚尊 1:3 (-6,7,-5,-9) 朱立铖 -- 尹耀纬 3:0 (3,6,6)

陈俊菘 -- 郑浩桓 3:2 (3,9,-3,-10,4) 陈俊菘 -- 郭浩文 2:3 (-7,6,-11,5,-8)

11.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 16.浙江财经大学 2:3 20.河北海润二队 -- 27.西安超越乒羽三队 3:1

张海朴 -- 申红景 3:2 (-4,9,9,-13,8) 吴亚南 -- 黄东宇 3:0 (7,5,7)

刘孟岩 -- 郭浩文 1:3 (-8,-8,10,-8) 吴镝 -- 丁梦博 3:1 (6,-10,8,7)

张云龙 -- 尹耀纬 3:1 (10,8,-4,5) 张天蛟 -- 李耀秦 2:3 (8,-7,9,-10,-11)

张海朴 -- 郭浩文 1:3 (-4,-3,10,-7) 吴镝 -- 黄东宇 3:0 (7,3,10)

刘孟岩 -- 申红景 1:3 (-8,6,-4,-2) 5.中国乒乓球学院二队 -- 9.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0:3

20.河北海润二队 -- 21.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3:0 王全亮 -- 魏志豪 1:3 (-10,9,-9,-5)

吴亚南 -- 杨杰豪 3:0 (8,11,7) 金晨杰 -- 王昊 0:3 (-6,-6,-7)

吴镝 -- 赵一恒 3:1 (9,8,-6,9) 陈沫含 -- 刁子育 1:3 (1,-8,-10,-9)

陈奕旭 -- 胡凯哲 3:1 (6,-8,8,6) 24.河海大学 -- 25.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3:0

27.西安超越乒羽三队 -- 30.上海龙腾 3:0 斯信荣 -- 吕游 3:1 (11,9,-5,6)

黄东宇 -- 余政洋 3:2 (-1,-7,9,7,10) 陆剑波 -- 尹孟泽 3:1 (8,-11,8,9)

王一衡 -- 章昊 3:2 (-11,6,10,-10,8) 卢宥臻 -- 李善颜 3:1 (7,-8,5,9)

丁梦博 -- 葛恒汛 3:1 (6,8,-5,10) 3.大连大学乒乓球学校 -- 14.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3:2

3.大连大学乒乓球学校 -- 5.中国乒乓球学院二队 3:0 隋雨峰 -- 王一昊 1:3 (-6,3,-10,-4)

闫奂其 -- 王全亮 3:1 (6,12,-11,5) 缪鑫宇 -- 孙华锋 3:2 (7,6,-5,-12,4)

缪鑫宇 -- 金晨杰 3:0 (6,3,11) 闫奂其 -- 刘梦龙 1:3 (-7,3,-7,-10)

隋雨峰 -- 赵欣鹏 3:0 (10,7,6) 缪鑫宇 -- 王一昊 3:2 (-8,-9,9,8,6)

9.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 14.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0:3 隋雨峰 -- 孙华锋 3:1 (7,8,-7,5)

王昊 -- 孙华锋 1:3 (-1,7,-10,-9) 17.山东龙立.临沂天河 -- 32.山西奥体队 3:0

孔令辉 -- 王一昊 0:3 (-8,-7,-6) 李梓睿 -- 潘浩杰 3:0 (5,3,9)

刁子育 -- 刘梦龙 1:3 (-8,7,-2,-6) 杨卓 -- 马泽霖 3:0 (7,7,7)

17.山东龙立.临沂天河 -- 24.河海大学 3:0 宋谦 -- 刘冠成 3:1 (6,-5,1,5)

杨卓 -- 张育铭 3:2 (-9,9,-10,5,8) 15.乐旋乒乓连锁（山东） -- 19.贵阳市 双弃权

李梓睿 -- 陆剑波 3:2 (-9,6,-17,4,6) -- 双弃权

孙鹏翔 -- 斯信荣 3:0 (13,10,9) -- 双弃权

25.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 32.山西奥体队 1:3 -- 双弃权

吕游 -- 马泽霖 3:2 (-7,4,1,-9,11) 7.河北海润三队 -- 23.青城山都江堰 1:3

尹孟泽 -- 王旭 1:3 (-10,9,-10,-6) 于泉森 -- 古佩汶 0:3 (-6,-8,-12)

李善颜 -- 刘冠成 0:3 (-9,-9,-7) 陈炫伊 -- 胡世杰 0:3 (-9,-9,-8)

吕游 -- 王旭 1:3 (-8,-9,4,-7) 李乾图 -- 蔡涛 3:1 (-8,5,6,7)

7.河北海润三队 -- 12.上海体校曹燕华二队 0:3 于泉森 -- 胡世杰 1:3 (-8,-3,10,-10)

陈炫伊 -- 史璨诚 0:3 (-5,-7,-7) 12.上海体校曹燕华二队 -- 26.呼和浩特圣火俱乐部 3:1

宁贤坤 -- 张涵 1:3 (-6,-8,10,-6) 王常羽 -- 李佳仑 3:2 (-4,9,-7,8,10)

李乾图 -- 王常羽 0:3 (-5,-9,-4) 史璨诚 -- 梁恩泽 1:3 (9,-6,-9,-2)

23.青城山都江堰 -- 26.呼和浩特圣火俱乐部 0:3 张涵 -- 李淏白 3:2 (7,2,-9,-13,8)

胡世杰 -- 李淏白 2:3 (-8,-5,10,9,-9) 王常羽 -- 梁恩泽 3:2 (11,12,-7,-8,5)

古佩汶 -- 梁恩泽 0:3 (-9,-10,-7) 6.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 18.中国乒乓球学院四队 3:1
蔡涛 -- 邹存昊 1:3 (6,-4,-14,-4) 刘佳明 -- 顾宇航 0:3 (-3,-5,-7)

6.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 13.中国乒乓球学院三队 2:3 罗浩翔 -- 陈铭 3:0 (8,9,7)
罗浩翔 -- 杨添 3:0 (5,4,4) 郑少奇 -- 王田戈 3:0 (2,5,6)
郑少奇 -- 张志聪 0:3 (-10,-9,-9) 罗浩翔 -- 顾宇航 3:0 (8,2,9)
刘佳明 -- 秦逸闻 0:3 (-8,-5,-9) 13.中国乒乓球学院三队 -- 29.天津队 3:2
罗浩翔 -- 张志聪 3:1 (-9,9,5,8) 秦逸闻 -- 廖扬捷 2:3 (11,-10,-12,12,-10)

郑少奇 -- 杨添 0:3 (-9,-8,-12) 杨添 -- 钟锦堂 1:3 (11,-11,-9,-7)

18.中国乒乓球学院四队 -- 29.天津队 0:3 张建威 -- 康旭阳 3:0 (6,5,6)
陈昱琪 -- 马原 1:3 (-9,-5,4,-7) 杨添 -- 廖扬捷 3:1 (8,6,-7,7)
顾宇航 -- 钟锦堂 1:3 (-9,8,-12,-5) 秦逸闻 -- 钟锦堂 3:1 (9,8,-10,9)

王田戈 -- 刘悦 0:3 (-7,-4,-6) 10.沈体世奥得 -- 22.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3:2
4.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 10.沈体世奥得 3:2 薛钧升 -- 陈旭成 3:2 (-11,6,5,-7,10)

曾海龙 -- 孙偲皓 1:3 (-7,7,-8,-2) 谢文天 -- 迟昊文 2:3 (-9,8,6,-7,-9)

杜金明 -- 范峰彬 3:2 (9,6,-9,-2,5) 孙偲皓 -- 朱胤鸣 2:3 (8,-6,10,-13,-2)

肖超 -- 谢文天 3:2 (6,7,-6,-9,8) 薛钧升 -- 迟昊文 3:2 (9,-8,-7,9,6)

杜金明 -- 孙偲皓 0:3 (-9,-4,-9) 谢文天 -- 陈旭成 3:0 (7,4,7)
曾海龙 -- 范峰彬 3:0 (4,9,9) 4.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 28.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1:3

22.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 28.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0:3 杜金明 -- 张纪元 1:3 (3,-6,-7,-9)

迟昊文 -- 耿士淳 1:3 (-4,-10,8,-12) 曾海龙 -- 耿士淳 3:2 (-8,-7,11,7,10)

陈旭成 -- 张纪元 1:3 (-7,-4,8,-3) 肖超 -- 李昊 1:3 (-6,-12,5,-8)

朱胤鸣 -- 李昊 1:3 (-9,6,-9,-3) 曾海龙 -- 张纪元 2:3 (7,-10,-7,8,-8)

男子团体第一次淘汰赛（A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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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 21.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3:0 5.中国乒乓球学院二队 -- 25.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2:3
张海朴 -- 杨杰豪 3:1 (12,6,-8,8) 赵欣鹏 -- 尹孟泽 1:3 (8,-4,-3,-9)

刘孟岩 -- 胡凯哲 3:0 (10,6,3) 陈沫含 -- 吕游 0:3 (-5,-5,-5)
张云龙 -- 吕朝阳 3:2 (-7,-6,8,11,15) 金晨杰 -- 李善颜 3:2 (-8,4,11,-10,11)

1.福建省乒乓球队 -- 27.西安超越乒羽三队 3:0 赵欣鹏 -- 吕游 3:2 (12,-5,-6,5,8)

朱立铖 -- 丁梦博 3:0 (3,6,7) 陈沫含 -- 尹孟泽 1:3 (-2,9,-9,-9)

陈俊菘 -- 王一衡 3:2 (-8,7,-5,5,6) 9.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 24.河海大学 2:3
李陈炫 -- 黄东宇 3:1 (-8,4,7,5) 王昊 -- 张育铭 3:0 (8,8,10)

16.浙江财经大学 -- 20.河北海润二队 3:0 魏志豪 -- 斯信荣 1:3 (-6,-7,5,-10)

郭浩文 -- 陈奕旭 3:1 (10,-9,9,3) 孔令辉 -- 卢宥臻 2:3 (-2,-8,11,8,-6)

申红景 -- 张天蛟 3:2 (6,6,-7,-11,3) 魏志豪 -- 张育铭 3:0 (5,7,11)
尹耀纬 -- 吴亚南 3:1 (4,7,-9,9) 王昊 -- 斯信荣 1:3 (-6,7,-11,-6)

3.大连大学乒乓球学校 -- 17.山东龙立.临沂天河 0:3 8.山东鲁能一队 -- 30.上海龙腾 3:2
隋雨峰 -- 李梓睿 2:3 (-10,-9,7,10,-8) 郑浩桓 -- 章子建 3:1 (-8,6,6,8)
缪鑫宇 -- 宋谦 1:3 (-9,11,-7,-8) 刘倚尊 -- 余政洋 2:3 (5,-7,-5,5,-6)

闫奂其 -- 杨卓 1:3 (-6,9,-5,-6) 安博扬 -- 葛恒汛 3:0 (6,5,12)
14.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 32.山西奥体队 3:1 郑浩桓 -- 余政洋 1:3 (-1,8,-7,-7)

刘梦龙 -- 潘浩杰 3:0 (7,5,4) 刘倚尊 -- 章子建 3:1 (-7,9,8,7)
王钦泓 -- 谢东方 0:3 (-6,-7,-9)
王一昊 -- 刘冠成 3:2 (-3,-4,9,8,7)

刘梦龙 -- 谢东方 3:0 (6,7,9)

3.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二队 -- 4.河北海润一队 0:3 25.湖南队 -- 26.浙江竞体 3:0
贺泽毅 -- 景添 1:3 (11,-8,-6,-9) 王俊杰 -- 杨晨 3:0 (11,8,5)
田益诚 -- 李帅赞 0:3 (-6,-9,-6) 姚耿博 -- 周建旭 3:1 (7,8,-8,8)
严定航 -- 居泽强 2:3 (-5,12,-7,5,-3) 蔡智发 -- 陈一铭 3:1 (7,4,-8,4)

5.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正华） -- 6.鲁能乒校二队 1:3 27.山东胜利东胜二队 -- 28.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一队 2:3
张昊天 -- 生正冉 0:3 (-9,-8,-7) 钱顾翔 -- 崔游 0:3 (-6,-9,-5)
季新越 -- 杨明坤 3:2 (8,-7,-11,7,6) 杨新宇 -- 王承林 3:0 (7,2,9)
王军汉 -- 王浩天 0:3 (-3,-5,-5) 刘卓然 -- 郑人彰 2:3 (-8,10,-9,5,-6)

张昊天 -- 杨明坤 1:3 (-7,-9,13,-9) 杨新宇 -- 崔游 3:0 (11,9,6)
7.山东胜利东胜一队 -- 8.湖南师范大学 3:1 钱顾翔 -- 王承林 2:3 (-9,-11,9,6,-9)

曹珈瑞 -- 张明哲 3:1 (7,-9,7,8) 29.山东鲁能二队 -- 30.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3:0
王吉轩 -- 喻琛 0:3 (-8,-11,-8) 牛泽乾 -- 张添翼 3:1 (-5,6,9,5)
董金栋 -- 来明泽 3:1 (7,-9,9,11) 韩云麒 -- 李树森 3:0 (7,9,6)
曹珈瑞 -- 喻琛 3:2 (-7,10,6,-9,17) 肖骐骏 -- 王子熙 3:2 (-6,6,8,-5,7)

9.上海体校曹燕华一队 -- 10.大连交通大学 3:0 5.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正华） -- 8.湖南师范大学 3:0
吴君凯 -- 尹航 3:1 (5,5,-6,6) 张昊天 -- 张明哲 3:2 (-6,-8,7,9,6)

罗威恒 -- 徐泽华 3:0 (2,8,8) 季新越 -- 喻琛 3:2 (6,-5,-11,17,6)

刘瑜阳 -- 贾宪禹 3:0 (5,6,9) 王军汉 -- 来明泽 3:0 (6,9,6)
11.河南·濮阳 -- 12.重庆晨淼-西南大学 0:3 10.大连交通大学 -- 11.河南·濮阳 3:1
张恒源 -- 段亚东 1:3 (-11,7,-10,-6) 徐泽华 -- 刘昱甫 3:1 (6,5,-7,6)
周子皓 -- 高华江 0:3 (-8,-2,-5) 尹航 -- 张恒源 3:2 (-7,9,-7,10,7)

刘昱甫 -- 薛景聪 0:3 (-6,-5,-5) 贾宪禹 -- 周子皓 0:3 (-3,-5,-6)
13.正定县实验学校三队（正华） -- 14.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2:3 徐泽华 -- 张恒源 3:2 (9,-7,-5,6,8)

邱楠 -- 邓荣涛 1:3 (-7,10,-7,-8) 13.正定县实验学校三队（正华） -- 15.中国残奥麦德森队 3:W-0

闻琮石 -- 李相成 1:3 (-8,-8,12,-2) -- 3:W-0

黄衍凯 -- 刘京典 3:0 (11,5,9) -- 3:W-0

邱楠 -- 李相成 3:1 (9,8,-6,8) -- 3:W-0

闻琮石 -- 邓荣涛 0:3 (-4,-9,-10) 18.河南民生药业 -- 19.上海体校曹燕华三队 3:1
15.中国残奥麦德森队 -- 16.鲁能乒校一队 W-0:3 赵朕辉 -- 罗昆阳 3:1 (6,-8,8,3)

-- W-0:3 张泰铭 -- 聂浩宇 3:0 (5,6,10)
-- W-0:3 贾泰然 -- 周锦泉 1:3 (8,-6,-11,-8)

-- W-0:3 赵朕辉 -- 聂浩宇 3:2 (-4,5,-5,6,4)

17.天津科技大学 -- 18.河南民生药业 3:0 22.广西金嗓子 -- 23.辽宁队 3:1
韩文竞 -- 赵朕辉 3:0 (6,3,5) 卢俊君 -- 吴星宇 3:0 (4,8,6)
刘子谦 -- 张泰铭 3:0 (7,6,6) 杨如进 -- 孔垂禹 3:1 (-8,10,3,9)

刘昊 -- 贾泰然 3:0 (10,4,8) 刘隆烨 -- 张守彦 0:3 (-1,-8,-5)
19.上海体校曹燕华三队 -- 20.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正华） 1:3 杨如进 -- 吴星宇 3:0 (11,5,10)

周锦泉 -- 王启隆 2:3 (12,-2,7,-9,-8) 26.浙江竞体 -- 27.山东胜利东胜二队 0:3
聂浩宇 -- 弭瑞杰 3:1 (4,10,-8,5) 杨晨 -- 杨新宇 1:3 (-12,12,-5,-7)

罗昆阳 -- 朱锐 0:3 (-6,-10,-5) 周建旭 -- 刘卓然 2:3 (7,-9,9,-5,-10)

周锦泉 -- 弭瑞杰 0:3 (-8,-6,-13) 郑宸卓 -- 钱顾翔 2:3 (-8,8,8,-12,-8)

2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22.广西金嗓子 3:0 1.中国乒乓球学院一队 -- 4.河北海润一队 3:1
敖华磊 -- 卢俊君 3:2 (8,8,-8,-9,5) 李嘉伟 -- 景添 3:2 (-5,8,8,-6,6)

吴卓伦 -- 杨如进 3:2 (-9,4,-7,6,7) 史一凡 -- 李帅赞 3:0 (5,10,8)
蒋博 -- 谢昀熹 3:2 (9,-8,-4,9,6) 高申童 -- 居泽强 0:3 (-6,-11,-9)

6.鲁能乒校二队 -- 7.山东胜利东胜一队 1:3 李嘉伟 -- 李帅赞 3:1 (-11,4,5,4)

生正冉 -- 曹珈瑞 2:3 (-8,-8,3,10,-9) 23.辽宁队 -- 24.万和通信 0:3
杨明坤 -- 董金栋 1:3 (-9,9,-7,-8) 孔垂禹 -- 李浩凯 1:3 (-10,8,-5,-5)

周子豪 -- 王吉轩 3:1 (8,10,-8,12) 吴星宇 -- 李宁 1:3 (-3,15,-8,-4)

杨明坤 -- 曹珈瑞 2:3 (9,9,-9,-9,-10) 张守彦 -- 余林洋 1:3 (7,-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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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上海体校曹燕华一队 -- 12.重庆晨淼-西南大学 2:3 28.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一队 -- 32.山东康平 1:3
吴君凯 -- 高华江 0:3 (-8,-6,-7) 王承林 -- 邢航玮 0:3 (-3,-3,-5)
罗威恒 -- 段亚东 3:1 (6,-6,10,11) 崔游 -- 周旭 3:2 (-9,-8,3,6,5)

刘瑜阳 -- 薛景聪 0:3 (-5,-5,-5) 郑人彰 -- 罗钰鸿 1:3 (-5,-9,8,-2)

罗威恒 -- 高华江 3:1 (-7,8,2,16) 崔游 -- 邢航玮 1:3 (-11,-6,4,-4)

吴君凯 -- 段亚东 0:3 (-4,-8,-9) 1.中国乒乓球学院一队 -- 7.山东胜利东胜一队 3:2
14.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 16.鲁能乒校一队 0:3 史一凡 -- 曹珈瑞 3:2 (-4,-11,8,6,9)

李相成 -- 李富建 0:3 (-7,-6,-4) 李嘉伟 -- 董金栋 3:0 (12,6,8)
邓荣涛 -- 孙塨然 0:3 (-11,-6,-8) 阙泽昊 -- 吴疆 0:3 (-4,-7,-8)
刘京典 -- 范宇浩 1:3 (-8,7,-4,-5) 李嘉伟 -- 曹珈瑞 2:3 (-10,5,-11,9,-6)

17.天津科技大学 -- 20.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正华） 3:2 史一凡 -- 董金栋 3:1 (-8,6,4,8)
韩文竞 -- 弭瑞杰 1:3 (-10,2,-6,-7) 12.重庆晨淼-西南大学 -- 16.鲁能乒校一队 3:0
刘子谦 -- 朱锐 3:1 (5,6,-7,8) 段亚东 -- 李富建 3:2 (9,10,-3,0,16)

徐家瑞 -- 王启隆 2:3 (-6,-9,5,5,-12) 高华江 -- 孙塨然 3:0 (4,9,8)
刘子谦 -- 弭瑞杰 3:1 (8,9,-11,7) 薛景聪 -- 范宇浩 3:2 (-9,9,-11,11,13)

韩文竞 -- 朱锐 3:0 (8,9,9) 17.天津科技大学 -- 24.万和通信 1:3
2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24.万和通信 0:3 刘子谦 -- 李宁 3:1 (6,-13,7,7)

敖华磊 -- 李宁 1:3 (8,-8,-7,-7) 韩文竞 -- 李浩凯 2:3 (7,9,-4,-5,-8)

吴卓伦 -- 李浩凯 0:3 (-8,-6,-6) 徐家瑞 -- 余林洋 1:3 (8,-7,-9,-7)

蒋博 -- 余林洋 0:3 (-8,-10,-7) 刘子谦 -- 李浩凯 2:3 (9,6,-9,-7,-9)

25.湖南队 -- 28.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一队 3:0 25.湖南队 -- 29.山东鲁能二队 1:3
王俊杰 -- 王承林 3:2 (-15,6,-10,7,6) 姚耿博 -- 牛泽乾 1:3 (4,-9,-9,-11)

姚耿博 -- 崔游 3:2 (-9,-10,13,9,7) 王俊杰 -- 韩云麒 1:3 (-10,-5,10,-8)

蔡智发 -- 郑人彰 3:0 (8,9,6) 蔡智发 -- 肖骐骏 3:0 (4,6,6)
29.山东鲁能二队 -- 32.山东康平 3:2 姚耿博 -- 韩云麒 0:3 (-14,-1,-11)

牛泽乾 -- 周旭 2:3 (-9,6,8,-5,-6) 8.湖南师范大学 -- 11.河南·濮阳 3:0
韩云麒 -- 杨辉龙 3:1 (6,7,-10,6) 喻琛 -- 张恒源 3:1 (9,-7,7,13)

肖骐骏 -- 罗钰鸿 2:3 (-5,8,-5,5,-5) 张明哲 -- 周子皓 3:1 (-5,10,6,3)

牛泽乾 -- 杨辉龙 3:2 (10,7,-7,-5,9) 来明泽 -- 刘昱甫 3:1 (4,9,-7,5)
韩云麒 -- 周旭 3:0 (7,6,8) 19.上海体校曹燕华三队 -- 26.浙江竞体 2:3

11.河南·濮阳 -- 15.中国残奥麦德森队 3:W-0 聂浩宇 -- 周建旭 3:2 (7,7,-8,-9,7)

-- 3:W-0 周锦泉 -- 杨晨 1:3 (4,-7,-8,-11)

-- 3:W-0 罗昆阳 -- 郑宸卓 1:3 (-8,7,-10,-6)

-- 3:W-0 周锦泉 -- 周建旭 3:1 (-11,8,10,2)

19.上海体校曹燕华三队 -- 23.辽宁队 3:0 聂浩宇 -- 杨晨 1:3 (-7,5,-6,-8)

罗昆阳 -- 吴星宇 3:1 (-7,10,11,6) 3.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二队 -- 10.大连交通大学 3:2
聂浩宇 -- 孔垂禹 3:0 (8,4,9) 贺泽毅 -- 徐泽华 1:3 (-10,-4,2,-8)

沈昊宇 -- 张守彦 3:2 (8,-7,-19,10,10) 易佳威 -- 贾宪禹 3:0 (2,2,7)
3.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二队 -- 5.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正华） 0:3 严定航 -- 尹航 3:2 (-6,8,11,-6,5)

贺泽毅 -- 张昊天 1:3 (10,-9,-4,-8) 易佳威 -- 徐泽华 2:3 (5,5,-12,-3,-6)

易佳威 -- 季新越 0:3 (-9,-11,-3) 贺泽毅 -- 贾宪禹 3:0 (3,5,3)
田益诚 -- 林峻 1:3 (-8,-9,6,-4) 18.河南民生药业 -- 30.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3:2

10.大连交通大学 -- 13.正定县实验学校三队（正华） 2:3 赵朕辉 -- 张添翼 2:3 (7,-5,-7,5,-7)

徐泽华 -- 邱楠 3:0 (11,9,4) 张泰铭 -- 李树森 3:2 (-4,-7,9,13,8)

尹航 -- 黄衍凯 1:3 (-9,-6,9,-11) 贾泰然 -- 施佳祺 3:1 (-5,9,5,7)
贾宪禹 -- 刘子逸 1:3 (-8,-9,11,-5) 张泰铭 -- 张添翼 0:3 (-11,-9,-6)

徐泽华 -- 黄衍凯 3:2 (-6,-2,6,11,6) 赵朕辉 -- 李树森 3:1 (4,11,-6,7)

尹航 -- 邱楠 0:3 (-3,-10,-8) 5.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正华） -- 13.正定县实验学校三队（正华） 3:2
18.河南民生药业 -- 22.广西金嗓子 0:3 张昊天 -- 闻琮石 3:0 (10,8,9)

赵朕辉 -- 杨如进 0:3 (-2,-8,-9) 季新越 -- 邱楠 0:3 (-6,-8,-5)
张泰铭 -- 卢俊君 1:3 (-6,-3,3,-9) 王军汉 -- 刘子逸 3:2 (5,-7,-7,9,8)

贾泰然 -- 刘隆烨 1:3 (-8,5,-7,-6) 张昊天 -- 邱楠 2:3 (-7,-7,8,10,-9)

27.山东胜利东胜二队 -- 30.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3:1 季新越 -- 闻琮石 3:0 (9,9,7)
杨新宇 -- 李树森 3:2 (-9,-13,3,3,10) 22.广西金嗓子 -- 27.山东胜利东胜二队 1:3
刘卓然 -- 张添翼 0:3 (-11,-10,-6) 杨如进 -- 杨新宇 2:3 (9,-6,8,-10,-8)

钱顾翔 -- 施佳祺 3:0 (8,5,6) 卢俊君 -- 刘卓然 3:0 (7,7,5)
杨新宇 -- 张添翼 3:0 (12,7,8) 谢昀熹 -- 钱顾翔 2:3 (10,9,-9,-7,-6)

4.河北海润一队 -- 6.鲁能乒校二队 3:2 卢俊君 -- 杨新宇 1:3 (-8,10,-9,-3)

李帅赞 -- 杨明坤 1:3 (6,-10,-11,-9) 20.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正华） -- 2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3:1
景添 -- 王浩天 3:2 (9,9,-10,-2,5) 弭瑞杰 -- 吴卓伦 3:0 (11,11,5)
居泽强 -- 周子豪 1:3 (-8,10,-2,-5) 王启隆 -- 敖华磊 0:3 (-8,-6,-1)
李帅赞 -- 王浩天 3:1 (8,5,-4,8) 朱锐 -- 蒋博 3:1 (-6,8,6,11)

景添 -- 杨明坤 3:0 (8,9,8) 弭瑞杰 -- 敖华磊 3:2 (-3,7,9,-4,9)

9.上海体校曹燕华一队 -- 14.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3:1 2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28.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一队 3:2
吴君凯 -- 邓荣涛 3:0 (6,8,9) 敖华磊 -- 王承林 3:0 (10,9,10)
罗威恒 -- 刘京典 3:1 (7,3,-7,5) 吴卓伦 -- 崔游 1:3 (9,-8,-4,-10)

刘瑜阳 -- 李相成 1:3 (-8,-9,10,-9) 蒋博 -- 郑人彰 3:0 (7,5,11)
罗威恒 -- 邓荣涛 3:0 (7,7,4) 敖华磊 -- 崔游 0:3 (-5,-4,-9)

6.鲁能乒校二队 -- 14.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3:2 吴卓伦 -- 王承林 3:0 (10,8,9)
杨明坤 -- 刘京典 3:2 (-7,9,-6,6,4) 4.河北海润一队 -- 9.上海体校曹燕华一队 1:3
生正冉 -- 李相成 1:3 (9,-5,-6,-8) 居泽强 -- 罗威恒 0:3 (-7,-8,-3)
周子豪 -- 邓荣涛 0:3 (-5,-9,-7) 石扩 -- 吴君凯 0:3 (-2,-5,-7)
杨明坤 -- 李相成 3:2 (9,-16,9,-9,12) 李帅赞 -- 刘泓佐 3:2 (8,-8,-9,5,7)

生正冉 -- 刘京典 3:1 (-9,2,9,8) 石扩 -- 罗威恒 0:3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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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正华） -- 32.山东康平 0:3 5.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正华） -- 27.山东胜利东胜二队 1:3
弭瑞杰 -- 罗钰鸿 0:3 (-9,-5,-4) 张昊天 -- 刘卓然 3:2 (10,-11,-7,8,9)

王启隆 -- 邢航玮 1:3 (10,-5,-5,-5) 季新越 -- 杨新宇 2:3 (9,-10,9,-5,-4)

朱锐 -- 周旭 0:3 (-8,-4,-9) 林峻 -- 钱顾翔 0:3 (-6,-8,-5)
7.山东胜利东胜一队 -- 16.鲁能乒校一队 1:3 张昊天 -- 杨新宇 0:3 (-3,-8,-9)

曹珈瑞 -- 李富建 3:2 (7,-3,11,-7,6) 14.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 28.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一队 1:3
董金栋 -- 孙塨然 0:3 (-6,-9,-7) 李相成 -- 郑人彰 3:0 (7,8,7)
吴疆 -- 范宇浩 0:3 (-7,-8,-9) 邓荣涛 -- 崔游 0:3 (-6,-2,-5)
曹珈瑞 -- 孙塨然 2:3 (8,-7,-4,11,-7) 刘京典 -- 王承林 0:3 (-8,-9,-2)

17.天津科技大学 -- 25.湖南队 3:1 李相成 -- 崔游 1:3 (-8,5,-7,-7)

刘子谦 -- 欧飞宏 3:0 (3,9,7) 6.鲁能乒校二队 -- 2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0:3
韩文竞 -- 蔡智发 3:1 (10,-8,9,9) 周子豪 -- 敖华磊 0:3 (-8,-10,-8)

刘昊 -- 王桢 2:3 (-3,-8,6,9,-9) 杨明坤 -- 吴卓伦 0:3 (-8,-11,-9)

刘子谦 -- 蔡智发 3:2 (7,-5,7,-7,8) 王浩天 -- 蒋博 2:3 (5,-10,2,-8,-8)

1.中国乒乓球学院一队 -- 12.重庆晨淼-西南大学 0:3 4.河北海润一队 -- 20.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正华） 0:3
高申童 -- 段亚东 1:3 (9,-10,-9,-7) 景添 -- 朱锐 1:3 (-10,-7,9,-6)

史一凡 -- 高华江 1:3 (-9,4,-3,-8) 李帅赞 -- 弭瑞杰 0:3 (-10,-7,-6)

阙泽昊 -- 薛景聪 1:3 (-7,-9,6,-8) 石扩 -- 王启隆 0:3 (-9,-7,-4)
24.万和通信 -- 29.山东鲁能二队 3:0 9.上海体校曹燕华一队 -- 32.山东康平 0:3
李浩凯 -- 牛泽乾 3:0 (7,12,4) 刘泓佐 -- 周旭 2:3 (-5,-9,5,9,-8)

李宁 -- 韩云麒 3:1 (-8,7,7,6) 刘瑜阳 -- 邢航玮 1:3 (-6,8,-6,-6)

余林洋 -- 肖骐骏 3:2 (-6,9,8,-11,12) 吴君凯 -- 罗钰鸿 2:3 (8,9,-8,-2,-2)

15.中国残奥麦德森队 -- 23.辽宁队 W-0:3 7.山东胜利东胜一队 -- 25.湖南队 2:3
-- W-0:3 曹珈瑞 -- 欧飞宏 2:3 (-8,-7,5,6,-9)

-- W-0:3 董金栋 -- 蔡智发 2:3 (8,-8,-5,3,-8)

-- W-0:3 王吉轩 -- 王桢 3:0 (8,5,9)
11.河南·濮阳 -- 19.上海体校曹燕华三队 0:3 曹珈瑞 -- 蔡智发 3:1 (-6,7,10,10)

张恒源 -- 罗昆阳 2:3 (6,-7,6,-9,-9) 董金栋 -- 欧飞宏 2:3 (-7,-5,4,9,-6)

周子皓 -- 聂浩宇 1:3 (-5,10,-6,-6) 16.鲁能乒校一队 -- 17.天津科技大学 0:3
刘昱甫 -- 沈昊宇 0:3 (-10,-1,-4) 李富建 -- 刘子谦 0:3 (-7,-5,-6)

8.湖南师范大学 -- 26.浙江竞体 3:0 孙塨然 -- 韩文竞 1:3 (8,-2,-8,-8)

喻琛 -- 郑宸卓 3:2 (5,-7,-9,10,7) 范宇浩 -- 徐家瑞 1:3 (-8,-5,9,-9)

张明哲 -- 杨晨 3:1 (-6,7,8,7) 1.中国乒乓球学院一队 -- 29.山东鲁能二队 1:3
来明泽 -- 陈一铭 3:2 (8,6,-7,-8,10) 李嘉伟 -- 牛泽乾 2:3 (6,9,-9,-8,-7)

10.大连交通大学 -- 30.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0:3 史一凡 -- 韩云麒 0:3 (-8,-6,-8)
贾宪禹 -- 王子熙 1:3 (7,-9,-7,-5) 高申童 -- 于珺皓 3:1 (7,10,-11,7)

徐泽华 -- 施佳祺 1:3 (-10,10,-3,-9) 李嘉伟 -- 韩云麒 0:3 (-7,-4,-6)
尹航 -- 李树森 1:3 (-10,10,-8,-7) 12.重庆晨淼-西南大学 -- 24.万和通信 3:0

13.正定县实验学校三队（正华） -- 22.广西金嗓子 3:2 段亚东 -- 余林洋 3:1 (-6,9,6,10)

刘子逸 -- 杨如进 2:3 (7,8,-4,-6,-12) 高华江 -- 李浩凯 3:1 (-7,8,6,4)
黄衍凯 -- 刘隆烨 3:2 (-5,8,-9,5,7) 薛景聪 -- 李宁 3:1 (8,-5,10,9)

闻琮石 -- 谢昀熹 3:0 (8,8,12) 3.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二队 -- 18.河南民生药业 3:0
黄衍凯 -- 杨如进 1:3 (-9,10,-7,-9) 田益诚 -- 张泰铭 3:2 (-7,-14,5,10,6)

刘子逸 -- 刘隆烨 3:1 (-3,5,7,10) 易佳威 -- 赵朕辉 3:0 (7,6,11)

严定航 -- 贾泰然 3:1 (8,7,-11,8)

3.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4.河南·范县 3:1 13.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 14.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1:3
金华 -- 申奥钰 1:3 (12,-6,-8,-9) 乔梦馨 -- 邓懿芮 3:1 (11,-11,7,10)

黄可怡 -- 冯潘婷 3:1 (9,-4,12,8) 林雨涵 -- 马紫晗 1:3 (-8,0,-9,-6)

陈梓颖 -- 朱林 3:0 (5,7,11) 杨一一 -- 马小迪 2:3 (8,10,-8,-8,-7)

黄可怡 -- 申奥钰 3:0 (13,10,9) 乔梦馨 -- 马紫晗 0:3 (-10,-9,-10)

5.成都娇子一队 -- 6.八一队 3:2 15.中国乒乓球学校二队 -- 16.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W-0:3

杜林子 -- 陈显畅 3:1 (-6,5,6,7) -- W-0:3

铁煜琰 -- 任逸飞扬 1:3 (9,-5,-7,-9) -- W-0:3

顾锦添 -- 许喻婷 3:0 (9,6,9) -- W-0:3

杜林子 -- 任逸飞扬 0:3 (0,-9,-5) 19.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二队 -- 20.湖南长郡中学 3:0
铁煜琰 -- 陈显畅 3:0 (7,9,9) 王小昕 -- 何珍妮 3:1 (6,-13,5,11)

7.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 8.山东鲁能队 0:3 梁嘉芫 -- 陈紫瑶 3:1 (9,6,-8,9)
郭一涵 -- 李思萱 0:3 (-8,-7,-6) 雷鋆鋆 -- 黄雅妮 3:1 (-9,6,8,6)
闻悦彤 -- 刘梦凡 1:3 (-4,-2,4,-9) 21.中国乒乓球学院 -- 22.四川劲力先锋二队 3:1
赵嘉欣 -- 王昕奕 0:3 (-4,-9,-4) 赖美伊 -- 侯东玥 3:0 (4,6,9)

9.辽宁二队 -- 10.深圳南山 3:0 王欣 -- 高雨欣 1:3 (-8,-9,5,-16)

陈柃潓 -- 石效祯 3:0 (9,2,8) 干露露 -- 王曦晞 3:0 (10,9,3)
闫禹橦 -- 王远 3:0 (8,7,8) 赖美伊 -- 高雨欣 3:0 (10,4,6)
张楠萱 -- 杨晓彤 3:0 (4,2,10) 23.山东胜利东胜 -- 24.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0:3

11.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 12.上海体校曹燕华 0:3 冯怡旋 -- 陈星泰 0:3 (-5,-6,-4)
汪宇 -- 陈明佳 0:3 (-6,-6,-9) 刘凤智 -- 年师瑶 0:3 (-8,-1,-3)

车晓彤 -- 陈诗瑶 0:3 (-6,-11,-7) 孙艺嘉 -- 白炎可 2:3 (10,-8,-9,3,-9)

宋嘉珊 -- 蒋舒菡 0:3 (-5,-5,-20) 2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 26.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1:3
27.鲁能乒校 -- 28.中国乒乓球学校一队 0:3 崔姿兰 -- 姜轩 2:3 (-8,-5,5,6,-8)

易婧菲 -- 戴睿儿 0:3 (-10,-4,-4) 吕亦涵 -- 袁园馨艾 2:3 (5,-7,10,-7,-4)

张胜斓 -- 王楠楠 1:3 (-5,4,-6,-13) 梁美娟 -- 芮煊璨 3:2 (-7,6,9,-7,8)

张路其 -- 毛瑞婕 1:3 (-1,-4,7,-9) 吕亦涵 -- 姜轩 1:3 (-1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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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内蒙古师范大学 -- 30.浙江财经大学 1:3 11.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 13.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1:3
乌云高娃 -- 梁莹莹 1:3 (7,-7,-12,-8) 汪宇 -- 乔梦馨 1:3 (-9,-6,7,-4)

王佳楠 -- 郑妤 0:3 (-9,-8,-8) 车晓彤 -- 林雨涵 0:3 (-8,-10,-10)

康晨冉 -- 陈昊楠 3:1 (9,6,-6,7) 宋嘉珊 -- 李心怡 3:0 (6,8,7)
乌云高娃 -- 郑妤 2:3 (-8,7,8,-8,-6) 车晓彤 -- 乔梦馨 1:3 (7,-7,-15,-8)

6.八一队 -- 7.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0:3 20.湖南长郡中学 -- 22.四川劲力先锋二队 3:2
陈显畅 -- 闻悦彤 0:3 (-9,-9,-11) 陈紫瑶 -- 侯东玥 3:2 (-8,9,-8,9,4)

任逸飞扬 -- 郭一涵 1:3 (-5,9,-6,-5) 何珍妮 -- 高雨欣 0:3 (-4,-3,-7)
许喻婷 -- 徐方依 2:3 (9,-8,-10,7,-7) 黄雅妮 -- 王曦晞 0:3 (-5,-13,-9)

10.深圳南山 -- 11.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2:3 陈紫瑶 -- 高雨欣 3:2 (6,-9,7,-5,7)

杨晓彤 -- 车晓彤 2:3 (3,9,-6,-5,-7) 何珍妮 -- 侯东玥 3:2 (-9,-9,7,9,7)

王远 -- 宋嘉珊 3:2 (-14,8,8,-4,12) 2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 29.内蒙古师范大学 3:2
石效祯 -- 汪宇 0:3 (-5,-11,-6) 吕亦涵 -- 王佳楠 3:0 (7,3,8)
王远 -- 车晓彤 3:0 (7,6,8) 崔姿兰 -- 乌云高娃 3:2 (-4,8,9,-9,10)

杨晓彤 -- 宋嘉珊 1:3 (-4,10,-3,-6) 梁美娟 -- 康晨冉 2:3 (10,-6,-4,10,-8)

13.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 15.中国乒乓球学校二队 3:W-0 吕亦涵 -- 乌云高娃 0:3 (-10,-6,-7)
-- 3:W-0 崔姿兰 -- 王佳楠 3:0 (2,3,5)
-- 3:W-0 3.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5.成都娇子一队 3:2
-- 3:W-0 高嘉遥 -- 铁煜琰 2:3 (8,-9,-9,5,-8)

22.四川劲力先锋二队 -- 23.山东胜利东胜 3:2 金华 -- 杜林子 1:3 (-8,-5,11,-9)

侯东玥 -- 刘凤智 0:3 (-4,-7,-7) 陈梓颖 -- 顾锦添 3:2 (7,-10,9,-7,9)

高雨欣 -- 孙艺嘉 3:1 (-8,7,8,3) 高嘉遥 -- 杜林子 3:0 (8,7,9)
王曦晞 -- 郑雯予 2:3 (-9,-8,9,9,-6) 金华 -- 铁煜琰 3:2 (-7,4,-8,8,2)

高雨欣 -- 刘凤智 3:0 (6,8,9) 12.上海体校曹燕华 -- 14.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0:3
侯东玥 -- 孙艺嘉 3:2 (-4,-7,3,7,3) 蒋舒菡 -- 马紫晗 0:3 (-4,-6,-9)

2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 27.鲁能乒校 3:0 陈诗瑶 -- 邓懿芮 0:3 (-7,-9,-12)

吕亦涵 -- 张胜斓 3:0 (11,9,11) 袁佳宜 -- 马小迪 1:3 (-8,6,-7,-8)

梁美娟 -- 张路其 3:0 (8,4,5) 19.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二队 -- 24.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3:1
崔姿兰 -- 易婧菲 3:1 (4,5,-9,5) 梁嘉芫 -- 年师瑶 3:0 (9,9,9)

1.东北师范大学 -- 3.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3:0 王小昕 -- 陈星泰 3:0 (7,7,10)
金洋伊 -- 陈梓颖 3:0 (14,7,4) 雷鋆鋆 -- 白炎可 0:3 (-7,-9,-5)
赵含 -- 黄可怡 3:1 (-12,10,7,4) 王小昕 -- 年师瑶 3:1 (8,-9,5,9)
姜领 -- 高嘉遥 3:2 (-15,-8,6,2,10) 26.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 30.浙江财经大学 3:2

5.成都娇子一队 -- 8.山东鲁能队 0:3 姜轩 -- 梁莹莹 3:1 (6,10,-11,7)

铁煜琰 -- 袁铭池 1:3 (7,-5,-7,-1) 袁园馨艾 -- 郑妤 1:3 (-8,4,-2,-4)

杜林子 -- 李思萱 1:3 (-8,-3,11,-8) 孙孟妍 -- 谭玉婷 3:0 (6,7,13)
顾锦添 -- 王昕奕 2:3 (-8,6,-8,7,-3) 姜轩 -- 郑妤 0:3 (-8,-5,-7)

9.辽宁二队 -- 12.上海体校曹燕华 3:0 袁园馨艾 -- 梁莹莹 3:2 (4,-9,9,-8,9)

闫禹橦 -- 陈诗瑶 3:2 (-8,10,-9,6,8) 1.东北师范大学 -- 8.山东鲁能队 3:1
陈柃潓 -- 陈明佳 3:2 (-3,7,-5,9,3) 赵含 -- 李思萱 0:3 (-4,-7,-8)
张楠萱 -- 袁佳宜 3:2 (10,3,-5,-3,8) 金洋伊 -- 袁铭池 3:1 (-5,7,9,3)

14.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 16.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1:3 姜领 -- 刘梦凡 3:1 (5,-6,9,1)
邓懿芮 -- 张崟渝 0:3 (-8,-4,-7) 金洋伊 -- 李思萱 3:0 (8,5,7)
马紫晗 -- 李迎迎 3:2 (6,4,-7,-7,5) 9.辽宁二队 -- 16.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1:3
马小迪 -- 史依诺 2:3 (-10,-10,6,7,-5) 闫禹橦 -- 李迎迎 3:1 (3,-9,5,6)
马紫晗 -- 张崟渝 0:3 (-9,-7,-6) 陈柃潓 -- 张崟渝 0:3 (-2,-8,-10)

17.辽宁一队 -- 19.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二队 3:0 张楠萱 -- 史依诺 0:3 (-5,-5,-9)
吴新欣 -- 梁嘉芫 3:0 (5,3,5) 闫禹橦 -- 张崟渝 2:3 (6,-8,9,-8,-7)

付玉 -- 王小昕 3:1 (7,-8,11,9) 17.辽宁一队 -- 21.中国乒乓球学院 3:2
万思妘 -- 雷鋆鋆 3:1 (-2,7,4,6) 付玉 -- 赖美伊 3:1 (5,5,-10,7)

21.中国乒乓球学院 -- 24.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3:1 吴新欣 -- 周依琳 3:0 (9,7,7)
王欣 -- 陈星泰 1:3 (-11,-4,4,-6) 常宇彤 -- 干露露 1:3 (4,-4,-9,-6)

赖美伊 -- 年师瑶 3:0 (1,7,5) 吴新欣 -- 赖美伊 0:3 (-7,-6,-5)
干露露 -- 白炎可 3:0 (8,9,6) 付玉 -- 周依琳 3:2 (5,-6,4,-9,4)

赖美伊 -- 陈星泰 3:1 (-4,9,7,6) 28.中国乒乓球学校一队 -- 32.天津科技大学 1:3
26.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 28.中国乒乓球学校一队 0:3 戴睿儿 -- 石晓萱 3:2 (12,6,-4,-13,13)

袁园馨艾 -- 戴睿儿 0:3 (-7,-3,-6) 王楠楠 -- 王一同 0:3 (-8,-4,-9)
姜轩 -- 王楠楠 0:3 (-12,-6,-9) 毛瑞婕 -- 刘洋洋 0:3 (-4,-6,-11)

孙孟妍 -- 毛瑞婕 1:3 (-5,4,-4,-5) 戴睿儿 -- 王一同 0:3 (-6,-5,-4)
30.浙江财经大学 -- 32.天津科技大学 0:3 6.八一队 -- 10.深圳南山 2:3

郑妤 -- 王一同 1:3 (5,-11,-9,-11) 陈显畅 -- 王远 1:3 (-5,-6,8,-12)

梁莹莹 -- 刘洋洋 1:3 (-9,7,-7,-6) 任逸飞扬 -- 杨晓彤 3:0 (7,5,3)
陈昊楠 -- 石晓萱 0:3 (-6,-7,-5) 许喻婷 -- 石效祯 3:1 (8,8,-8,7)

10.深圳南山 -- 15.中国乒乓球学校二队 3:W-0 任逸飞扬 -- 王远 2:3 (-5,7,-7,7,-6)

-- 3:W-0 陈显畅 -- 杨晓彤 2:3 (9,6,-7,-9,-9)

-- 3:W-0 23.山东胜利东胜 -- 27.鲁能乒校 3:2
-- 3:W-0 孙艺嘉 -- 张胜斓 2:3 (8,2,-7,-9,-8)

4.河南·范县 -- 7.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3:2 刘凤智 -- 易婧菲 3:0 (5,8,10)
冯潘婷 -- 闻悦彤 2:3 (9,-6,-8,8,-9) 冯怡旋 -- 张路其 3:0 (5,3,8)
申奥钰 -- 郭一涵 3:1 (4,11,-12,5) 刘凤智 -- 张胜斓 2:3 (8,-9,-8,7,-12)

朱林 -- 徐方依 3:2 (-8,-8,9,7,3) 孙艺嘉 -- 易婧菲 3:0 (9,5,9)
申奥钰 -- 闻悦彤 1:3 (-5,-7,8,-10) 7.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 11.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3:2
冯潘婷 -- 郭一涵 3:2 (-8,-11,5,6,6) 赵嘉欣 -- 车晓彤 2:3 (-7,-9,7,10,-11)

22.四川劲力先锋二队 -- 29.内蒙古师范大学 3:0 闻悦彤 -- 汪宇 3:1 (9,-7,7,6)
侯东玥 -- 乌云高娃 3:1 (-8,3,6,3) 徐方依 -- 宋嘉珊 1:3 (9,-10,-3,-6)

高雨欣 -- 康晨冉 3:1 (15,-15,10,8) 闻悦彤 -- 车晓彤 3:0 (6,5,3)

王曦晞 -- 张笑 3:1 (7,11,-8,7) 赵嘉欣 -- 汪宇 3:2 (-10,5,-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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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南·范县 -- 13.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3:0 12.上海体校曹燕华 -- 24.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0:3
冯潘婷 -- 乔梦馨 3:1 (10,8,-9,3) 陈诗瑶 -- 白炎可 1:3 (-4,4,-7,-9)

申奥钰 -- 林雨涵 3:1 (5,9,-7,3) 袁佳宜 -- 年师瑶 0:3 (-3,-5,-11)

朱林 -- 杨一一 3:0 (4,7,6) 蒋舒菡 -- 陈星泰 0:3 (-9,-6,-4)
20.湖南长郡中学 -- 2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3:1 3.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26.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3:1

何珍妮 -- 崔姿兰 2:3 (2,-6,9,-10,-7) 陈梓颖 -- 孙孟妍 3:0 (3,7,3)
陈紫瑶 -- 吕亦涵 3:0 (7,3,2) 黄可怡 -- 袁园馨艾 3:2 (6,-10,10,-8,7)

黄雅妮 -- 梁美娟 3:1 (-9,8,4,9) 金华 -- 芮煊璨 2:3 (9,-10,3,-9,-10)

陈紫瑶 -- 崔姿兰 3:1 (7,3,-9,7) 陈梓颖 -- 袁园馨艾 3:0 (6,4,3)
5.成都娇子一队 -- 12.上海体校曹燕华 1:3 14.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 19.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二队 3:2

铁煜琰 -- 袁佳宜 3:2 (-11,-8,6,4,10) 邓懿芮 -- 王小昕 1:3 (-9,-6,9,-8)

杜林子 -- 陈诗瑶 0:3 (-4,-6,-4) 马紫晗 -- 梁嘉芫 3:1 (9,7,-6,9)
顾锦添 -- 蒋舒菡 0:3 (-6,-4,-9) 马小迪 -- 雷鋆鋆 3:0 (11,7,4)
铁煜琰 -- 陈诗瑶 0:3 (-7,-9,-4) 马紫晗 -- 王小昕 0:3 (-8,-11,-7)

24.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 30.浙江财经大学 3:0 邓懿芮 -- 梁嘉芫 3:0 (4,2,3)
陈星泰 -- 梁莹莹 3:0 (1,3,4) 8.山东鲁能队 -- 28.中国乒乓球学校一队 3:1
白炎可 -- 郑妤 3:0 (8,9,4) 袁铭池 -- 王楠楠 1:3 (10,-8,-8,-6)

年师瑶 -- 谭玉婷 3:0 (4,9,10) 刘梦凡 -- 戴睿儿 3:1 (11,6,-10,2)

3.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14.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1:3 王昕奕 -- 毛瑞婕 3:1 (7,5,-7,10)

黄可怡 -- 邓懿芮 0:3 (-10,-6,-6) 袁铭池 -- 戴睿儿 3:1 (6,-7,8,6)
陈梓颖 -- 马紫晗 1:3 (-11,-9,4,-7) 9.辽宁二队 -- 21.中国乒乓球学院 1:3
高嘉遥 -- 马小迪 3:1 (-11,13,2,5) 陈柃潓 -- 干露露 0:3 (-6,-6,-11)

黄可怡 -- 马紫晗 1:3 (4,-7,-7,-10) 张楠萱 -- 王欣 1:3 (7,-9,-11,-8)

19.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二队 -- 26.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3:0 闫禹橦 -- 周依琳 3:0 (5,5,11)
王小昕 -- 袁园馨艾 3:0 (3,8,8) 陈柃潓 -- 王欣 2:3 (4,-9,5,-2,-9)

梁嘉芫 -- 姜轩 3:2 (7,-9,-10,7,3) 16.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 17.辽宁一队 3:0
雷鋆鋆 -- 芮煊璨 3:1 (5,-9,11,11) 李迎迎 -- 吴新欣 3:2 (-4,-2,9,8,6)

8.山东鲁能队 -- 9.辽宁二队 1:3 张崟渝 -- 付玉 3:2 (10,-8,-6,5,11)

袁铭池 -- 张楠萱 3:2 (-6,9,-8,10,6) 史依诺 -- 常宇彤 3:2 (-7,7,-3,9,9)

李思萱 -- 闫禹橦 2:3 (3,-6,7,-10,-3) 1.东北师范大学 -- 32.天津科技大学 3:0
王昕奕 -- 陈柃潓 2:3 (-10,6,4,-7,-10) 赵含 -- 刘洋洋 3:2 (-7,5,9,-3,4)

李思萱 -- 张楠萱 1:3 (-6,-8,1,-7) 金洋伊 -- 王一同 3:0 (5,5,5)
21.中国乒乓球学院 -- 28.中国乒乓球学校一队 3:0 姜领 -- 石晓萱 3:0 (2,8,4)

赖美伊 -- 王楠楠 3:0 (2,3,3) 11.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 29.内蒙古师范大学 0:3
王欣 -- 戴睿儿 3:0 (8,9,9) 车晓彤 -- 康晨冉 2:3 (7,7,-11,-4,-9)

干露露 -- 毛瑞婕 3:1 (3,8,-8,4) 宋嘉珊 -- 乌云高娃 1:3 (-7,-12,7,-5)

1.东北师范大学 -- 16.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3:0 汪宇 -- 张笑 0:3 (-8,-3,-9)
赵含 -- 李迎迎 3:0 (4,6,5) 7.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 22.四川劲力先锋二队 0:3
金洋伊 -- 张崟渝 3:0 (10,6,9) 赵嘉欣 -- 高雨欣 0:3 (-6,-4,-5)
姜领 -- 史依诺 3:1 (9,3,-6,8) 闻悦彤 -- 侯东玥 0:3 (-14,-10,-7)

17.辽宁一队 -- 32.天津科技大学 0:3 郭一涵 -- 王曦晞 1:3 (-7,9,-8,-11)

吴新欣 -- 刘洋洋 1:3 (-18,7,-9,-5) 13.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 2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3:0
付玉 -- 王一同 1:3 (-4,-7,10,-4) 乔梦馨 -- 吕亦涵 3:2 (12,7,-6,-6,9)

万思妘 -- 石晓萱 1:3 (-6,4,-7,-5) 林雨涵 -- 崔姿兰 3:1 (3,-6,6,8)
6.八一队 -- 27.鲁能乒校 1:3 杨一一 -- 梁美娟 3:1 (-9,7,4,8)
任逸飞扬 -- 张路其 3:0 (8,5,8) 5.成都娇子一队 -- 30.浙江财经大学 1:3
陈显畅 -- 张胜斓 1:3 (-6,7,-4,-8) 铁煜琰 -- 郑妤 2:3 (-10,6,7,-2,-10)

许喻婷 -- 易婧菲 0:3 (-9,-7,-4) 杜林子 -- 梁莹莹 1:3 (-10,7,-9,-5)

任逸飞扬 -- 张胜斓 0:3 (-5,-4,-5) 顾锦添 -- 谭玉婷 3:1 (8,-8,5,5)
4.河南·范县 -- 20.湖南长郡中学 2:3 杜林子 -- 郑妤 0:3 (-9,-5,-5)
冯潘婷 -- 陈紫瑶 0:3 (-9,-9,-9) 10.深圳南山 -- 23.山东胜利东胜 0:3
申奥钰 -- 何珍妮 3:1 (7,15,-9,18) 王远 -- 冯怡旋 0:3 (-6,-10,-10)

朱林 -- 黄雅妮 1:3 (4,-7,-9,-7) 杨晓彤 -- 刘凤智 0:3 (-4,-6,-7)
申奥钰 -- 陈紫瑶 3:1 (8,6,-10,5) 石效祯 -- 郑雯予 1:3 (-3,3,-5,-5)

冯潘婷 -- 何珍妮 2:3 (-9,-7,8,7,-10)

3.云南亚讯 -- 4.成都娇子二队 3:0 9.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 10.广西金嗓子 3:1
杨冬园 -- 毛怡听 3:0 (10,3,6) 廖容竹妍 -- 黎雨桐 3:0 (7,9,5)
张鸣 -- 周怡瑞 3:0 (2,3,12) 田旻一 -- 梁子芊 0:3 (-7,-8,-8)
王怡宁 -- 胡语桐 3:1 (5,-4,11,8) 屈沛琳 -- 黎紫涵 3:0 (5,9,3)

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 6.西安超越乒羽 3:1 廖容竹妍 -- 梁子芊 3:0 (2,3,10)
陈婉婷 -- 袁诗瀛 3:1 (9,7,-9,7) 11.武汉宏大队 -- 12.湖南省体校 2:3
纵歌曼 -- 杨欣然 1:3 (-9,-2,11,-5) 王睿涓 -- 罗韦艺 3:2 (6,-6,-9,7,6)

冯卓琳 -- 徐慧尧 3:1 (9,4,-7,8) 李昕 -- 周粟欣 2:3 (-9,6,8,-2,-4)

陈婉婷 -- 杨欣然 3:1 (10,1,-10,4) 时丽聪 -- 杜家鸣 2:3 (-7,10,4,-6,-8)

7.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 8.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0:3 王睿涓 -- 周粟欣 3:0 (3,7,8)
张雪莹 -- 刘格格 1:3 (-11,11,-6,-5) 李昕 -- 罗韦艺 2:3 (-8,8,9,-4,-3)

赵奕涵 -- 张顺 0:3 (-7,-4,-8) 13.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 14.河北队 3:2
苑苑 -- 朱珍旭 0:3 (-10,-9,-11) 周栩如 -- 刘明鹤 3:1 (4,11,-9,6)

15.中国残奥麦德森队 -- 16.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W-0:3 钱佳雯 -- 李天琦 2:3 (-8,-8,6,1,-9)

-- W-0:3 李昀泽 -- 刘芷含 3:2 (-6,-11,10,8,17)

-- W-0:3 钱佳雯 -- 刘明鹤 0:3 (-10,-3,-6)
-- W-0:3 周栩如 -- 李天琦 3:1 (9,-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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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一队 -- 18.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3:W-0 13.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 16.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1:3
-- 3:W-0 李昀泽 -- 晏子怡 1:3 (-7,13,-6,-8)

-- 3:W-0 周栩如 -- 曾隽月 3:2 (-9,8,9,-5,10)

-- 3:W-0 钱佳雯 -- 王译 1:3 (-6,8,-8,-9)

19.四川劲力先锋一队 -- 20.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0:3 周栩如 -- 晏子怡 0:3 (-6,-3,-6)
何小雨 -- 陈仕洁 1:3 (9,-8,-8,-8) 17.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一队 -- 20.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3:0
向俊霖 -- 白思文 2:3 (6,-6,-8,8,-7) 庄铭仪 -- 白思文 3:1 (6,8,-10,4)

郭玉桦 -- 徐悦涵 2:3 (8,3,-3,-9,-5) 洪可珊 -- 陈仕洁 3:1 (6,-9,5,8)
21.上海龙腾 -- 22.辽宁三队 3:0 张丹妮 -- 郑琴芳 3:2 (-6,6,8,-6,11)

李旖琳 -- 王彦棋 3:1 (-10,8,4,8) 21.上海龙腾 -- 24.大连交通大学 2:3
王苹珠 -- 解铭姝 3:1 (-8,7,9,3) 王苹珠 -- 高钧怡 1:3 (-6,9,-7,-5)

宣萱 -- 崔译文 3:1 (7,-6,7,7) 李旖琳 -- 李梦垚 3:0 (7,5,9)
23.山西奥体队 -- 24.大连交通大学 1:3 宣萱 -- 薛力欣 3:0 (7,4,8)

崔梦媛 -- 高钧怡 0:3 (-4,-3,-4) 李旖琳 -- 高钧怡 0:3 (-8,-7,-5)
丛文司青 -- 李梦垚 3:2 (-7,11,9,-7,8) 王苹珠 -- 李梦垚 2:3 (-9,4,8,-10,-9)

刘小瑜 -- 薛力欣 1:3 (-8,9,-6,-7) 25.正定实验（万浦） -- 28.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队 3:2
丛文司青 -- 高钧怡 0:3 (-4,-4,-11) 王苧晗 -- 冯晓琳 3:1 (5,-6,7,12)

25.正定实验（万浦） -- 26.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3:1 李若溪 -- 李宇星 3:1 (-4,8,9,8)
张浩然 -- 熊若涵 1:3 (10,-5,-9,-8) 张浩然 -- 黄倩仪 1:3 (-8,9,-5,-8)

李若溪 -- 罗敏心 3:1 (-10,9,9,10) 李若溪 -- 冯晓琳 0:3 (-2,-4,-3)
王苧晗 -- 唐琬璇 3:0 (9,1,10) 王苧晗 -- 李宇星 3:1 (8,-10,7,4)

张浩然 -- 罗敏心 3:0 (9,7,2) 30.浙江竞体 -- 32.湖南队 1:3
27.重庆市育才中学 -- 28.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队 1:3 王锶敏 -- 朱晨溢 3:0 (9,4,8)

辜兰稀 -- 李宇星 0:3 (-6,-5,-8) 陈俊彰 -- 刘仕铭 0:3 (-6,-9,-3)
黄韵茹 -- 冯晓琳 3:0 (6,6,8) 周杭 -- 刘胡幸子 0:3 (-11,-5,-3)

印宁 -- 黄倩仪 1:3 (-5,-5,6,-4) 王锶敏 -- 刘仕铭 1:3 (-10,-3,8,-5)

辜兰稀 -- 冯晓琳 1:3 (-7,-3,9,-3) 11.武汉宏大队 -- 15.中国残奥麦德森队 3:W-0

29.内蒙古球管中心 -- 30.浙江竞体 1:3 -- 3:W-0

丁晨昕 -- 陈俊彰 0:3 (-4,-5,-5) -- 3:W-0

乔诗淳 -- 王锶敏 1:3 (-4,9,-8,-3) -- 3:W-0

张宝月 -- 周杭 3:2 (7,-9,-8,8,6) 18.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23.山西奥体队 W-0:3

丁晨昕 -- 王锶敏 1:3 (-8,9,-5,-6) -- W-0:3

6.西安超越乒羽 -- 7.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3:0 -- W-0:3

徐慧尧 -- 张暖欣 3:0 (6,4,7) -- W-0:3

杨欣然 -- 赵奕涵 3:0 (10,3,10) 4.成都娇子二队 -- 6.西安超越乒羽 0:3
袁诗瀛 -- 张雪莹 3:0 (3,9,9) 胡语桐 -- 徐慧尧 0:3 (-4,-4,-5)

10.广西金嗓子 -- 11.武汉宏大队 3:1 周怡瑞 -- 杨欣然 0:3 (-4,-5,-3)
黎雨桐 -- 王睿涓 0:3 (-2,-8,-8) 毛怡听 -- 袁诗瀛 1:3 (-7,-6,9,-2)

梁子芊 -- 李昕 3:1 (-8,6,6,3) 10.广西金嗓子 -- 14.河北队 3:2
钟春梅 -- 时丽聪 3:2 (-11,-8,5,6,2) 梁子芊 -- 李天琦 3:1 (-10,5,9,8)

梁子芊 -- 王睿涓 3:0 (7,11,9) 黎雨桐 -- 刘明鹤 0:3 (-9,-2,-5)
10.广西金嗓子 -- 19.四川劲力先锋一队 0:3 钟春梅 -- 刘芷含 2:3 (-8,10,5,-5,-7)

黎紫涵 -- 何小雨 0:3 (-8,-3,-8) 梁子芊 -- 刘明鹤 3:2 (-8,9,-6,9,9)

梁子芊 -- 向俊霖 1:3 (12,-3,-8,-3) 黎雨桐 -- 李天琦 3:1 (9,4,-7,10)

黎雨桐 -- 郭玉桦 0:3 (-4,-5,-6) 19.四川劲力先锋一队 -- 22.辽宁三队 3:2
11.武汉宏大队 -- 26.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3:0 何小雨 -- 徐儒叶 3:1 (8,6,-7,1)

王睿涓 -- 熊若涵 3:0 (9,8,8) 向俊霖 -- 解铭姝 2:3 (3,8,-6,-8,-6)

李昕 -- 唐琬璇 3:1 (8,13,-10,12) 郭玉桦 -- 崔译文 1:3 (-13,6,-5,-7)

时丽聪 -- 罗敏心 3:1 (12,-8,8,9) 何小雨 -- 解铭姝 3:2 (2,-1,-11,16,6)

22.辽宁三队 -- 23.山西奥体队 3:1 向俊霖 -- 徐儒叶 3:1 (9,-7,6,1)
王彦棋 -- 丛文司青 1:3 (-8,10,-7,-10) 27.重庆市育才中学 -- 29.内蒙古球管中心 3:2
解铭姝 -- 刘小瑜 3:0 (3,3,4) 黄韵茹 -- 张宝月 3:1 (-7,3,7,5)
徐儒叶 -- 崔梦媛 3:1 (7,-7,5,5) 辜兰稀 -- 丁晨昕 1:3 (-9,8,-6,-11)

解铭姝 -- 丛文司青 3:0 (3,7,10) 王兆婷 -- 乔诗淳 1:3 (-7,11,-8,-4)

26.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 27.重庆市育才中学 1:3 黄韵茹 -- 丁晨昕 3:2 (9,-11,-8,7,6)

熊若涵 -- 印宁 1:3 (-10,10,-7,-3) 辜兰稀 -- 张宝月 3:0 (6,7,7)
罗敏心 -- 黄韵茹 1:3 (6,-14,-8,-7) 3.云南亚讯 -- 8.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3:1
唐琬璇 -- 王兆婷 3:0 (7,7,8) 张鸣 -- 张顺 3:2 (9,-9,3,-8,4)

熊若涵 -- 黄韵茹 0:3 (-13,-5,-6) 杨冬园 -- 刘格格 3:0 (8,9,5)
1.河海大学 -- 3.云南亚讯 3:2 王怡宁 -- 朱珍旭 1:3 (-7,-10,1,-6)

师倩 -- 张鸣 3:1 (5,-9,9,5) 杨冬园 -- 张顺 3:0 (8,7,5)
李柯鑫 -- 杨冬园 0:3 (-7,-6,-3) 12.湖南省体校 -- 13.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3:2
叶丽君 -- 王怡宁 3:2 (10,-4,4,-9,7) 杜家鸣 -- 周栩如 3:1 (-9,6,9,7)
师倩 -- 杨冬园 0:3 (-4,-6,-5) 罗韦艺 -- 李昀泽 3:1 (5,-9,4,10)

李柯鑫 -- 张鸣 3:1 (-15,9,8,7) 苏欣 -- 钱佳雯 0:3 (-8,-8,-8)
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 8.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3:2 罗韦艺 -- 周栩如 1:3 (-11,-7,6,-13)

纵歌曼 -- 张顺 1:3 (-8,-6,8,-8) 杜家鸣 -- 李昀泽 3:0 (7,9,5)
陈婉婷 -- 朱珍旭 0:3 (-8,-5,-4) 20.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21.上海龙腾 0:3
冯卓琳 -- 谭宇臻 3:1 (8,9,-8,9) 郑琴芳 -- 宣萱 1:3 (-8,-7,9,-6)

陈婉婷 -- 张顺 3:1 (-10,6,10,7) 陈仕洁 -- 李旖琳 0:3 (-2,-1,-3)
纵歌曼 -- 朱珍旭 3:0 (8,9,7) 徐悦涵 -- 季昕凌 1:3 (4,-9,-10,-8)

9.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 12.湖南省体校 3:0 28.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队 -- 30.浙江竞体 3:0
田旻一 -- 罗韦艺 3:0 (6,8,6) 黄倩仪 -- 王锶敏 3:2 (6,9,-11,-4,7)

廖容竹妍 -- 周粟欣 3:1 (3,8,-9,7) 冯晓琳 -- 陈俊彰 3:1 (4,3,-9,5)

屈沛琳 -- 杜家鸣 3:0 (3,2,4) 李宇星 -- 周杭 3:0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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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海大学 -- 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3:0 24.大连交通大学 -- 25.正定实验（万浦） 2:3
李柯鑫 -- 陈婉婷 3:0 (9,11,10) 高钧怡 -- 王苧晗 3:0 (11,5,9)
师倩 -- 纵歌曼 3:1 (7,-9,3,5) 李梦垚 -- 张浩然 2:3 (9,8,-6,-3,-4)

叶丽君 -- 钟恩彤 3:2 (5,3,-11,-4,6) 薛力欣 -- 李若溪 2:3 (9,10,-4,-6,-3)

9.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 16.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0:3 高钧怡 -- 张浩然 3:1 (6,8,-1,6)
廖容竹妍 -- 曾隽月 1:3 (-5,-7,9,-4) 李梦垚 -- 王苧晗 0:3 (-7,-4,-3)
田旻一 -- 晏子怡 2:3 (9,7,-7,-8,-6) 1.河海大学 -- 16.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3:1
陈彦妤 -- 王译 0:3 (-8,-4,-9) 师倩 -- 李梦玲 3:0 (5,4,3)

17.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一队 -- 24.大连交通大学 3:2 李柯鑫 -- 晏子怡 3:1 (10,7,-8,3)

洪可珊 -- 李梦垚 3:0 (10,2,5) 马雨晗 -- 曾隽月 1:3 (-9,-5,9,-16)

庄铭仪 -- 高钧怡 3:1 (-5,3,7,4) 师倩 -- 晏子怡 3:0 (8,4,7)
张丹妮 -- 薛力欣 0:3 (-8,-9,-7) 17.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一队 -- 32.湖南队 3:2
洪可珊 -- 高钧怡 1:3 (-8,-9,10,-7) 洪可珊 -- 刘仕铭 3:2 (5,-7,-6,3,8)

庄铭仪 -- 李梦垚 3:0 (2,3,2) 庄铭仪 -- 刘胡幸子 3:2 (-9,7,8,-5,7)

25.正定实验（万浦） -- 32.湖南队 1:3 阮静 -- 朱晨溢 0:3 (-8,-5,-2)
李若溪 -- 刘胡幸子 2:3 (-9,3,-7,8,-5) 庄铭仪 -- 刘仕铭 1:3 (-9,-5,4,-8)

王苧晗 -- 刘仕铭 1:3 (8,-10,-7,-7) 洪可珊 -- 刘胡幸子 3:0 (5,8,6)
张浩然 -- 朱晨溢 3:1 (8,-6,7,9) 7.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 23.山西奥体队 1:3
李若溪 -- 刘仕铭 1:3 (-8,8,-6,-6) 张暖欣 -- 刘小瑜 2:3 (-9,-7,9,5,-10)

7.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 11.武汉宏大队 1:3 赵奕涵 -- 丛文司青 3:0 (9,12,6)
赵奕涵 -- 王睿涓 2:3 (9,-7,9,-7,-6) 苑苑 -- 崔梦媛 0:3 (-7,-8,-7)
苑苑 -- 时丽聪 3:2 (-9,10,8,-5,11) 赵奕涵 -- 刘小瑜 0:3 (-6,-7,-5)
张雪莹 -- 李昕 0:3 (-14,-6,-3) 4.成都娇子二队 -- 22.辽宁三队 0:3
苑苑 -- 王睿涓 0:3 (-11,-10,-7) 胡语桐 -- 解铭姝 0:3 (-3,-6,-4)

23.山西奥体队 -- 26.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1:3 周怡瑞 -- 王彦棋 1:3 (-7,-9,5,-5)

刘小瑜 -- 唐琬璇 3:0 (7,7,9) 毛怡听 -- 徐儒叶 0:3 (-4,-19,-6)

丛文司青 -- 熊若涵 0:3 (-12,-7,-4) 14.河北队 -- 29.内蒙古球管中心 1:3
崔梦媛 -- 罗敏心 0:3 (-8,-8,-5) 刘明鹤 -- 乔诗淳 3:1 (-3,6,5,1)
丛文司青 -- 唐琬璇 1:3 (9,-3,-3,-7) 李天琦 -- 丁晨昕 0:3 (-5,-5,-7)

4.成都娇子二队 -- 14.河北队 1:3 王鸾希 -- 张宝月 2:3 (-6,4,-3,9,-2)

胡语桐 -- 刘明鹤 1:3 (-7,-7,9,-3) 刘明鹤 -- 丁晨昕 0:3 (-9,-6,-8)
周怡瑞 -- 李天琦 3:2 (9,-7,7,-7,4) 6.西安超越乒羽 -- 27.重庆市育才中学 3:1
毛怡听 -- 王鸾希 0:3 (-6,-5,-5) 徐慧尧 -- 辜兰稀 3:2 (-9,5,-5,7,6)

周怡瑞 -- 刘明鹤 1:3 (-11,-3,9,-8) 杨欣然 -- 印宁 2:3 (10,-14,7,-7,-10)

22.辽宁三队 -- 29.内蒙古球管中心 1:3 袁诗瀛 -- 王兆婷 3:1 (7,9,-6,8)
王彦棋 -- 丁晨昕 3:2 (7,3,-7,-4,9) 杨欣然 -- 辜兰稀 3:1 (7,4,-8,5)
崔译文 -- 乔诗淳 0:3 (-6,-5,-7) 13.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 20.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2:3
徐儒叶 -- 张宝月 1:3 (7,-9,-3,-6) 钱佳雯 -- 白思文 0:3 (-7,-9,-9)
崔译文 -- 丁晨昕 1:3 (-5,-5,5,-6) 周栩如 -- 郑琴芳 3:1 (11,-6,8,10)

6.西安超越乒羽 -- 10.广西金嗓子 3:2 李昀泽 -- 陈仕洁 2:3 (7,8,-8,-9,-4)

徐慧尧 -- 梁子芊 2:3 (-8,9,8,-7,-5) 周栩如 -- 白思文 3:1 (-7,12,7,8)

杨欣然 -- 黎雨桐 3:2 (-8,-10,7,11,2) 钱佳雯 -- 郑琴芳 1:3 (-8,4,-4,-7)

袁诗瀛 -- 钟春梅 3:0 (11,1,4) 8.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 30.浙江竞体 1:3
杨欣然 -- 梁子芊 0:3 (-7,-8,-10) 谭宇臻 -- 王锶敏 1:3 (-10,-4,10,-7)

徐慧尧 -- 黎雨桐 3:0 (3,6,10) 朱珍旭 -- 陈俊彰 0:3 (-9,-5,-5)
19.四川劲力先锋一队 -- 27.重庆市育才中学 0:3 张顺 -- 周杭 3:0 (11,10,6)

向俊霖 -- 黄韵茹 0:3 (-6,-7,-6) 朱珍旭 -- 王锶敏 2:3 (5,9,-6,-7,-8)

何小雨 -- 辜兰稀 2:3 (-7,6,-8,11,-8) 12.湖南省体校 -- 21.上海龙腾 0:3
郭玉桦 -- 印宁 2:3 (9,-6,-4,9,-7) 苏欣 -- 季昕凌 0:3 (-4,-8,-9)

8.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 13.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3:0 杜家鸣 -- 王苹珠 1:3 (-7,9,-9,-2)

谭宇臻 -- 钱佳雯 3:1 (4,8,-8,9) 罗韦艺 -- 李旖琳 0:3 (-11,-5,-5)

朱珍旭 -- 周栩如 3:0 (6,8,5) 3.云南亚讯 -- 28.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队 3:1
张顺 -- 李昀泽 3:0 (5,4,8) 杨冬园 -- 冯晓琳 1:3 (-9,-8,8,-9)

20.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30.浙江竞体 2:3 张鸣 -- 黄倩仪 3:2 (8,8,-7,-4,6)

白思文 -- 陈俊彰 3:0 (5,4,5) 王怡宁 -- 李宇星 3:1 (9,11,-6,10)

徐悦涵 -- 王锶敏 2:3 (7,-7,-4,7,-6) 杨冬园 -- 黄倩仪 3:1 (3,-3,8,5)
郑琴芳 -- 周杭 3:2 (-11,1,-7,9,6) 3.云南亚讯 -- 12.湖南省体校 3:0
白思文 -- 王锶敏 0:3 (-9,-8,-8) 杨冬园 -- 周粟欣 3:0 (7,8,5)
徐悦涵 -- 陈俊彰 0:3 (-4,-7,-5) 张鸣 -- 杜家鸣 3:0 (3,9,8)

21.上海龙腾 -- 28.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队 2:3 王怡宁 -- 苏欣 3:0 (8,8,6)
王苹珠 -- 黄倩仪 0:3 (-7,-9,-7) 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 25.正定实验（万浦） 1:3
宣萱 -- 冯晓琳 1:3 (-9,-5,9,-6) 冯卓琳 -- 张浩然 1:3 (10,-8,-7,-11)

季昕凌 -- 李宇星 3:2 (9,-8,8,-8,7) 钟恩彤 -- 王苧晗 2:3 (5,-8,-9,9,-7)

王苹珠 -- 冯晓琳 3:1 (-5,9,7,9) 纵歌曼 -- 李若溪 3:1 (-10,5,7,8)

宣萱 -- 黄倩仪 1:3 (-9,4,-9,-7) 钟恩彤 -- 张浩然 1:3 (9,-8,-6,-6)

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 9.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3:1 16.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 32.湖南队 3:1
冯卓琳 -- 廖容竹妍 3:1 (8,-6,6,9) 李梦玲 -- 朱晨溢 3:0 (7,4,5)
纵歌曼 -- 田旻一 3:2 (7,-8,-17,9,3) 曾隽月 -- 刘仕铭 3:1 (-4,10,5,7)

钟恩彤 -- 屈沛琳 0:3 (-10,-4,-11) 王译 -- 刘胡幸子 2:3 (8,-11,11,-8,-8)

纵歌曼 -- 廖容竹妍 3:2 (-6,-12,7,7,6) 李梦玲 -- 刘仕铭 3:2 (14,-2,8,-7,10)

9.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 24.大连交通大学 2:3 1.河海大学 -- 17.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一队 1:3
田旻一 -- 薛力欣 3:2 (5,-6,-9,7,8) 李柯鑫 -- 洪可珊 0:3 (-8,-3,-9)
陈彦妤 -- 高钧怡 1:3 (-4,10,-7,-8) 师倩 -- 庄铭仪 1:3 (7,-11,-8,-8)

屈沛琳 -- 李梦垚 3:0 (9,9,7) 马雨晗 -- 阮静 3:0 (1,1,5)
田旻一 -- 高钧怡 1:3 (-2,-5,7,-5) 师倩 -- 洪可珊 2:3 (6,-7,8,-9,-8)

陈彦妤 -- 薛力欣 0:3 (-4,-8,-1)

女子团体第一次淘汰赛（B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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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东龙立.临沂天河 -- 2.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一队 3:0 31.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 32.重庆晨淼-西南大学 2:3
宋谦 -- 郑人彰 3:0 (2,5,8) 杨杰豪 -- 高华江 2:3 (10,-7,10,-7,-5)

李梓睿 -- 王承林 3:0 (7,7,6) 赵一恒 -- 段亚东 1:3 (10,-8,-10,-8)

杨卓 -- 王佩 3:0 (4,7,9) 吕朝阳 -- 薛景聪 3:0 (6,4,8)
3.浙江财经大学 -- 4.湖南队 0:3 赵一恒 -- 高华江 3:1 (7,-7,3,6)

郭浩文 -- 姚耿博 1:3 (9,-5,-10,-9) 杨杰豪 -- 段亚东 0:3 (-5,-6,-9)
申红景 -- 王俊杰 1:3 (-13,5,-11,-5) 2.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一队 -- 3.浙江财经大学 1:3
尹耀纬 -- 欧飞宏 1:3 (-11,5,-5,-12) 王承林 -- 郭浩文 1:3 (-5,-4,9,-6)

5.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 6.河北海润一队 3:0 王佩 -- 申红景 3:2 (-8,11,9,-8,9)

王昊 -- 景添 3:1 (13,4,-9,7) 郑人彰 -- 尹耀纬 1:3 (7,-7,-5,-8)

魏志豪 -- 李帅赞 3:0 (9,9,11) 王佩 -- 郭浩文 0:3 (-6,-6,-8)
孔令辉 -- 居泽强 3:1 (9,11,-9,3) 6.河北海润一队 -- 8.山东鲁能二队 0:3

7.上海龙腾 -- 8.山东鲁能二队 3:1 李帅赞 -- 牛泽乾 1:3 (-7,-9,9,-5)

余政洋 -- 牛泽乾 3:2 (6,-13,9,-7,8) 景添 -- 韩云麒 0:3 (-7,-4,-5)
章昊 -- 韩云麒 0:3 (-6,-5,-9) 居泽强 -- 于珺皓 0:3 (-9,-8,-10)

葛恒汛 -- 肖骐骏 3:1 (-6,7,6,5) 10.鲁能乒校二队 -- 11.西安超越乒羽三队 3:2
余政洋 -- 韩云麒 3:1 (-8,9,11,8) 杨明坤 -- 丁梦博 3:0 (10,7,7)

9.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 10.鲁能乒校二队 3:0 生正冉 -- 王一衡 1:3 (-13,6,-6,-8)

王一昊 -- 王浩天 3:2 (-3,6,7,-8,11) 王浩天 -- 黄东宇 3:0 (1,7,5)
刘梦龙 -- 杨明坤 3:1 (-5,4,8,11) 杨明坤 -- 王一衡 0:3 (-8,-9,-5)
孙华锋 -- 生正冉 3:1 (8,-6,4,9) 生正冉 -- 丁梦博 3:2 (5,7,-7,-9,11)

11.西安超越乒羽三队 -- 12.鲁能乒校一队 2:3 13.中国乒乓球学院二队 -- 15.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2:3
王一衡 -- 范宇浩 3:0 (5,5,5) 王全亮 -- 刘孟岩 3:2 (6,-7,-11,5,9)

黄东宇 -- 孙塨然 0:3 (-7,-4,-10) 金晨杰 -- 张海朴 0:3 (-7,-8,-8)
李耀秦 -- 李富建 1:3 (8,-9,-9,-3) 赵欣鹏 -- 张云龙 0:3 (-4,-9,-5)
王一衡 -- 孙塨然 3:0 (7,9,8) 王全亮 -- 张海朴 3:0 (6,8,10)
黄东宇 -- 范宇浩 0:3 (-14,-6,-9) 金晨杰 -- 刘孟岩 0:3 (-9,-9,-10)

13.中国乒乓球学院二队 -- 14.山东康平 1:3 18.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 19.上海体校曹燕华一队 1:3
王全亮 -- 罗钰鸿 3:1 (7,5,-9,9) 李相成 -- 刘瑜阳 3:0 (5,11,6)
金晨杰 -- 邢航玮 0:3 (-6,-7,-3) 邓荣涛 -- 吴君凯 1:3 (6,-8,-2,-6)

赵欣鹏 -- 周旭 1:3 (-3,15,-7,-9) 刘京典 -- 刘泓佐 1:3 (-2,8,-10,-8)

王全亮 -- 邢航玮 0:3 (-6,-2,-4) 李相成 -- 吴君凯 1:3 (-6,11,-9,-7)

15.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 16.万和通信 1:3 22.福建省乒乓球队 -- 24.中国乒乓球学院一队 3:0
张海朴 -- 李宁 3:2 (10,-8,9,-5,11) 朱立铖 -- 高申童 3:0 (9,3,4)
刘孟岩 -- 李浩凯 0:3 (-8,-1,-6) 李陈炫 -- 史一凡 3:1 (9,-4,9,4)
张云龙 -- 余林洋 0:3 (-7,-6,-6) 陈俊菘 -- 李嘉伟 3:2 (-6,8,-10,8,11)

张海朴 -- 李浩凯 2:3 (-9,-8,7,10,-6) 26.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27.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正华） 0:3
17.大连大学乒乓球学校 -- 18.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3:1 吴卓伦 -- 弭瑞杰 1:3 (-3,-3,9,-6)

闫奂其 -- 李相成 1:3 (-7,-8,10,-6) 敖华磊 -- 王启隆 0:3 (-5,-5,-2)
缪鑫宇 -- 邓荣涛 3:0 (7,4,9) 蒋博 -- 朱锐 0:3 (-3,-6,-9)
隋雨峰 -- 刘京典 3:0 (4,2,5) 30.河北海润二队 -- 31.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0:3
缪鑫宇 -- 李相成 3:1 (10,-5,8,5) 吴镝 -- 吕朝阳 1:3 (6,-6,-6,-12)

19.上海体校曹燕华一队 -- 20.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2:3 吴亚南 -- 赵一恒 1:3 (-9,-14,9,-7)

吴君凯 -- 吕游 0:3 (-8,-6,-9) 陈奕旭 -- 杨杰豪 1:3 (10,-9,-9,-9)

罗威恒 -- 尹孟泽 3:1 (5,-6,10,9) 1.山东龙立.临沂天河 -- 4.湖南队 3:1
刘瑜阳 -- 李善颜 0:3 (-6,-7,-10) 李梓睿 -- 姚耿博 1:3 (8,-8,-8,-6)

罗威恒 -- 吕游 3:2 (9,9,-9,-2,3) 宋谦 -- 王俊杰 3:0 (9,8,2)
吴君凯 -- 尹孟泽 0:3 (-5,-11,-9) 杨卓 -- 欧飞宏 3:0 (5,9,5)

21.天津科技大学 -- 22.福建省乒乓球队 3:2 李梓睿 -- 王俊杰 3:0 (4,9,4)
刘子谦 -- 陈俊菘 3:0 (8,8,6) 5.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 7.上海龙腾 3:1
韩文竞 -- 朱立铖 0:3 (-13,-9,-7) 王昊 -- 余政洋 3:1 (10,-9,9,7)

徐家瑞 -- 李陈炫 1:3 (9,-8,-11,-3) 魏志豪 -- 章子建 3:1 (6,9,-7,6)
刘子谦 -- 朱立铖 3:1 (3,11,-4,5) 孔令辉 -- 葛恒汛 1:3 (8,-9,-9,-5)

韩文竞 -- 陈俊菘 3:1 (-10,8,9,7) 魏志豪 -- 余政洋 3:1 (-9,7,9,7)
23.山东鲁能一队 -- 24.中国乒乓球学院一队 3:0 9.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 12.鲁能乒校一队 1:3

刘倚尊 -- 史一凡 3:0 (3,7,9) 王一昊 -- 李富建 1:3 (-9,-8,9,-8)

郑浩桓 -- 李嘉伟 3:0 (9,10,4) 刘梦龙 -- 孙塨然 1:3 (-9,-7,11,-4)

安博扬 -- 高申童 3:0 (6,7,6) 孙华锋 -- 范宇浩 3:1 (11,9,-4,8)

25.山西奥体队 -- 26.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3:1 王一昊 -- 孙塨然 2:3 (10,-10,-10,9,-10)

王旭 -- 吴卓伦 3:2 (6,-6,10,-7,9) 14.山东康平 -- 16.万和通信 3:0
马泽霖 -- 敖华磊 2:3 (-10,7,9,-9,-3) 邢航玮 -- 李宁 3:1 (1,10,-7,5)

刘冠成 -- 蒋博 3:2 (9,7,-8,-9,9) 周旭 -- 李浩凯 3:2 (-10,9,7,-7,7)

王旭 -- 敖华磊 3:2 (-8,5,-8,6,8) 罗钰鸿 -- 余林洋 3:1 (-7,6,3,4)
27.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正华） -- 28.河海大学 1:3 17.大连大学乒乓球学校 -- 20.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3:1

弭瑞杰 -- 张育铭 3:2 (5,5,-8,-7,6) 闫奂其 -- 吕游 2:3 (5,-11,8,-7,-5)

王启隆 -- 陆剑波 1:3 (-8,-5,3,-9) 缪鑫宇 -- 尹孟泽 3:2 (13,-10,-7,6,6)

朱锐 -- 斯信荣 0:3 (-5,-10,-5) 隋雨峰 -- 李善颜 3:0 (5,4,4)
弭瑞杰 -- 陆剑波 1:3 (-9,8,-4,-8) 缪鑫宇 -- 吕游 3:2 (-9,8,-9,7,8)

29.山东胜利东胜一队 -- 30.河北海润二队 3:1 2.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一队 -- 6.河北海润一队 1:3
曹珈瑞 -- 吴镝 3:1 (6,4,-10,9) 王承林 -- 景添 3:2 (8,12,-2,-8,7)

董金栋 -- 吴亚南 0:3 (-4,-9,-7) 王佩 -- 李帅赞 0:3 (-2,-2,-6)
王吉轩 -- 陈奕旭 3:1 (-9,7,7,7) 郑人彰 -- 居泽强 1:3 (7,-7,-5,-9)

曹珈瑞 -- 吴亚南 3:1 (5,4,-7,6) 王承林 -- 李帅赞 1:3 (9,-7,-8,-7)

★第二次淘汰赛成绩明细

男子团体第二次淘汰赛（1-3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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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天津科技大学 -- 23.山东鲁能一队 3:2 17.大连大学乒乓球学校 -- 21.天津科技大学 2:3
韩文竞 -- 刘倚尊 1:3 (-7,5,-6,-6) 隋雨峰 -- 刘子谦 0:3 (-7,-8,-8)
刘子谦 -- 安博扬 3:2 (-6,9,11,-6,4) 缪鑫宇 -- 韩文竞 3:0 (8,7,4)
徐家瑞 -- 郑浩桓 1:3 (-7,-4,9,-5) 闫奂其 -- 刘昊 3:2 (9,7,-9,-10,1)

刘子谦 -- 刘倚尊 3:0 (2,6,9) 缪鑫宇 -- 刘子谦 0:3 (-8,-9,-6)
韩文竞 -- 安博扬 3:0 (7,10,7) 隋雨峰 -- 韩文竞 2:3 (9,7,-7,-6,-9)

25.山西奥体队 -- 28.河海大学 0:3 28.河海大学 -- 32.重庆晨淼-西南大学 0:3
王旭 -- 陆剑波 0:3 (-5,-9,-8) 张育铭 -- 段亚东 2:3 (-9,9,6,-7,-5)

马泽霖 -- 张育铭 0:3 (-8,-7,-9) 陆剑波 -- 高华江 2:3 (-7,13,-6,8,-10)

刘冠成 -- 斯信荣 0:3 (-8,-2,-5) 斯信荣 -- 薛景聪 0:3 (-17,-10,-8)

29.山东胜利东胜一队 -- 32.重庆晨淼-西南大学 0:3 2.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一队 -- 11.西安超越乒羽三队 0:3
曹珈瑞 -- 段亚东 2:3 (-9,9,-8,8,-6) 郑人彰 -- 丁梦博 1:3 (-7,10,-8,-5)

王吉轩 -- 高华江 1:3 (9,-7,-1,-8) 王承林 -- 黄东宇 0:3 (-7,-6,-5)
董金栋 -- 薛景聪 0:3 (-9,-7,-9) 王佩 -- 李耀秦 1:3 (9,-2,-10,-7)

11.西安超越乒羽三队 -- 13.中国乒乓球学院二队 0:3 18.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 26.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3:0
丁梦博 -- 王全亮 0:3 (-7,-7,-8) 李相成 -- 敖华磊 3:2 (9,-9,-10,7,10)

黄东宇 -- 赵欣鹏 0:3 (-6,-2,-5) 邓荣涛 -- 吴卓伦 3:1 (7,2,-9,9)
李耀秦 -- 金晨杰 2:3 (7,10,-4,-4,-10) 刘京典 -- 蒋博 3:1 (-7,3,6,8)

18.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 24.中国乒乓球学院一队 1:3 6.河北海润一队 -- 13.中国乒乓球学院二队 3:2
刘京典 -- 李嘉伟 0:3 (-6,-9,-8) 景添 -- 赵欣鹏 2:3 (9,-8,10,-7,-7)

李相成 -- 史一凡 3:0 (8,5,4) 李帅赞 -- 王全亮 3:1 (15,-12,15,6)

邓荣涛 -- 阙泽昊 0:3 (-5,-6,-6) 居泽强 -- 陈沫含 3:0 (3,5,6)
李相成 -- 李嘉伟 1:3 (-8,-6,5,-8) 景添 -- 王全亮 1:3 (-10,-8,8,-4)

26.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30.河北海润二队 0:3 李帅赞 -- 赵欣鹏 3:2 (-12,5,7,-8,7)

敖华磊 -- 吴镝 0:3 (-6,-8,-8) 24.中国乒乓球学院一队 -- 30.河北海润二队 3:2
吴卓伦 -- 吴亚南 1:3 (6,-9,-7,-7) 李嘉伟 -- 吴镝 2:3 (-5,-12,3,3,-7)

蒋博 -- 陈奕旭 0:3 (-4,-8,-7) 史一凡 -- 吴亚南 3:1 (4,2,-7,7)
3.浙江财经大学 -- 8.山东鲁能二队 2:3 高申童 -- 陈奕旭 0:3 (-4,-10,-5)

申红景 -- 牛泽乾 3:1 (12,5,-4,6) 李嘉伟 -- 吴亚南 3:0 (7,11,6)
尹耀纬 -- 韩云麒 0:3 (-7,-5,-4) 史一凡 -- 吴镝 3:0 (8,6,6)
吴一 -- 于珺皓 3:1 (9,-7,8,8) 3.浙江财经大学 -- 10.鲁能乒校二队 0:3
申红景 -- 韩云麒 1:3 (-6,-3,8,-9) 尹耀纬 -- 杨明坤 0:3 (-8,-9,-9)
尹耀纬 -- 牛泽乾 1:3 (-14,-6,7,-4) 申红景 -- 王浩天 1:3 (9,-7,-6,-9)

10.鲁能乒校二队 -- 15.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0:3 吴一 -- 周子豪 2:3 (-15,6,-7,9,-8)

周子豪 -- 张海朴 1:3 (-10,10,-7,-8) 19.上海体校曹燕华一队 -- 27.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正华） 2:3
杨明坤 -- 刘孟岩 0:3 (-11,-8,-8) 刘瑜阳 -- 弭瑞杰 3:0 (9,11,13)
生正冉 -- 张云龙 1:3 (-7,9,-9,-9) 吴君凯 -- 朱锐 1:3 (-6,-5,8,-7)

19.上海体校曹燕华一队 -- 22.福建省乒乓球队 0:3 刘泓佐 -- 王启隆 2:3 (8,8,-9,-5,-8)

刘泓佐 -- 朱立铖 0:3 (-6,-5,-7) 吴君凯 -- 弭瑞杰 3:1 (-7,8,12,7)

吴君凯 -- 陈俊菘 1:3 (-7,-6,2,-8) 刘瑜阳 -- 朱锐 1:3 (-12,5,-12,-6)

刘瑜阳 -- 李陈炫 1:3 (-12,-9,11,-8) 8.山东鲁能二队 -- 15.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3:0
27.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正华） -- 31.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2:3 韩云麒 -- 张海朴 3:0 (1,10,6)

弭瑞杰 -- 吕朝阳 0:3 (-6,-8,-8) 牛泽乾 -- 刘孟岩 3:0 (11,9,6)
王启隆 -- 胡凯哲 3:0 (9,8,7) 肖骐骏 -- 张云龙 3:2 (9,-6,10,-11,5)

朱锐 -- 杨杰豪 0:3 (-6,-4,-6) 22.福建省乒乓球队 -- 31.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3:0
弭瑞杰 -- 胡凯哲 3:0 (6,5,9) 朱立铖 -- 吕朝阳 3:0 (11,7,5)
王启隆 -- 吕朝阳 2:3 (-6,-9,6,5,-7) 陈俊菘 -- 胡凯哲 3:1 (-3,8,7,5)

4.湖南队 -- 7.上海龙腾 3:1 李陈炫 -- 杨杰豪 3:2 (9,-9,-8,12,12)

姚耿博 -- 葛恒汛 0:3 (-6,-9,-7) 7.上海龙腾 -- 9.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2:3
欧飞宏 -- 章昊 3:1 (8,9,-10,4) 余政洋 -- 王一昊 2:3 (7,5,-10,-7,-7)

蔡智发 -- 余政洋 3:0 (7,10,8) 葛恒汛 -- 王钦泓 3:1 (-13,6,7,6)

姚耿博 -- 章昊 3:0 (4,2,3) 章子建 -- 刘梦龙 2:3 (6,-8,-8,9,-6)

9.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 16.万和通信 2:3 余政洋 -- 王钦泓 3:1 (-11,8,7,8)

王钦泓 -- 李宁 0:3 (-11,-10,-8) 葛恒汛 -- 王一昊 2:3 (-10,5,-3,11,-11)

孙华锋 -- 李浩凯 1:3 (-7,4,-5,-4) 20.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 25.山西奥体队 3:1
刘梦龙 -- 余林洋 3:0 (7,9,12) 吕游 -- 刘冠成 3:0 (7,7,2)
王钦泓 -- 李浩凯 3:1 (-5,10,14,3) 李善颜 -- 谢东方 1:3 (-6,-3,11,-8)

孙华锋 -- 李宁 1:3 (-5,-10,5,-7) 尹孟泽 -- 马泽霖 3:2 (-9,8,9,-8,6)

20.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 23.山东鲁能一队 2:3 吕游 -- 谢东方 3:1 (9,-4,6,5)
李善颜 -- 刘倚尊 1:3 (-6,-5,8,-4) 4.湖南队 -- 16.万和通信 0:3
尹孟泽 -- 郑浩桓 3:1 (9,-8,8,7) 姚耿博 -- 李宁 0:3 (-6,-8,-14)

吕游 -- 程振凯 3:2 (8,10,-9,-6,6) 王俊杰 -- 李浩凯 1:3 (-7,-9,7,-4)

尹孟泽 -- 刘倚尊 1:3 (-8,-4,8,-4) 王桢 -- 余林洋 0:3 (-7,-9,-8)
李善颜 -- 郑浩桓 2:3 (9,-5,8,-4,-8) 23.山东鲁能一队 -- 29.山东胜利东胜一队 3:1

25.山西奥体队 -- 29.山东胜利东胜一队 0:3 刘倚尊 -- 王吉轩 3:1 (14,-12,5,6)

马泽霖 -- 王吉轩 0:3 (-8,-7,-3) 安博扬 -- 曹珈瑞 2:3 (9,-5,-6,8,-12)

谢东方 -- 曹珈瑞 1:3 (-9,4,-4,-8) 程振凯 -- 董金栋 3:1 (-6,9,4,11)

潘浩杰 -- 董金栋 2:3 (-2,9,4,-9,-7) 刘倚尊 -- 曹珈瑞 3:0 (5,6,14)
1.山东龙立.临沂天河 -- 5.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3:0 2.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一队 -- 26.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0:3

李梓睿 -- 王昊 3:1 (8,-6,6,7) 王承林 -- 吴卓伦 1:3 (-8,8,-5,-5)

宋谦 -- 魏志豪 3:1 (-7,7,6,8) 郑人彰 -- 敖华磊 0:3 (-9,-7,-8)
杨卓 -- 孔令辉 3:0 (10,5,9) 王佩 -- 蒋博 0:3 (-6,-7,-7)

12.鲁能乒校一队 -- 14.山东康平 0:3 17.大连大学乒乓球学校 -- 28.河海大学 0:3
李富建 -- 周旭 1:3 (9,-5,-5,-4) 隋雨峰 -- 张育铭 0:3 (-10,-5,-11)

孙塨然 -- 邢航玮 0:3 (-7,-8,-9) 缪鑫宇 -- 陆剑波 1:3 (6,-10,-6,-6)

范宇浩 -- 罗钰鸿 1:3 (-12,-8,1,-9) 闫奂其 -- 斯信荣 0:3 (-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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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 12.鲁能乒校一队 1:3 9.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 20.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3:0
王昊 -- 孙塨然 1:3 (8,-3,-5,-12) 王钦泓 -- 尹孟泽 3:2 (7,8,-10,-9,3)

魏志豪 -- 李富建 0:3 (-9,-10,-4) 孙华锋 -- 李善颜 3:1 (11,-11,7,9)

刁子育 -- 范宇浩 3:2 (-6,6,5,-10,9) 刘梦龙 -- 吕游 3:0 (4,3,3)
魏志豪 -- 孙塨然 1:3 (6,-9,-3,-9) 4.湖南队 -- 29.山东胜利东胜一队 1:3

1.山东龙立.临沂天河 -- 14.山东康平 3:2 欧飞宏 -- 曹珈瑞 0:3 (-11,-11,-5)

宋谦 -- 周旭 3:0 (6,9,5) 王桢 -- 王吉轩 1:3 (-8,9,-8,-7)

李梓睿 -- 邢航玮 1:3 (-8,8,-7,-8) 蔡智发 -- 吴疆 3:1 (5,9,-8,7)
杨卓 -- 罗钰鸿 3:2 (-10,-6,14,5,10) 王桢 -- 曹珈瑞 1:3 (5,-6,-7,-9)

宋谦 -- 邢航玮 0:3 (-2,-7,-5) 16.万和通信 -- 23.山东鲁能一队 3:1
李梓睿 -- 周旭 3:1 (5,-5,1,9) 李宁 -- 刘倚尊 0:3 (-5,-16,-3)

21.天津科技大学 -- 32.重庆晨淼-西南大学 2:3 李浩凯 -- 郑浩桓 3:2 (7,-8,5,-8,8)

韩文竞 -- 段亚东 3:2 (5,12,-10,-8,2) 余林洋 -- 安博扬 3:2 (-6,-12,9,6,1)

徐家瑞 -- 高华江 0:3 (-6,-8,-9) 李浩凯 -- 刘倚尊 3:2 (-6,8,-5,7,4)

刘子谦 -- 薛景聪 3:0 (5,9,5) 5.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 17.大连大学乒乓球学校 3:1
韩文竞 -- 高华江 1:3 (9,-11,-4,-9) 魏志豪 -- 隋雨峰 1:3 (-8,8,-11,-9)

徐家瑞 -- 段亚东 0:3 (-9,-5,-7) 王昊 -- 闫奂其 3:1 (8,-9,7,11)

11.西安超越乒羽三队 -- 18.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1:3 孔令辉 -- 缪鑫宇 3:2 (-9,3,-9,7,15)

丁梦博 -- 李相成 1:3 (-8,8,-5,-9) 魏志豪 -- 闫奂其 3:2 (-10,10,-5,8,10)

黄东宇 -- 刘京典 1:3 (-8,10,-8,-10) 12.鲁能乒校一队 -- 28.河海大学 3:1
王一衡 -- 邓荣涛 3:0 (2,8,7) 李富建 -- 陆剑波 3:2 (-8,7,-5,9,4)

黄东宇 -- 李相成 0:3 (-10,-3,-9) 孙塨然 -- 张育铭 3:0 (6,6,6)
13.中国乒乓球学院二队 -- 30.河北海润二队 3:2 范宇浩 -- 斯信荣 1:3 (10,-4,-7,-8)

赵欣鹏 -- 吴亚南 2:3 (5,7,-7,-5,-6) 李富建 -- 张育铭 3:0 (3,7,6)
金晨杰 -- 陈奕旭 0:3 (-4,-9,-8) 14.山东康平 -- 21.天津科技大学 2:3
陈沫含 -- 张天蛟 3:0 (6,9,9) 罗钰鸿 -- 刘子谦 0:3 (-8,-6,-7)
金晨杰 -- 吴亚南 3:0 (4,5,5) 邢航玮 -- 刘昊 3:0 (3,3,5)
赵欣鹏 -- 陈奕旭 3:0 (8,9,8) 杨辉龙 -- 韩文竞 3:1 (-4,8,13,8)

6.河北海润一队 -- 24.中国乒乓球学院一队 3:2 罗钰鸿 -- 刘昊 0:3 (-5,-13,-3)

景添 -- 李嘉伟 0:3 (-10,-9,-4) 邢航玮 -- 刘子谦 2:3 (8,-9,5,-7,-4)

李帅赞 -- 高申童 3:0 (8,12,7) 15.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 31.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3:1
居泽强 -- 阙泽昊 3:2 (-9,6,8,-6,9) 张云龙 -- 胡凯哲 3:1 (8,6,-9,8)
李帅赞 -- 李嘉伟 2:3 (-8,-4,3,7,-7) 张海朴 -- 吕朝阳 2:3 (-10,-12,8,12,-9)

景添 -- 高申童 3:2 (6,-6,-5,4,2) 刘孟岩 -- 赵一恒 3:0 (8,9,16)
3.浙江财经大学 -- 19.上海体校曹燕华一队 3:1 张海朴 -- 胡凯哲 3:2 (-11,6,-9,9,7)

吴一 -- 刘瑜阳 0:3 (-9,-5,-7) 7.上海龙腾 -- 25.山西奥体队 3:2
郭浩文 -- 刘泓佐 3:0 (6,3,6) 葛恒汛 -- 潘浩杰 3:0 (3,7,8)
申红景 -- 吴君凯 3:2 (-9,11,5,-10,7) 余政洋 -- 谢东方 2:3 (-9,-6,2,8,-9)

郭浩文 -- 刘瑜阳 3:1 (-11,7,5,6) 章子建 -- 刘冠成 0:3 (-4,-1,-3)
1.山东龙立.临沂天河 -- 32.重庆晨淼-西南大学 0:3 余政洋 -- 潘浩杰 3:1 (-7,8,5,8)

孙鹏翔 -- 薛景聪 1:3 (-9,5,-5,-7) 葛恒汛 -- 谢东方 3:1 (9,-7,8,7)
李梓睿 -- 高华江 0:3 (-8,-6,-7) 10.鲁能乒校二队 -- 27.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正华） 2:3
杨卓 -- 段亚东 2:3 (-7,-10,10,5,-6) 生正冉 -- 朱锐 0:3 (-5,-8,-6)

8.山东鲁能二队 -- 22.福建省乒乓球队 0:3 杨明坤 -- 王启隆 3:1 (-7,5,12,6)

牛泽乾 -- 陈俊菘 2:3 (9,-8,4,-8,-6) 王浩天 -- 弭瑞杰 1:3 (-7,9,-5,-5)

韩云麒 -- 朱立铖 2:3 (7,-9,7,-8,-3) 杨明坤 -- 朱锐 3:1 (-7,11,7,5)

肖骐骏 -- 李陈炫 2:3 (-7,-2,15,9,-6) 生正冉 -- 王启隆 1:3 (-9,13,-4,-11)

3.浙江竞体 -- 4.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1:3 11.河南·濮阳 -- 12.天津队 2:3
杨晨 -- 罗浩翔 3:2 (13,-1,6,-9,7) 张恒源 -- 马原 3:2 (8,-5,-8,9,8)

周建旭 -- 刘佳明 2:3 (4,4,-12,-8,-9) 刘昱甫 -- 钟锦堂 0:3 (-2,-2,-7)
郑宸卓 -- 郑少奇 0:3 (-7,-9,-9) 周子皓 -- 廖扬捷 3:1 (11,-3,5,7)

周建旭 -- 罗浩翔 1:3 (6,-9,-9,-10) 张恒源 -- 钟锦堂 1:3 (-7,-4,6,-5)

5.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二队 -- 6.河北海润三队 3:1 刘昱甫 -- 马原 0:3 (-8,-10,-8)

贺泽毅 -- 宁贤坤 3:1 (11,-5,8,4) 21.河南民生药业 -- 22.青城山都江堰 3:0
易佳威 -- 于泉森 0:3 (-12,-10,-8) 赵朕辉 -- 胡世杰 3:0 (6,3,8)
田益诚 -- 陈炫伊 3:1 (-9,8,5,11) 张泰铭 -- 古佩汶 3:1 (7,-8,8,8)
易佳威 -- 宁贤坤 3:0 (1,3,7) 贾泰然 -- 蔡涛 3:0 (8,9,7)

7.辽宁队 -- 8.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3:2 27.上海体校曹燕华三队 -- 28.中国乒乓球学院三队 2:3
孔垂禹 -- 迟昊文 0:3 (-9,-5,-8) 聂浩宇 -- 秦逸闻 3:1 (6,13,-6,9)

张守彦 -- 陈旭成 3:0 (4,6,8) 罗昆阳 -- 张建威 3:2 (-9,4,10,-7,8)

吴星宇 -- 朱胤鸣 3:2 (9,-7,-7,10,8) 沈昊宇 -- 杨添 1:3 (5,-5,-5,-10)

张守彦 -- 迟昊文 0:3 (-6,-6,-10) 聂浩宇 -- 张建威 0:3 (-6,-9,-8)
孔垂禹 -- 陈旭成 3:1 (-8,10,8,8) 罗昆阳 -- 秦逸闻 2:3 (6,-7,-7,10,-3)

13.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 14.呼和浩特圣火俱乐部 0:3 29.中国乒乓球学院四队 -- 30.湖南师范大学 1:3
李树森 -- 李淏白 1:3 (8,-4,-9,-7) 顾宇航 -- 张明哲 3:1 (10,7,-10,8)

张添翼 -- 梁恩泽 0:3 (-3,-3,-8) 陈铭 -- 喻琛 1:3 (-7,-7,8,-7)

王子熙 -- 邹存昊 1:3 (-9,-10,3,-6) 王田戈 -- 来明泽 1:3 (6,-7,-7,-8)

19.上海体校曹燕华二队 -- 20.大连交通大学 3:0 顾宇航 -- 喻琛 1:3 (-9,7,-11,-5)

王常羽 -- 贾宪禹 3:0 (3,1,4) 1.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4.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3:0
张涵 -- 徐泽华 3:0 (8,10,8) 李昊 -- 刘佳明 3:1 (-10,4,6,6)

史璨诚 -- 尹航 3:0 (15,6,4) 张纪元 -- 罗浩翔 3:0 (12,10,9)
耿士淳 -- 郑少奇 3:2 (-8,4,-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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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河北海润三队 -- 8.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2:3 17.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 21.河南民生药业 3:0
于泉森 -- 朱胤鸣 3:2 (-9,6,7,-10,10) 肖超 -- 张泰铭 3:1 (5,7,-11,8)

陈炫伊 -- 迟昊文 2:3 (6,7,-8,-8,-5) 杜金明 -- 赵朕辉 3:0 (4,3,9)
李乾图 -- 韩兆颉 3:0 (7,10,4) 管梓清 -- 贾泰然 3:1 (5,9,-6,3)
于泉森 -- 迟昊文 1:3 (12,-3,-9,-2) 25.沈体世奥得 -- 30.湖南师范大学 2:3
陈炫伊 -- 朱胤鸣 0:3 (-9,-10,-10) 范峰彬 -- 喻琛 1:3 (-6,5,-6,-7)

5.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二队 -- 7.辽宁队 3:0 孙偲皓 -- 来明泽 3:1 (8,-7,8,7)
贺泽毅 -- 张守彦 3:1 (10,-11,7,6) 薛钧升 -- 张明哲 3:2 (6,6,-8,-5,8)

易佳威 -- 孔垂禹 3:0 (10,8,6) 孙偲皓 -- 喻琛 2:3 (10,-9,8,-6,-9)

严定航 -- 吴星宇 3:0 (6,4,9) 范峰彬 -- 来明泽 2:3 (5,11,-10,-8,-1)

9.广西金嗓子 -- 12.天津队 3:2 1.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5.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二队 3:0
杨如进 -- 钟锦堂 1:3 (-4,13,-5,-5) 张纪元 -- 贺泽毅 3:1 (-6,7,3,8)
卢俊君 -- 马原 3:1 (6,9,-4,9) 耿士淳 -- 田益诚 3:0 (8,5,8)
谢昀熹 -- 刘悦 3:1 (-8,4,3,6) 李昊 -- 严定航 3:2 (-8,-11,8,3,6)

卢俊君 -- 钟锦堂 1:3 (8,-8,-9,-8) 9.广西金嗓子 -- 16.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正华） 0:3
杨如进 -- 马原 3:0 (4,6,9) 杨如进 -- 张昊天 2:3 (-9,6,-3,2,-9)

14.呼和浩特圣火俱乐部 -- 16.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正华） 1:3 卢俊君 -- 季新越 2:3 (5,-10,6,-4,-9)

梁恩泽 -- 张昊天 2:3 (9,8,-8,-7,-10) 刘隆烨 -- 林峻 2:3 (-9,3,-9,6,-6)

李淏白 -- 季新越 1:3 (-5,-8,6,-9) 19.上海体校曹燕华二队 -- 24.正定县实验学校三队（正华） 3:2
李佳昆 -- 王军汉 3:1 (8,6,-8,9) 史璨诚 -- 邱楠 1:3 (8,-4,-8,-10)

李淏白 -- 张昊天 0:3 (-6,-10,-11) 张涵 -- 黄衍凯 1:3 (-6,6,-4,-9)

17.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 19.上海体校曹燕华二队 0:3 王常羽 -- 闻琮石 3:2 (-5,10,7,-6,7)

曾海龙 -- 史璨诚 0:3 (-6,-10,-4) 史璨诚 -- 黄衍凯 3:1 (-10,7,4,11)

杜金明 -- 张涵 0:3 (-5,-4,-7) 张涵 -- 邱楠 3:0 (8,15,5)
肖超 -- 王常羽 1:3 (-10,-6,6,-6) 28.中国乒乓球学院三队 -- 32.山东胜利东胜二队 3:0

21.河南民生药业 -- 24.正定县实验学校三队（正华） 0:3 张建威 -- 杨新宇 3:2 (7,10,-13,-10,9)

赵朕辉 -- 邱楠 2:3 (7,9,-9,-8,-9) 秦逸闻 -- 刘卓然 3:1 (-11,13,6,10)

张泰铭 -- 黄衍凯 1:3 (-10,7,-6,-6) 张志聪 -- 钱顾翔 3:2 (8,-4,-4,10,6)

贾泰然 -- 刘子逸 1:3 (10,-5,-10,-9) 3.浙江竞体 -- 13.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3:1
25.沈体世奥得 -- 28.中国乒乓球学院三队 2:3 杨晨 -- 王子熙 3:0 (8,7,4)
薛钧升 -- 秦逸闻 1:3 (-7,8,-4,-8) 周建旭 -- 李树森 0:3 (-8,-10,-9)

孙偲皓 -- 张建威 1:3 (3,-6,-5,-9) 郑宸卓 -- 施佳祺 3:0 (5,12,6)
谢文天 -- 杨添 3:0 (12,6,8) 杨晨 -- 李树森 3:1 (-5,5,5,7)
孙偲皓 -- 秦逸闻 3:1 (-5,9,8,10) 22.青城山都江堰 -- 29.中国乒乓球学院四队 0:3
薛钧升 -- 张建威 0:3 (-10,-9,-7) 古佩汶 -- 陈昱琪 1:3 (-9,-8,12,-10)

30.湖南师范大学 -- 32.山东胜利东胜二队 1:3 胡世杰 -- 顾宇航 1:3 (-9,8,-9,-9)

喻琛 -- 刘卓然 3:0 (10,6,3) 蔡涛 -- 陈铭 0:3 (-9,-8,-2)
张明哲 -- 杨新宇 1:3 (12,-8,-8,-7) 8.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 11.河南·濮阳 1:3
来明泽 -- 钱顾翔 0:3 (-8,-6,-6) 朱胤鸣 -- 张恒源 1:3 (-5,-6,9,-9)

喻琛 -- 杨新宇 1:3 (-8,-7,10,-4) 迟昊文 -- 刘昱甫 3:2 (-9,-5,1,6,5)

3.浙江竞体 -- 8.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2:3 陈旭成 -- 周子皓 0:3 (-6,-9,-8)
杨晨 -- 朱胤鸣 3:1 (-5,6,9,4) 迟昊文 -- 张恒源 1:3 (5,-9,-7,-10)

郑宸卓 -- 迟昊文 2:3 (8,8,-8,-9,-6) 20.大连交通大学 -- 27.上海体校曹燕华三队 2:3
周建旭 -- 陈旭成 3:0 (6,9,6) 徐泽华 -- 聂浩宇 3:1 (10,9,-7,7)

杨晨 -- 迟昊文 2:3 (-10,6,9,-6,-4) 尹航 -- 罗昆阳 1:3 (-6,12,-6,-4)

郑宸卓 -- 朱胤鸣 2:3 (6,-7,-10,4,-11) 贾宪禹 -- 沈昊宇 0:3 (-5,-9,-6)
11.河南·濮阳 -- 13.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3:2 徐泽华 -- 罗昆阳 3:2 (11,-4,5,-5,5)

张恒源 -- 李树森 3:0 (6,7,10) 尹航 -- 聂浩宇 2:3 (5,10,-9,-9,-6)

周子皓 -- 张添翼 0:3 (-6,-7,-6) 7.辽宁队 -- 14.呼和浩特圣火俱乐部 0:3
刘昱甫 -- 施佳祺 1:3 (-6,-7,6,-1) 孔垂禹 -- 李淏白 0:3 (-10,-8,-6)

张恒源 -- 张添翼 3:2 (4,-6,-9,9,9) 张守彦 -- 梁恩泽 0:3 (-5,-5,-8)
周子皓 -- 李树森 3:0 (12,10,10) 吴星宇 -- 邹存昊 2:3 (-5,9,-9,9,-7)

20.大连交通大学 -- 22.青城山都江堰 3:2 21.河南民生药业 -- 25.沈体世奥得 1:3
尹航 -- 胡世杰 3:0 (3,9,0) 赵朕辉 -- 范峰彬 2:3 (-8,3,-9,9,-8)

徐泽华 -- 古佩汶 3:2 (5,-12,4,-5,8) 张泰铭 -- 薛钧升 3:0 (7,10,4)
贾宪禹 -- 蔡涛 1:3 (11,-4,-1,-6) 贾泰然 -- 谢文天 0:3 (-9,-6,-6)
徐泽华 -- 胡世杰 1:3 (7,-6,-11,-10) 张泰铭 -- 范峰彬 0:3 (-7,-7,-5)
尹航 -- 古佩汶 3:2 (-7,13,8,-6,9) 4.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 12.天津队 1:3

27.上海体校曹燕华三队 -- 29.中国乒乓球学院四队 3:2 罗浩翔 -- 廖扬捷 0:3 (-5,-11,-7)

罗昆阳 -- 陈昱琪 3:0 (7,6,11) 郑少奇 -- 钟锦堂 3:2 (8,-7,-8,8,8)

聂浩宇 -- 顾宇航 1:3 (7,-9,-8,-9) 刘佳明 -- 马原 0:3 (-9,-3,-4)
沈昊宇 -- 陈铭 3:2 (5,-3,-5,7,8) 罗浩翔 -- 钟锦堂 0:3 (-8,-6,-6)
聂浩宇 -- 陈昱琪 2:3 (-7,4,11,-10,-7) 17.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 30.湖南师范大学 0:3
罗昆阳 -- 顾宇航 3:0 (4,5,6) 肖超 -- 来明泽 2:3 (-6,9,-11,9,-10)

4.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 7.辽宁队 3:1 杜金明 -- 喻琛 0:3 (-7,-5,-11)

刘佳明 -- 张守彦 2:3 (7,-4,-7,8,-8) 曾海龙 -- 张明哲 1:3 (-6,9,-8,-9)

罗浩翔 -- 孔垂禹 3:2 (6,7,-9,-8,6) 5.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二队 -- 9.广西金嗓子 0:3
郑少奇 -- 吴星宇 3:1 (7,-5,9,10) 田益诚 -- 卢俊君 2:3 (6,8,-9,-8,-3)

罗浩翔 -- 张守彦 3:0 (9,9,8) 易佳威 -- 杨如进 0:3 (-7,-3,-5)
12.天津队 -- 14.呼和浩特圣火俱乐部 3:2 严定航 -- 谢昀熹 1:3 (3,-9,-6,-5)

钟锦堂 -- 李佳仑 3:0 (6,3,7) 24.正定县实验学校三队（正华） -- 32.山东胜利东胜二队 1:3
廖扬捷 -- 梁恩泽 0:3 (-8,-4,-9) 刘子逸 -- 杨新宇 1:3 (-10,6,-7,-7)

马原 -- 李淏白 3:1 (10,7,-2,6) 黄衍凯 -- 钱顾翔 1:3 (-8,7,-11,-9)

钟锦堂 -- 梁恩泽 0:3 (-5,-9,-9) 闻琮石 -- 刘卓然 3:2 (5,-15,10,-3,11)

廖扬捷 -- 李佳仑 3:2 (-10,8,-8,9,2) 黄衍凯 -- 杨新宇 1:3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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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16.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正华） 3:2 12.天津队 -- 30.湖南师范大学 0:3
张纪元 -- 张昊天 0:3 (-9,-9,-6) 廖扬捷 -- 来明泽 1:3 (-8,10,-8,-9)

李昊 -- 季新越 3:1 (5,6,-8,5) 刘悦 -- 喻琛 0:3 (-8,-6,-6)
耿士淳 -- 王军汉 3:1 (-9,7,14,7) 康旭阳 -- 张明哲 0:3 (-4,-4,-4)
李昊 -- 张昊天 0:3 (-5,-8,-8) 5.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二队 -- 24.正定县实验学校三队（正华） 2:3
张纪元 -- 季新越 3:1 (-7,6,9,7) 贺泽毅 -- 闻琮石 3:2 (-5,11,-7,12,8)

19.上海体校曹燕华二队 -- 28.中国乒乓球学院三队 3:1 田益诚 -- 林祥睿 1:3 (9,-6,-8,-6)

张涵 -- 张建威 3:0 (5,9,6) 严定航 -- 刘子逸 1:3 (4,-6,-7,-8)

史璨诚 -- 秦逸闻 3:0 (7,5,8) 贺泽毅 -- 林祥睿 3:1 (-8,9,11,11)

王常羽 -- 张志聪 2:3 (-9,-8,8,10,-8) 田益诚 -- 闻琮石 2:3 (-2,-8,9,13,-8)

史璨诚 -- 张建威 3:1 (8,11,-9,7) 9.广西金嗓子 -- 32.山东胜利东胜二队 0:3
13.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 22.青城山都江堰 3:2 刘隆烨 -- 钱顾翔 2:3 (2,8,-14,-3,-5)

王子熙 -- 胡世杰 2:3 (9,-6,-7,2,-8) 谢昀熹 -- 杨新宇 2:3 (-8,9,8,-3,-11)

施佳祺 -- 古佩汶 3:2 (-8,8,9,-5,8) 卢俊君 -- 刘卓然 2:3 (-9,6,-9,9,-9)

张添翼 -- 蔡涛 3:1 (6,-7,6,8) 16.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正华） -- 28.中国乒乓球学院三队 0:3
王子熙 -- 古佩汶 1:3 (-10,9,-5,-7) 张昊天 -- 张建威 1:3 (-5,-9,4,-9)

施佳祺 -- 胡世杰 3:1 (7,5,-11,7) 季新越 -- 杨添 1:3 (-16,-9,8,-9)

8.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 20.大连交通大学 3:2 林峻 -- 张志聪 1:3 (-7,6,-7,-6)

朱胤鸣 -- 徐泽华 0:3 (-9,-9,-7) 1.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19.上海体校曹燕华二队 1:3
韩兆颉 -- 贾宪禹 3:0 (5,3,7) 张纪元 -- 张涵 2:3 (9,7,-6,-9,-2)

陈旭成 -- 尹航 0:3 (-13,-3,-7) 耿士淳 -- 史璨诚 3:1 (7,-8,10,4)

韩兆颉 -- 徐泽华 3:2 (-5,-8,10,5,5) 李昊 -- 王常羽 1:3 (9,-8,-9,-4)

朱胤鸣 -- 贾宪禹 3:0 (7,5,10) 张纪元 -- 史璨诚 0:3 (-8,-6,-6)
11.河南·濮阳 -- 27.上海体校曹燕华三队 2:3 7.辽宁队 -- 21.河南民生药业 1:3
张恒源 -- 沈昊宇 3:0 (4,6,17) 张守彦 -- 赵朕辉 2:3 (-5,-9,9,7,-6)

刘昱甫 -- 聂浩宇 1:3 (-11,8,-9,-9) 孔垂禹 -- 张泰铭 1:3 (7,-6,-5,-7)

周子皓 -- 罗昆阳 2:3 (8,9,-7,-4,-4) 吴星宇 -- 贾泰然 3:1 (-3,5,6,7)
张恒源 -- 聂浩宇 3:0 (5,11,10) 张守彦 -- 张泰铭 0:3 (-3,-8,-5)
刘昱甫 -- 沈昊宇 0:3 (-9,-5,-7) 3.浙江竞体 -- 29.中国乒乓球学院四队 3:0

14.呼和浩特圣火俱乐部 -- 25.沈体世奥得 2:3 郑宸卓 -- 陈昱琪 3:0 (7,7,5)
梁恩泽 -- 谢文天 3:2 (-5,7,6,-6,7) 杨晨 -- 顾宇航 3:2 (9,9,-6,-6,9)

李淏白 -- 范峰彬 0:3 (-9,-5,-10) 陈一铭 -- 陈铭 3:0 (1,6,8)
邹存昊 -- 薛钧升 1:3 (-7,3,-7,-9) 4.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 17.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0:3
梁恩泽 -- 范峰彬 3:1 (7,8,-7,7) 罗浩翔 -- 曾海龙 2:3 (-10,13,-7,6,-5)

李淏白 -- 谢文天 1:3 (-8,10,-8,-7) 郑少奇 -- 肖超 1:3 (9,-8,-10,-4)

刘佳明 -- 管梓清 1:3 (13,-11,-13,-7)

1.东北师范大学 -- 2.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3:0 15.成都娇子一队 -- 16.河海大学 0:3
赵含 -- 周栩如 3:0 (4,7,11) 杜林子 -- 李柯鑫 0:3 (-6,-1,-8)
金洋伊 -- 钱佳雯 3:0 (5,5,3) 铁煜琰 -- 师倩 0:3 (-9,-1,-3)
姜领 -- 李昀泽 3:0 (8,7,8) 顾锦添 -- 马雨晗 0:3 (-3,-5,-5)

3.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队 -- 4.中国乒乓球学校一队 3:1 17.天津科技大学 -- 18.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3:0
黄倩仪 -- 戴睿儿 3:0 (9,7,2) 刘洋洋 -- 陈仕洁 3:0 (1,2,2)
冯晓琳 -- 王楠楠 1:3 (8,-6,-10,-14) 王一同 -- 白思文 3:0 (9,3,8)
李宇星 -- 毛瑞婕 3:2 (-8,7,4,-4,4) 石晓萱 -- 徐悦涵 3:2 (-8,4,-9,9,8)

冯晓琳 -- 戴睿儿 3:1 (-8,6,3,7) 19.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二队 -- 20.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2:3
5.辽宁二队 -- 6.上海龙腾 1:3 王小昕 -- 田旻一 3:1 (10,-3,9,5)

闫禹橦 -- 王苹珠 3:2 (-8,-9,4,9,8) 梁嘉芫 -- 廖容竹妍 3:1 (10,-10,4,5)

陈柃潓 -- 李旖琳 1:3 (-3,-3,10,-7) 雷鋆鋆 -- 屈沛琳 0:3 (-6,-5,-6)
张楠萱 -- 宣萱 1:3 (11,-5,-8,-5) 王小昕 -- 廖容竹妍 1:3 (-4,-5,8,-3)

陈柃潓 -- 王苹珠 2:3 (-3,-4,6,10,-7) 梁嘉芫 -- 田旻一 0:3 (-6,-8,-8)
7.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 8.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0:3 2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 22.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3:0

张顺 -- 张崟渝 2:3 (9,10,-9,-5,-13) 纵歌曼 -- 姜轩 3:0 (4,6,10)
刘格格 -- 李迎迎 0:3 (-8,-8,-6) 陈婉婷 -- 袁园馨艾 3:1 (6,-8,3,7)
朱珍旭 -- 史依诺 1:3 (-10,-10,10,-3) 冯卓琳 -- 孙孟妍 3:2 (-13,-8,5,2,9)

9.湖南队 -- 10.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3:2 23.上海体校曹燕华 -- 24.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3:1
刘仕铭 -- 年师瑶 1:3 (-8,4,-3,-6) 陈诗瑶 -- 李梦玲 3:2 (-12,5,-6,5,10)

刘胡幸子 -- 陈星泰 0:3 (-8,-8,-2) 陈明佳 -- 晏子怡 3:2 (6,9,-5,-6,7)

朱晨溢 -- 白炎可 3:2 (10,-9,7,-8,8) 蒋舒菡 -- 曾隽月 1:3 (-8,-7,8,-9)

刘仕铭 -- 陈星泰 3:0 (4,7,5) 陈诗瑶 -- 晏子怡 3:1 (-8,5,11,9)

刘胡幸子 -- 年师瑶 3:1 (-9,8,8,7) 25.辽宁一队 -- 26.浙江竞体 3:2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12.正定实验（万浦） 1:3 付玉 -- 陈俊彰 1:3 (-12,-11,8,-8)

黄可怡 -- 张浩然 1:3 (-9,-8,4,-3) 吴新欣 -- 王锶敏 3:2 (9,-9,-7,9,4)

高嘉遥 -- 王苧晗 3:2 (-15,5,-6,4,4) 常宇彤 -- 周杭 2:3 (-8,-10,6,11,-5)

金华 -- 李若溪 0:3 (-6,-9,-7) 付玉 -- 王锶敏 3:0 (10,6,9)
高嘉遥 -- 张浩然 0:3 (-8,-8,-10) 吴新欣 -- 陈俊彰 3:0 (9,10,8)

13.大连交通大学 -- 14.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2:3 29.山东鲁能队 -- 30.云南亚讯 2:3
薛力欣 -- 马紫晗 0:3 (-4,-6,-9) 李思萱 -- 张鸣 3:2 (-9,9,-3,8,5)

高钧怡 -- 邓懿芮 3:1 (7,-7,12,8) 袁铭池 -- 杨冬园 1:3 (5,-6,-8,-2)

李梦垚 -- 马小迪 1:3 (-4,-9,7,-5) 王昕奕 -- 王怡宁 3:0 (4,5,6)
高钧怡 -- 马紫晗 3:0 (4,11,1) 李思萱 -- 杨冬园 0:3 (-10,-3,-3)

薛力欣 -- 邓懿芮 0:3 (-7,-3,-5) 袁铭池 -- 张鸣 2:3 (9,13,-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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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湖南省体校 -- 28.中国乒乓球学院 1:3 25.辽宁一队 -- 28.中国乒乓球学院 1:3
周粟欣 -- 王欣 1:3 (-10,7,-2,-7) 付玉 -- 赖美伊 2:3 (-9,-10,10,8,-8)

杜家鸣 -- 赖美伊 0:3 (-7,-4,-6) 吴新欣 -- 王欣 3:1 (1,-6,9,7)
罗韦艺 -- 干露露 3:1 (8,7,-5,6) 常宇彤 -- 干露露 2:3 (10,-12,8,-7,-8)

周粟欣 -- 赖美伊 0:3 (-4,-8,-9) 吴新欣 -- 赖美伊 0:3 (-4,-6,-5)
31.浙江财经大学 -- 32.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一队 0:3 30.云南亚讯 -- 32.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一队 0:3

郑妤 -- 洪可珊 1:3 (9,-9,-7,-9) 张鸣 -- 庄铭仪 2:3 (-8,11,-7,8,-5)

梁莹莹 -- 庄铭仪 0:3 (-5,-8,-5) 杨冬园 -- 洪可珊 2:3 (-7,7,-3,11,-9)

谭玉婷 -- 张丹妮 0:3 (-13,-2,-4) 王怡宁 -- 张丹妮 0:3 (-5,-9,-9)
2.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 4.中国乒乓球学校一队 1:3 2.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 5.辽宁二队 1:3

钱佳雯 -- 戴睿儿 2:3 (9,6,-7,-7,-2) 周栩如 -- 陈柃潓 0:3 (-7,-10,-8)

周栩如 -- 王楠楠 0:3 (-10,-7,-4) 钱佳雯 -- 闫禹橦 0:3 (-7,-9,-8)
李昀泽 -- 毛瑞婕 3:0 (8,10,5) 李昀泽 -- 张楠萱 3:1 (9,11,-5,8)

周栩如 -- 戴睿儿 1:3 (9,-5,-8,-8) 周栩如 -- 闫禹橦 1:3 (-6,-11,4,-8)

5.辽宁二队 -- 7.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3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15.成都娇子一队 3:0
张楠萱 -- 刘格格 1:3 (10,-1,-7,-5) 高嘉遥 -- 铁煜琰 3:0 (9,6,9)
闫禹橦 -- 张顺 0:3 (-7,-6,-7) 黄可怡 -- 杜林子 3:0 (7,8,4)
陈柃潓 -- 朱珍旭 3:0 (5,8,5) 金华 -- 顾锦添 3:0 (9,4,5)
闫禹橦 -- 刘格格 2:3 (5,4,-9,-19,-8) 18.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22.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3:2

10.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3:0 陈仕洁 -- 孙孟妍 2:3 (-10,6,-8,7,-4)

年师瑶 -- 金华 3:0 (9,10,9) 徐悦涵 -- 姜轩 0:3 (-11,-6,-9)

陈星泰 -- 高嘉遥 3:0 (8,5,10) 郑琴芳 -- 袁园馨艾 3:1 (9,-3,5,4)
白炎可 -- 陈梓颖 3:2 (-5,5,9,-13,7) 陈仕洁 -- 姜轩 3:2 (-8,9,-9,8,8)

13.大连交通大学 -- 15.成都娇子一队 3:1 徐悦涵 -- 孙孟妍 3:1 (10,8,-7,5)

薛力欣 -- 铁煜琰 1:3 (-8,-11,8,-8) 27.湖南省体校 -- 31.浙江财经大学 3:1
高钧怡 -- 杜林子 3:0 (6,2,9) 罗韦艺 -- 梁莹莹 3:0 (8,10,8)
李梦垚 -- 顾锦添 3:0 (6,6,8) 苏欣 -- 郑妤 2:3 (-7,8,-9,8,-8)

高钧怡 -- 铁煜琰 3:0 (3,8,10) 周粟欣 -- 谭玉婷 3:0 (6,5,6)
18.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19.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二队 2:3 罗韦艺 -- 郑妤 3:2 (9,10,-6,-11,5)

白思文 -- 梁嘉芫 3:1 (6,9,-6,5) 4.中国乒乓球学校一队 -- 7.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3
郑琴芳 -- 王小昕 0:3 (-8,-7,-7) 王楠楠 -- 张顺 0:3 (-7,-9,-4)
陈仕洁 -- 雷鋆鋆 3:1 (11,11,-7,9) 戴睿儿 -- 刘格格 1:3 (10,-5,-7,-5)

白思文 -- 王小昕 1:3 (-6,9,-7,-7) 毛瑞婕 -- 谭宇臻 3:0 (8,4,8)
郑琴芳 -- 梁嘉芫 1:3 (-4,-6,9,-2) 王楠楠 -- 刘格格 2:3 (-10,-8,5,6,-10)

22.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 24.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0:3 10.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 13.大连交通大学 3:2
姜轩 -- 晏子怡 2:3 (-8,-9,7,9,-10) 白炎可 -- 高钧怡 2:3 (-7,-5,9,5,-7)

孙孟妍 -- 曾隽月 0:3 (-6,-2,-6) 陈星泰 -- 李梦垚 3:0 (2,1,6)
芮煊璨 -- 王译 1:3 (-9,-8,6,-4) 年师瑶 -- 薛力欣 3:2 (-8,-6,11,4,10)

26.浙江竞体 -- 27.湖南省体校 3:0 陈星泰 -- 高钧怡 2:3 (9,-8,-2,9,-3)

王锶敏 -- 罗韦艺 3:0 (7,8,9) 白炎可 -- 李梦垚 3:0 (9,5,5)
陈俊彰 -- 杜家鸣 3:0 (4,5,5) 19.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二队 -- 24.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3:2
周杭 -- 苏欣 3:2 (5,8,-7,-9,4) 王小昕 -- 曾隽月 3:2 (3,6,-4,-3,7)

29.山东鲁能队 -- 31.浙江财经大学 3:1 梁嘉芫 -- 晏子怡 0:3 (-9,-7,-4)
李思萱 -- 梁莹莹 3:1 (-10,3,7,8) 雷鋆鋆 -- 王译 1:3 (-6,7,-6,-3)

刘梦凡 -- 郑妤 1:3 (-5,4,-5,-9) 王小昕 -- 晏子怡 3:1 (10,8,-5,5)

王昕奕 -- 谭玉婷 3:0 (6,6,6) 梁嘉芫 -- 曾隽月 3:2 (10,-9,7,-5,6)

李思萱 -- 郑妤 3:2 (10,-9,-7,7,11) 26.浙江竞体 -- 29.山东鲁能队 0:3
1.东北师范大学 -- 3.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队 3:0 王锶敏 -- 李思萱 2:3 (-5,5,5,-8,-8)

金洋伊 -- 冯晓琳 3:1 (-10,7,6,11) 陈俊彰 -- 王昕奕 1:3 (8,-6,-7,-5)

赵含 -- 黄倩仪 3:2 (8,-2,8,-8,9) 周杭 -- 袁铭池 1:3 (-7,8,-8,-12)

姜领 -- 李宇星 3:1 (6,-9,8,6) 3.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队 -- 8.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1:3
6.上海龙腾 -- 8.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3:1 黄倩仪 -- 李迎迎 0:3 (-9,-9,-6)
李旖琳 -- 张崟渝 3:0 (6,10,6) 冯晓琳 -- 张崟渝 1:3 (9,-5,-8,-9)

王苹珠 -- 李迎迎 3:0 (6,8,7) 李宇星 -- 史依诺 3:2 (-9,4,2,-11,12)

季昕凌 -- 史依诺 2:3 (-6,-7,8,5,-8) 黄倩仪 -- 张崟渝 2:3 (7,-4,-9,7,-7)

王苹珠 -- 张崟渝 3:1 (5,-7,6,9) 12.正定实验（万浦） -- 14.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1:3
9.湖南队 -- 12.正定实验（万浦） 3:1 张浩然 -- 邓懿芮 0:3 (-6,-11,-9)

刘胡幸子 -- 张浩然 3:1 (-7,5,8,5) 李若溪 -- 马紫晗 3:2 (-6,7,-9,11,6)

刘仕铭 -- 李若溪 3:2 (-8,9,-6,5,6) 王苧晗 -- 马小迪 0:3 (-8,-7,-8)
朱晨溢 -- 王苧晗 1:3 (-5,7,-7,-8) 张浩然 -- 马紫晗 0:3 (-5,-7,-9)
刘仕铭 -- 张浩然 3:1 (-9,13,6,6) 2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 23.上海体校曹燕华 3:2

14.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 16.河海大学 0:3 纵歌曼 -- 陈诗瑶 3:0 (4,6,8)
马紫晗 -- 李柯鑫 0:3 (-7,-8,-12) 陈婉婷 -- 袁佳宜 3:0 (7,4,9)
邓懿芮 -- 师倩 0:3 (-3,-5,-4) 冯卓琳 -- 蒋舒菡 0:3 (-7,-8,-9)
马小迪 -- 马雨晗 0:3 (-8,-12,-8) 陈婉婷 -- 陈诗瑶 2:3 (-10,10,-7,9,-10)

17.天津科技大学 -- 20.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3:1 纵歌曼 -- 袁佳宜 3:0 (6,8,2)
刘洋洋 -- 田旻一 3:1 (-5,11,2,6) 25.辽宁一队 -- 30.云南亚讯 0:3
王一同 -- 廖容竹妍 1:3 (4,-7,-7,-4) 付玉 -- 张鸣 0:3 (-1,-14,-15)

石晓萱 -- 屈沛琳 3:1 (9,6,-5,7) 吴新欣 -- 杨冬园 0:3 (-4,-3,-10)

刘洋洋 -- 廖容竹妍 3:2 (4,9,-9,-6,9) 万思妘 -- 王怡宁 2:3 (6,-6,8,-7,-8)

28.中国乒乓球学院 -- 32.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一队 3:0 1.东北师范大学 -- 6.上海龙腾 3:0
王欣 -- 庄铭仪 3:1 (1,-7,6,10) 金洋伊 -- 宣萱 3:0 (7,7,6)
赖美伊 -- 洪可珊 3:2 (-9,7,-4,10,9) 赵含 -- 王苹珠 3:0 (7,7,11)
干露露 -- 张丹妮 3:1 (7,8,-6,7) 姜领 -- 季昕凌 3:0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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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 23.上海体校曹燕华 3:1 17.天津科技大学 -- 32.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一队 3:0
陈彦妤 -- 蒋舒菡 3:2 (-9,9,-9,9,5) 刘洋洋 -- 庄铭仪 3:0 (2,7,4)
廖容竹妍 -- 袁佳宜 3:0 (8,1,5) 王一同 -- 洪可珊 3:0 (8,10,8)
屈沛琳 -- 陈诗瑶 1:3 (-7,6,-7,-9) 石晓萱 -- 张丹妮 3:0 (9,1,5)
廖容竹妍 -- 蒋舒菡 3:2 (-7,4,10,-6,7) 1.东北师范大学 -- 16.河海大学 3:0

17.天津科技大学 -- 2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2:3 金洋伊 -- 李柯鑫 3:0 (11,6,9)
刘洋洋 -- 纵歌曼 2:3 (-10,-5,8,2,-7) 赵含 -- 师倩 3:0 (5,7,7)
王一同 -- 陈婉婷 3:1 (5,-8,4,8) 姜领 -- 叶丽君 3:1 (4,8,-10,9)

石晓萱 -- 冯卓琳 3:1 (5,-10,6,4) 2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 28.中国乒乓球学院 1:3
刘洋洋 -- 陈婉婷 0:3 (-7,-10,-8) 纵歌曼 -- 王欣 3:1 (5,-7,11,6)

王一同 -- 纵歌曼 2:3 (8,-7,6,-13,-7) 陈婉婷 -- 赖美伊 0:3 (-6,-5,-2)
2.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 15.成都娇子一队 3:2 钟恩彤 -- 干露露 0:3 (-8,-8,-11)

周栩如 -- 杜林子 3:1 (7,8,-7,6) 纵歌曼 -- 赖美伊 1:3 (-9,-7,8,-8)

钱佳雯 -- 铁煜琰 0:3 (-9,-5,-6) 15.成都娇子一队 -- 22.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3:1
李昀泽 -- 顾锦添 3:0 (9,4,8) 杜林子 -- 袁园馨艾 2:3 (-9,9,7,-6,-8)

周栩如 -- 铁煜琰 0:3 (-11,-9,-5) 铁煜琰 -- 孙孟妍 3:1 (-9,4,4,8)
钱佳雯 -- 杜林子 3:0 (5,11,9) 顾锦添 -- 芮煊璨 3:0 (9,6,6)

22.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 31.浙江财经大学 1:3 铁煜琰 -- 袁园馨艾 3:1 (5,-13,9,6)

袁园馨艾 -- 郑妤 0:3 (-11,-4,-9) 2.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 31.浙江财经大学 3:1
姜轩 -- 梁莹莹 0:3 (-8,-8,-6) 周栩如 -- 梁莹莹 3:1 (-3,5,8,9)
芮煊璨 -- 谭玉婷 3:0 (4,8,9) 钱佳雯 -- 谭玉婷 3:0 (6,8,6)
姜轩 -- 郑妤 1:3 (-6,-4,12,-2) 李昀泽 -- 郑妤 0:3 (-1,-8,-7)

5.辽宁二队 --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3:2 周栩如 -- 谭玉婷 3:0 (13,6,5)
陈柃潓 -- 高嘉遥 1:3 (-8,-10,10,-8)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27.湖南省体校 3:0
闫禹橦 -- 黄可怡 3:1 (-9,10,7,9) 金华 -- 杜家鸣 3:2 (8,-8,-7,8,7)

张楠萱 -- 金华 2:3 (-9,-10,9,7,-9) 高嘉遥 -- 罗韦艺 3:2 (8,-6,-6,4,8)

闫禹橦 -- 高嘉遥 3:1 (-4,8,11,10) 黄可怡 -- 苏欣 3:0 (8,8,6)
陈柃潓 -- 黄可怡 3:1 (-8,7,10,6) 5.辽宁二队 -- 18.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3:2

18.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27.湖南省体校 3:1 陈柃潓 -- 徐悦涵 3:2 (6,-7,6,-4,10)

郑琴芳 -- 罗韦艺 1:3 (10,-7,-7,-11) 闫禹橦 -- 陈仕洁 3:0 (3,6,4)
白思文 -- 杜家鸣 3:0 (5,4,8) 张楠萱 -- 白思文 0:3 (-5,-9,-7)
徐悦涵 -- 苏欣 3:1 (-7,10,9,2) 陈柃潓 -- 陈仕洁 0:3 (-16,-10,-9)

白思文 -- 罗韦艺 3:2 (1,-6,6,-9,3) 闫禹橦 -- 徐悦涵 3:1 (-12,8,7,5)

4.中国乒乓球学校一队 -- 13.大连交通大学 1:3 4.中国乒乓球学校一队 -- 24.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0:3
王楠楠 -- 薛力欣 1:3 (-4,16,-9,-9) 王楠楠 -- 王译 1:3 (10,-6,-12,-8)

毛瑞婕 -- 高钧怡 0:3 (-3,-6,-4) 戴睿儿 -- 曾隽月 0:3 (-9,-10,-5)

戴睿儿 -- 李梦垚 3:2 (-8,5,9,-5,6) 毛瑞婕 -- 晏子怡 2:3 (-6,6,10,-3,-9)

王楠楠 -- 高钧怡 0:3 (-6,-4,-4) 13.大连交通大学 -- 26.浙江竞体 3:1
7.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 10.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1:3 李梦垚 -- 王锶敏 3:1 (11,-4,5,10)

谭宇臻 -- 陈星泰 0:3 (-5,-6,-5) 薛力欣 -- 陈俊彰 0:3 (-7,-3,-7)
朱珍旭 -- 白炎可 2:3 (10,-10,-5,9,-3) 高钧怡 -- 周杭 3:0 (1,5,3)
张顺 -- 年师瑶 3:1 (-5,7,4,11) 薛力欣 -- 王锶敏 3:0 (9,9,7)
朱珍旭 -- 陈星泰 0:3 (-7,-7,-7) 7.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 29.山东鲁能队 3:2

19.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二队 -- 29.山东鲁能队 3:2 张顺 -- 刘梦凡 3:1 (-3,9,10,10)

王小昕 -- 王昕奕 3:1 (-4,3,7,9) 朱珍旭 -- 王昕奕 1:3 (8,-9,-4,-5)

梁嘉芫 -- 李思萱 3:0 (5,9,6) 谭宇臻 -- 李思萱 0:3 (-5,-3,-4)
雷鋆鋆 -- 刘梦凡 2:3 (9,-9,6,-7,-8) 张顺 -- 王昕奕 3:1 (9,-11,7,9)

王小昕 -- 李思萱 1:3 (-13,5,-8,-7) 朱珍旭 -- 刘梦凡 3:1 (6,-11,3,7)

梁嘉芫 -- 王昕奕 3:0 (9,10,8) 10.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 19.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二队 3:1
3.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队 -- 12.正定实验（万浦） 1:3 白炎可 -- 王小昕 2:3 (9,-9,11,-7,-4)

冯晓琳 -- 王苧晗 1:3 (-6,-6,7,-4) 陈星泰 -- 梁嘉芫 3:1 (9,-9,8,11)

黄倩仪 -- 张浩然 3:1 (5,8,-7,4) 年师瑶 -- 雷鋆鋆 3:0 (2,4,6)
李宇星 -- 李若溪 1:3 (-9,6,-4,-6) 陈星泰 -- 王小昕 3:0 (2,3,3)
黄倩仪 -- 王苧晗 1:3 (-8,8,-4,-11) 12.正定实验（万浦） -- 25.辽宁一队 1:3

23.上海体校曹燕华 -- 25.辽宁一队 1:3 王苧晗 -- 万思妘 3:1 (6,-8,6,7)
蒋舒菡 -- 常宇彤 0:3 (-6,-8,-10) 张浩然 -- 常宇彤 1:3 (7,-13,-10,-8)

陈诗瑶 -- 万思妘 3:0 (9,8,6) 李若溪 -- 付玉 1:3 (-8,-10,7,-4)

袁佳宜 -- 吴新欣 0:3 (-5,-5,-8) 王苧晗 -- 常宇彤 0:3 (-9,-7,-5)
陈诗瑶 -- 常宇彤 0:3 (-9,-6,-8) 14.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 20.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3:2

8.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 14.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3:1 邓懿芮 -- 廖容竹妍 3:0 (7,9,6)
李迎迎 -- 马紫晗 0:3 (-7,-8,-4) 马紫晗 -- 屈沛琳 0:3 (-8,-10,-8)

张崟渝 -- 邓懿芮 3:2 (10,2,-8,-5,7) 马小迪 -- 陈彦妤 3:0 (9,9,4)
史依诺 -- 马小迪 3:2 (-7,6,7,-11,12) 马紫晗 -- 廖容竹妍 1:3 (7,-10,-7,-11)

张崟渝 -- 马紫晗 3:1 (-8,8,3,7) 邓懿芮 -- 屈沛琳 3:0 (8,6,7)
20.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 30.云南亚讯 2:3 8.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 30.云南亚讯 2:3

陈彦妤 -- 杨冬园 0:3 (-3,-3,-10) 李迎迎 -- 杨冬园 1:3 (-5,-4,7,-4)

廖容竹妍 -- 张鸣 3:1 (-7,8,5,6) 张崟渝 -- 张鸣 3:1 (7,9,-9,8)
屈沛琳 -- 王怡宁 3:1 (11,-6,3,13) 史依诺 -- 王怡宁 3:2 (-12,6,-8,8,5)

廖容竹妍 -- 杨冬园 0:3 (-2,-4,-5) 张崟渝 -- 杨冬园 1:3 (-4,4,-5,-2)

陈彦妤 -- 张鸣 1:3 (-8,-10,9,-8) 李迎迎 -- 张鸣 1:3 (9,-5,-11,-4)

6.上海龙腾 -- 9.湖南队 3:2 16.河海大学 -- 2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3:2
李旖琳 -- 刘仕铭 3:2 (5,4,-5,-9,2) 师倩 -- 钟恩彤 3:0 (4,1,7)
王苹珠 -- 朱晨溢 3:0 (4,5,12) 叶丽君 -- 冯卓琳 0:3 (-7,-8,-8)
宣萱 -- 刘胡幸子 2:3 (-9,-7,6,10,-5) 马雨晗 -- 纵歌曼 1:3 (-11,11,-10,-7)

王苹珠 -- 刘仕铭 1:3 (5,-7,-8,-9) 师倩 -- 冯卓琳 3:0 (9,8,9)
李旖琳 -- 朱晨溢 3:1 (4,6,-8,5) 叶丽君 -- 钟恩彤 3:0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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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湖南队 -- 32.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一队 1:3 6.上海龙腾 -- 17.天津科技大学 3:1
朱晨溢 -- 洪可珊 0:3 (-4,-11,-5) 宣萱 -- 石晓萱 3:0 (4,5,14)
刘胡幸子 -- 庄铭仪 0:3 (-10,-7,-5) 季昕凌 -- 张祎宁 0:3 (-8,-9,-5)
刘仕铭 -- 阮静 3:0 (1,3,2) 李旖琳 -- 王一同 3:1 (5,4,-6,4)
刘胡幸子 -- 洪可珊 0:3 (-8,-8,-4) 宣萱 -- 张祎宁 3:2 (7,7,-8,-6,7)

1.东北师范大学 -- 28.中国乒乓球学院 3:0 3.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队 -- 23.上海体校曹燕华 3:0
金洋伊 -- 王欣 3:1 (5,-8,5,9) 冯晓琳 -- 陈诗瑶 3:0 (3,12,8)
赵含 -- 赖美伊 3:1 (10,8,-5,2) 黄倩仪 -- 蒋舒菡 3:1 (-5,8,4,2)
姜领 -- 干露露 3:0 (8,1,11) 李宇星 -- 袁佳宜 3:1 (7,2,-7,3)

24.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 26.浙江竞体 0:3 9.湖南队 -- 16.河海大学 0:3
晏子怡 -- 周杭 1:3 (-7,-8,4,-8) 刘胡幸子 -- 师倩 0:3 (-4,-6,-9)
曾隽月 -- 陈俊彰 2:3 (-6,7,9,-9,-14) 刘仕铭 -- 李柯鑫 2:3 (10,8,-5,-4,-5)

王译 -- 王锶敏 1:3 (11,-4,-5,-5) 朱晨溢 -- 马雨晗 1:3 (7,-11,-8,-8)

3.武汉宏大队 -- 4.内蒙古师范大学 2:3 13.辽宁三队 -- 16.河南·范县 1:3
王睿涓 -- 康晨冉 3:0 (6,8,4) 崔译文 -- 申奥钰 0:3 (-7,-10,-3)

李昕 -- 乌云高娃 2:3 (9,7,-6,-9,-2) 解铭姝 -- 冯潘婷 3:0 (6,6,6)
时丽聪 -- 王佳楠 3:2 (6,-10,7,-12,6) 徐儒叶 -- 朱林 1:3 (8,-11,-8,-9)

王睿涓 -- 乌云高娃 0:3 (-8,-6,-8) 解铭姝 -- 申奥钰 1:3 (-7,-5,12,-1)

李昕 -- 康晨冉 1:3 (-8,-5,7,-9) 17.重庆市育才中学 -- 19.山东胜利东胜 3:1
5.内蒙古球管中心 -- 6.八一队 3:2 辜兰稀 -- 刘凤智 2:3 (9,9,-9,-6,-6)

乔诗淳 -- 任逸飞扬 0:3 (-8,-3,-6) 黄韵茹 -- 孙艺嘉 3:1 (-5,8,5,6)
丁晨昕 -- 陈显畅 3:0 (1,5,6) 印宁 -- 郑雯予 3:0 (7,9,4)
张宝月 -- 许喻婷 3:0 (7,8,6) 黄韵茹 -- 刘凤智 3:0 (8,7,10)
丁晨昕 -- 任逸飞扬 1:3 (4,-7,-5,-6) 21.河北队 -- 24.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0:3
乔诗淳 -- 陈显畅 3:2 (3,11,-10,-8,6) 刘明鹤 -- 林雨涵 0:3 (-7,-6,-7)

11.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 12.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0:3 李天琦 -- 乔梦馨 0:3 (-8,-7,-10)

苑苑 -- 郭一涵 1:3 (-9,9,-9,-6) 王鸾希 -- 李心怡 2:3 (8,-6,-7,9,-4)

张暖欣 -- 闻悦彤 0:3 (-6,-7,-4) 25.四川劲力先锋一队 -- 28.四川劲力先锋二队 1:3
张雪莹 -- 赵嘉欣 0:3 (-4,-5,-10) 向俊霖 -- 高雨欣 0:3 (-5,-9,-10)

13.辽宁三队 -- 14.深圳南山 3:1 何小雨 -- 侯东玥 2:3 (9,-13,7,-6,-1)

解铭姝 -- 杨晓彤 3:0 (3,8,7) 郭玉桦 -- 王曦晞 3:0 (8,13,9)
王彦棋 -- 王远 1:3 (-10,-8,4,-10) 向俊霖 -- 侯东玥 0:3 (-8,-8,-4)
崔译文 -- 石效祯 3:1 (6,-3,7,8) 29.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 32.湖南长郡中学 0:3
解铭姝 -- 王远 3:1 (10,-6,10,10) 车晓彤 -- 何珍妮 0:3 (-6,-12,-8)

19.山东胜利东胜 -- 20.成都娇子二队 3:1 宋嘉珊 -- 陈紫瑶 1:3 (-3,-10,7,-1)

冯怡旋 -- 周怡瑞 1:3 (6,-4,-6,-7) 汪宇 -- 黄雅妮 1:3 (-11,10,-5,-1)

刘凤智 -- 胡语桐 3:0 (7,3,5) 3.武汉宏大队 -- 6.八一队 3:1
孙艺嘉 -- 毛怡听 3:0 (6,11,5) 李昕 -- 任逸飞扬 0:3 (-7,-7,-6)
刘凤智 -- 周怡瑞 3:1 (9,9,-9,10) 王睿涓 -- 许喻婷 3:1 (9,-7,9,5)

21.河北队 -- 22.鲁能乒校 3:1 时丽聪 -- 陈显畅 3:2 (8,-4,-3,9,10)

刘明鹤 -- 易婧菲 3:0 (6,8,5) 王睿涓 -- 任逸飞扬 3:0 (6,7,6)
王鸾希 -- 张胜斓 0:3 (-8,-9,-5) 11.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 14.深圳南山 3:2
李天琦 -- 张路其 3:0 (6,8,5) 赵奕涵 -- 杨晓彤 3:0 (7,4,7)
刘明鹤 -- 张胜斓 3:1 (-5,7,3,9) 张暖欣 -- 王远 0:3 (-6,-7,-7)

27.山西奥体队 -- 28.四川劲力先锋二队 0:3 苑苑 -- 石效祯 3:1 (4,10,0,9)
刘小瑜 -- 高雨欣 0:3 (-5,-7,-5) 赵奕涵 -- 王远 0:3 (-5,-9,-4)
丛文司青 -- 侯东玥 0:3 (-9,-4,-9) 张暖欣 -- 杨晓彤 3:0 (9,8,3)
崔梦媛 -- 王曦晞 1:3 (-5,-5,9,-2) 20.成都娇子二队 -- 22.鲁能乒校 1:3

29.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 30.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3:0 周怡瑞 -- 易婧菲 3:0 (8,7,9)
车晓彤 -- 罗敏心 3:0 (4,11,11) 胡语桐 -- 张胜斓 0:3 (-2,-8,-4)
宋嘉珊 -- 熊若涵 3:0 (5,7,9) 毛怡听 -- 张路其 0:3 (-9,-1,-4)
汪宇 -- 唐琬璇 3:1 (-7,7,6,10) 周怡瑞 -- 张胜斓 0:3 (-12,-4,-4)

1.西安超越乒羽 -- 4.内蒙古师范大学 2:3 27.山西奥体队 -- 30.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2:3
杨欣然 -- 乌云高娃 3:0 (10,11,7) 丛文司青 -- 唐琬璇 3:2 (3,-10,9,-12,9)

徐慧尧 -- 康晨冉 2:3 (-7,-11,7,10,-9) 刘小瑜 -- 熊若涵 3:1 (-10,9,6,11)

袁诗瀛 -- 王佳楠 3:1 (9,-5,9,4) 崔梦媛 -- 罗敏心 0:3 (-4,-4,-9)
徐慧尧 -- 乌云高娃 0:3 (-9,-9,-5) 刘小瑜 -- 唐琬璇 0:3 (-6,-8,-9)
杨欣然 -- 康晨冉 1:3 (-7,-11,5,-10) 丛文司青 -- 熊若涵 0:3 (-7,-9,-11)

5.内蒙古球管中心 -- 8.广西金嗓子 3:1 9.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 13.辽宁三队 3:2
乔诗淳 -- 梁子芊 1:3 (9,-8,-3,-9) 梁美娟 -- 崔译文 1:3 (-7,8,-9,-8)

丁晨昕 -- 黎紫涵 3:1 (-8,6,1,4) 崔姿兰 -- 徐儒叶 3:0 (5,4,4)
张宝月 -- 钟春梅 3:0 (7,5,2) 吕亦涵 -- 王彦棋 2:3 (5,-9,-5,8,-9)

丁晨昕 -- 梁子芊 3:1 (-1,9,6,8) 梁美娟 -- 徐儒叶 3:1 (-11,8,1,6)

9.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 12.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2:3 崔姿兰 -- 崔译文 3:0 (10,7,8)
吕亦涵 -- 闻悦彤 0:3 (-10,-10,-6) 19.山东胜利东胜 -- 21.河北队 3:1
崔姿兰 -- 郭一涵 3:0 (9,6,5) 刘凤智 -- 刘芷含 3:0 (8,7,11)
梁美娟 -- 徐方依 3:1 (11,5,-6,18) 冯怡旋 -- 刘明鹤 1:3 (7,-7,-8,-6)

崔姿兰 -- 闻悦彤 0:3 (-5,-10,-11) 郑雯予 -- 王鸾希 3:0 (8,8,11)
吕亦涵 -- 郭一涵 2:3 (7,-5,10,-7,-5) 刘凤智 -- 刘明鹤 3:2 (-4,6,8,-10,8)

1.西安超越乒羽 -- 8.广西金嗓子 3:0 4.内蒙古师范大学 -- 12.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1:3
徐慧尧 -- 梁子芊 3:1 (-7,8,11,9) 乌云高娃 -- 赵嘉欣 3:0 (10,9,5)
袁诗瀛 -- 黎紫涵 3:0 (4,5,9) 康晨冉 -- 闻悦彤 2:3 (7,-6,8,-6,-8)

杨欣然 -- 黎雨桐 3:2 (-11,3,-9,10,8) 张笑 -- 郭一涵 1:3 (-4,-9,9,-4)

乌云高娃 -- 闻悦彤 0:3 (-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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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四川劲力先锋一队 -- 29.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3:1 17.重庆市育才中学 -- 32.湖南长郡中学 3:2
何小雨 -- 车晓彤 3:1 (-8,2,7,7) 黄韵茹 -- 何珍妮 1:3 (-6,13,-7,-3)

向俊霖 -- 汪宇 3:1 (-11,7,7,6) 印宁 -- 陈紫瑶 1:3 (8,-5,-10,-8)

郭玉桦 -- 宋嘉珊 0:3 (-5,-11,-10) 王兆婷 -- 黄雅妮 3:2 (-6,9,12,-9,9)

何小雨 -- 汪宇 3:0 (4,4,6) 黄韵茹 -- 陈紫瑶 3:0 (5,4,6)
4.内蒙古师范大学 -- 5.内蒙古球管中心 3:1 印宁 -- 何珍妮 3:0 (4,10,10)

乌云高娃 -- 乔诗淳 3:1 (-9,7,1,10) 14.深圳南山 -- 20.成都娇子二队 3:2
康晨冉 -- 丁晨昕 3:1 (-8,10,1,5) 王远 -- 周怡瑞 1:3 (-9,-10,11,-7)

王佳楠 -- 张宝月 1:3 (-8,-8,8,-9) 石效祯 -- 毛怡听 3:0 (9,6,7)
乌云高娃 -- 丁晨昕 3:0 (11,12,5) 杨晓彤 -- 胡语桐 3:0 (9,6,7)

12.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 16.河南·范县 3:1 石效祯 -- 周怡瑞 0:3 (-9,-11,-5)

闻悦彤 -- 冯潘婷 3:2 (8,6,-9,-9,8) 王远 -- 毛怡听 3:1 (6,-7,8,6)
郭一涵 -- 申奥钰 1:3 (-3,11,-4,-6) 6.八一队 -- 27.山西奥体队 3:0
赵嘉欣 -- 朱林 3:2 (6,-6,-6,7,10) 任逸飞扬 -- 丛文司青 3:2 (-7,-11,6,8,6)

闻悦彤 -- 申奥钰 3:0 (7,8,5) 陈显畅 -- 刘小瑜 3:1 (-6,3,9,8)
17.重庆市育才中学 -- 24.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3:1 许喻婷 -- 崔梦媛 3:0 (7,4,8)

印宁 -- 乔梦馨 3:1 (9,-8,7,4) 11.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 22.鲁能乒校 1:3
黄韵茹 -- 林雨涵 3:2 (5,-8,-14,11,6) 苑苑 -- 易婧菲 3:2 (-8,5,-7,9,6)

王兆婷 -- 杨一一 1:3 (-2,-5,8,-8) 张暖欣 -- 张胜斓 0:3 (-14,-5,-5)

黄韵茹 -- 乔梦馨 3:2 (-7,5,7,-6,5) 张雪莹 -- 张路其 0:3 (-2,-7,-7)
28.四川劲力先锋二队 -- 32.湖南长郡中学 2:3 苑苑 -- 张胜斓 2:3 (12,10,-2,-6,-3)

侯东玥 -- 陈紫瑶 2:3 (-6,10,10,-3,-6) 3.武汉宏大队 -- 30.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2:3
高雨欣 -- 何珍妮 3:0 (10,7,8) 李昕 -- 唐琬璇 2:3 (-3,2,-9,9,-10)

王曦晞 -- 黄雅妮 0:3 (-4,-5,-5) 王睿涓 -- 熊若涵 3:2 (-8,7,6,-3,10)

高雨欣 -- 陈紫瑶 3:0 (5,5,9) 时丽聪 -- 罗敏心 1:3 (7,-9,-6,-8)

侯东玥 -- 何珍妮 1:3 (3,-9,-10,-7) 王睿涓 -- 唐琬璇 3:1 (5,-8,10,6)

6.八一队 -- 14.深圳南山 3:2 李昕 -- 熊若涵 1:3 (6,-11,-3,-8)

任逸飞扬 -- 石效祯 3:1 (-9,5,5,8) 8.广西金嗓子 -- 29.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1:3
陈显畅 -- 王远 3:2 (10,4,-7,-4,9) 黎雨桐 -- 宋嘉珊 0:3 (-9,-5,-4)
许喻婷 -- 杨晓彤 2:3 (7,2,-7,-4,-7) 黎紫涵 -- 车晓彤 3:2 (-6,9,-7,6,8)

陈显畅 -- 石效祯 2:3 (5,-10,-11,4,-11) 钟春梅 -- 汪宇 2:3 (7,6,-4,-10,-9)

任逸飞扬 -- 王远 3:0 (12,9,7) 黎雨桐 -- 车晓彤 0:3 (-6,-9,-6)
20.成都娇子二队 -- 27.山西奥体队 2:3 13.辽宁三队 -- 21.河北队 3:0

胡语桐 -- 丛文司青 1:3 (10,-5,-6,-5) 王彦棋 -- 刘明鹤 3:2 (4,9,-7,-9,9)

周怡瑞 -- 刘小瑜 3:2 (4,-9,5,-6,5) 崔译文 -- 刘芷含 3:1 (9,9,-8,10)

毛怡听 -- 崔梦媛 2:3 (-9,-6,7,7,-7) 徐儒叶 -- 李天琦 3:1 (5,7,-3,3)
周怡瑞 -- 丛文司青 3:1 (10,-6,5,10) 9.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 19.山东胜利东胜 1:3
胡语桐 -- 刘小瑜 1:3 (7,-6,-9,-4) 梁美娟 -- 冯怡旋 1:3 (-5,8,-2,-9)

3.武汉宏大队 -- 11.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3:1 崔姿兰 -- 刘凤智 0:3 (-9,-18,-8)

王睿涓 -- 苑苑 3:0 (9,7,7) 吕亦涵 -- 孙艺嘉 3:1 (11,-7,9,9)

李昕 -- 赵奕涵 3:2 (9,12,-8,-9,3) 梁美娟 -- 刘凤智 1:3 (-7,10,-6,-9)

时丽聪 -- 张雪莹 2:3 (8,-8,4,-9,-7) 1.西安超越乒羽 -- 25.四川劲力先锋一队 1:3
王睿涓 -- 赵奕涵 3:1 (9,6,-10,4) 袁诗瀛 -- 何小雨 0:3 (-4,-8,-2)

22.鲁能乒校 -- 30.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2:3 杨欣然 -- 向俊霖 1:3 (5,-4,-5,-6)

易婧菲 -- 唐琬璇 3:2 (10,-9,-9,9,9) 徐慧尧 -- 郭玉桦 3:0 (12,1,7)
张胜斓 -- 熊若涵 3:1 (-3,7,8,3) 杨欣然 -- 何小雨 1:3 (-4,8,-5,-9)

张路其 -- 罗敏心 0:3 (-8,-9,-4) 5.内蒙古球管中心 -- 24.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3:2
张胜斓 -- 唐琬璇 0:3 (-10,-8,-5) 丁晨昕 -- 李心怡 3:0 (5,5,4)
易婧菲 -- 熊若涵 0:3 (-11,-11,-9) 乔诗淳 -- 林雨涵 3:1 (8,8,-7,14)

8.广西金嗓子 -- 13.辽宁三队 2:3 张宝月 -- 杨一一 0:3 (-9,-9,-6)
黎紫涵 -- 解铭姝 0:3 (-9,-2,-4) 丁晨昕 -- 林雨涵 2:3 (5,-7,-7,8,-11)

梁子芊 -- 王彦棋 3:0 (9,4,9) 乔诗淳 -- 李心怡 3:0 (5,2,16)
黎雨桐 -- 崔译文 1:3 (-4,-8,11,-8) 16.河南·范县 -- 28.四川劲力先锋二队 3:0
梁子芊 -- 解铭姝 3:1 (-6,2,8,7) 冯潘婷 -- 高雨欣 3:1 (9,12,-7,7)

黎紫涵 -- 王彦棋 0:3 (-7,-8,-8) 申奥钰 -- 侯东玥 3:0 (8,9,9)
21.河北队 -- 29.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3:0 朱林 -- 王曦晞 3:1 (5,9,-9,12)

刘芷含 -- 车晓彤 3:1 (9,-7,9,10) 4.内蒙古师范大学 -- 32.湖南长郡中学 3:1
刘明鹤 -- 汪宇 3:0 (3,5,2) 康晨冉 -- 陈紫瑶 3:1 (-10,6,8,3)

李天琦 -- 宋嘉珊 3:2 (9,-15,-4,9,9) 乌云高娃 -- 何珍妮 3:1 (8,4,-6,6)
1.西安超越乒羽 -- 9.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3:0 张笑 -- 黄雅妮 2:3 (-4,-10,8,8,-3)

杨欣然 -- 梁美娟 3:0 (13,9,4) 乌云高娃 -- 陈紫瑶 3:0 (9,8,8)
袁诗瀛 -- 崔姿兰 3:2 (-10,9,9,-9,6) 12.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 17.重庆市育才中学 2:3
徐慧尧 -- 吕亦涵 3:1 (6,5,-7,7) 闻悦彤 -- 印宁 3:0 (6,9,8)

19.山东胜利东胜 -- 25.四川劲力先锋一队 0:3 徐方依 -- 辜兰稀 1:3 (-10,7,-4,-10)

孙艺嘉 -- 向俊霖 0:3 (-7,-4,-4) 郭一涵 -- 王兆婷 2:3 (9,-7,14,-5,-12)

冯怡旋 -- 何小雨 0:3 (-3,-11,-6) 闻悦彤 -- 辜兰稀 3:2 (7,-12,8,-8,3)

郑雯予 -- 郭玉桦 0:3 (-6,-7,-9) 徐方依 -- 印宁 0:3 (-6,-7,-7)
5.内蒙古球管中心 -- 16.河南·范县 1:3 24.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 28.四川劲力先锋二队 1:3

乔诗淳 -- 申奥钰 0:3 (-8,-7,-6) 乔梦馨 -- 侯东玥 3:1 (7,-8,9,5)
丁晨昕 -- 冯潘婷 3:2 (4,-4,9,-3,10) 杨一一 -- 高雨欣 0:3 (-7,-8,-7)
张宝月 -- 朱林 1:3 (9,-10,-6,-9) 李心怡 -- 王曦晞 2:3 (8,-7,-3,4,-3)

丁晨昕 -- 申奥钰 2:3 (6,-5,-8,9,-9) 乔梦馨 -- 高雨欣 0:3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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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福建省乒乓球队 -- 4.上海龙腾 3:1 13.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 16.山东康平 2:3
朱立铖 -- 葛恒汛 2:3 (-10,9,5,-16,-13) 王一昊 -- 周旭 3:2 (8,-9,9,-7,5)

陈俊菘 -- 余政洋 3:0 (5,7,4) 孙华锋 -- 邢航玮 0:3 (-4,-4,-3)
李陈炫 -- 章子建 3:0 (6,7,9) 刘梦龙 -- 杨辉龙 3:0 (9,9,14)
朱立铖 -- 余政洋 3:0 (8,5,3) 王一昊 -- 邢航玮 0:3 (-9,-7,-4)

5.山东鲁能一队 -- 6.上海体校曹燕华一队 3:0 孙华锋 -- 周旭 0:3 (-8,-7,-9)
刘倚尊 -- 刘瑜阳 3:0 (1,4,5) 17.天津科技大学 -- 19.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3:1
安博扬 -- 吴君凯 3:0 (3,7,5) 韩文竞 -- 刘孟岩 3:2 (-14,3,-8,4,7)

程振凯 -- 刘泓佐 3:1 (7,-13,6,4) 刘子谦 -- 张云龙 3:0 (9,8,6)
7.河北海润一队 -- 8.大连大学乒乓球学校 1:3 刘昊 -- 张海朴 2:3 (3,-11,9,-8,-9)

居泽强 -- 缪鑫宇 0:3 (-11,-12,-7) 刘子谦 -- 刘孟岩 3:1 (-7,6,7,9)
石扩 -- 闫奂其 0:3 (-2,-7,-5) 21.湖南队 -- 24.河海大学 1:3
李帅赞 -- 隋雨峰 3:0 (7,8,5) 姚耿博 -- 张育铭 3:0 (8,8,8)
石扩 -- 缪鑫宇 1:3 (-8,-9,7,-4) 王俊杰 -- 陆剑波 1:3 (11,-6,-7,-10)

11.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正华） -- 12.山东胜利东胜一队 0:3 蔡智发 -- 斯信荣 1:3 (-9,-5,6,-5)

弭瑞杰 -- 王吉轩 1:3 (9,-10,-5,-9) 王俊杰 -- 张育铭 2:3 (9,-8,7,-7,-5)

朱锐 -- 曹珈瑞 0:3 (-9,-7,-2) 25.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 28.万和通信 0:3
王启隆 -- 董金栋 0:3 (-6,-7,-3) 魏志豪 -- 李宁 1:3 (-7,-9,4,-5)

13.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 14.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3:1 王昊 -- 李浩凯 2:3 (8,-8,9,-7,-13)

王钦泓 -- 胡凯哲 2:3 (-9,-6,10,8,-8) 刁子育 -- 余林洋 0:3 (-7,-7,-3)
刘梦龙 -- 赵一恒 3:0 (5,3,2) 30.山东鲁能二队 -- 32.山东龙立.临沂天河 0:3
孙华锋 -- 杨杰豪 3:0 (7,8,9) 牛泽乾 -- 李梓睿 1:3 (-4,9,-7,-4)

刘梦龙 -- 胡凯哲 3:0 (7,8,3) 韩云麒 -- 宋谦 1:3 (-10,10,-7,-5)

19.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 20.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3:1 肖骐骏 -- 杨卓 0:3 (-5,-5,-7)
张云龙 -- 李善颜 3:2 (-9,9,5,-6,7) 29.山西奥体队 -- 30.山东鲁能二队 0:3
张海朴 -- 尹孟泽 3:0 (9,15,16) 谢东方 -- 牛泽乾 1:3 (-6,9,-9,-8)

刘孟岩 -- 吕游 2:3 (8,-9,-6,7,-11) 马泽霖 -- 韩云麒 0:3 (-4,-7,-7)
张海朴 -- 李善颜 3:1 (4,-9,5,8) 刘冠成 -- 肖骐骏 0:3 (-5,-9,-4)

21.湖南队 -- 22.鲁能乒校二队 3:0 1.重庆晨淼-西南大学 -- 3.福建省乒乓球队 3:2
姚耿博 -- 杨明坤 3:0 (6,7,6) 段亚东 -- 朱立铖 3:1 (-8,8,8,10)

王俊杰 -- 周子豪 3:1 (8,-9,7,3) 高华江 -- 陈俊菘 2:3 (8,-9,-11,7,-8)

蔡智发 -- 王浩天 3:0 (6,1,9) 薛景聪 -- 李陈炫 1:3 (7,-12,-3,-4)

27.浙江财经大学 -- 28.万和通信 1:3 高华江 -- 朱立铖 3:1 (-3,5,8,9)
郭浩文 -- 李宁 3:0 (9,10,6) 段亚东 -- 陈俊菘 3:1 (9,-5,8,11)

申红景 -- 李浩凯 1:3 (-5,5,-8,-8) 5.山东鲁能一队 -- 8.大连大学乒乓球学校 3:2
尹耀纬 -- 余林洋 2:3 (6,-8,-5,6,-7) 刘倚尊 -- 闫奂其 3:0 (7,10,8)
郭浩文 -- 李浩凯 1:3 (-8,9,-4,-4) 郑浩桓 -- 缪鑫宇 2:3 (9,10,-6,-10,-8)

9.鲁能乒校一队 -- 12.山东胜利东胜一队 3:0 安博扬 -- 隋雨峰 2:3 (4,-9,9,-6,-8)

李富建 -- 曹珈瑞 3:1 (6,7,-8,7) 刘倚尊 -- 缪鑫宇 3:1 (13,-9,8,6)

孙塨然 -- 王吉轩 3:2 (9,-9,-10,2,9) 郑浩桓 -- 闫奂其 3:0 (8,9,11)

范宇浩 -- 董金栋 3:0 (6,12,6)

1.中国乒乓球学院一队 -- 2.河北海润三队 0:3 13.正定县实验学校三队（正华） -- 14.沈体世奥得 3:0
史一凡 -- 宁贤坤 1:3 (5,-9,-4,-8) 黄衍凯 -- 范峰彬 3:2 (6,-8,-10,8,6)

高申童 -- 于泉森 0:3 (-3,-9,-10) 邱楠 -- 薛钧升 3:0 (6,4,7)
阙泽昊 -- 李乾图 0:3 (-6,-8,-7) 刘子逸 -- 孙偲皓 3:2 (9,-6,-2,6,10)

3.天津队 -- 4.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二队 3:2 15.中国乒乓球学院四队 -- 16.河北海润二队 3:0
钟锦堂 -- 贺泽毅 3:2 (10,-8,-9,3,9) 顾宇航 -- 吴镝 3:1 (-2,9,3,6)
廖扬捷 -- 易佳威 0:3 (-10,-11,-15) 陈昱琪 -- 吴亚南 3:1 (2,10,-5,5)

马原 -- 田益诚 0:3 (-9,-9,-6) 王田戈 -- 陈奕旭 3:0 (9,11,6)
钟锦堂 -- 易佳威 3:2 (-10,-7,9,10,5) 17.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 18.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3:2
廖扬捷 -- 贺泽毅 3:2 (6,8,-13,-10,8) 刘京典 -- 张添翼 0:3 (-7,-7,-6)

5.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6.上海体校曹燕华三队 3:0 李相成 -- 李树森 3:2 (-9,9,-3,8,7)

李昊 -- 罗昆阳 3:1 (11,5,-6,9) 邓荣涛 -- 施佳祺 3:1 (5,6,-7,4)
耿士淳 -- 聂浩宇 3:0 (6,7,7) 李相成 -- 张添翼 0:3 (-3,-9,-2)
张纪元 -- 沈昊宇 3:0 (8,3,6) 刘京典 -- 李树森 3:0 (7,10,7)

7.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 8.上海体校曹燕华二队 0:3 19.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 20.广西金嗓子 3:1
迟昊文 -- 张涵 2:3 (-7,9,9,-5,-7) 郑少奇 -- 卢俊君 3:1 (8,-3,6,10)

朱胤鸣 -- 史璨诚 0:3 (-4,-6,-9) 罗浩翔 -- 杨如进 3:2 (-10,6,-5,11,6)

韩兆颉 -- 王常羽 1:3 (-8,-8,8,-9) 刘佳明 -- 刘隆烨 2:3 (10,-8,-9,8,-4)

9.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10.大连交通大学 1:3 罗浩翔 -- 卢俊君 3:2 (8,-9,-6,9,9)

吴卓伦 -- 徐泽华 2:3 (-8,5,-8,8,-9) 21.山东胜利东胜二队 -- 22.呼和浩特圣火俱乐部 0:3
敖华磊 -- 尹航 1:3 (-10,-11,9,-6) 杨新宇 -- 李佳仑 2:3 (-7,9,4,-9,-10)

蒋博 -- 贾宪禹 3:0 (3,7,9) 刘卓然 -- 梁恩泽 0:3 (-8,-10,-6)

敖华磊 -- 徐泽华 1:3 (-11,-6,2,-8) 钱顾翔 -- 李淏白 1:3 (-10,-12,6,-9)

11.河南民生药业 -- 12.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正华） 0:3 23.浙江竞体 -- 24.西安超越乒羽三队 1:3
张泰铭 -- 季新越 0:3 (-6,-3,-7) 周建旭 -- 王一衡 1:3 (9,-8,-5,-6)

赵朕辉 -- 张昊天 0:3 (-11,-8,-6) 杨晨 -- 黄东宇 3:1 (-11,8,9,7)

贾泰然 -- 林峻 1:3 (-4,-2,5,-4) 郑宸卓 -- 丁梦博 0:3 (-5,-3,-9)

杨晨 -- 王一衡 0:3 (-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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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一队 -- 26.河南·濮阳 3:2 14.沈体世奥得 -- 16.河北海润二队 3:2
王承林 -- 刘昱甫 3:0 (4,6,6) 孙偲皓 -- 吴镝 0:3 (-5,-8,-5)
王佩 -- 张恒源 3:1 (-8,7,4,9) 范峰彬 -- 吴亚南 1:3 (-5,7,-8,-3)

郑人彰 -- 周子皓 2:3 (6,-2,1,-7,-7) 谢文天 -- 陈奕旭 3:0 (8,5,6)
王承林 -- 张恒源 1:3 (-5,10,-1,-9) 孙偲皓 -- 吴亚南 3:2 (6,-8,9,-8,7)

王佩 -- 刘昱甫 3:0 (3,4,3) 范峰彬 -- 吴镝 3:0 (7,6,10)
27.辽宁队 -- 28.中国乒乓球学院三队 0:3 21.山东胜利东胜二队 -- 23.浙江竞体 0:3
张守彦 -- 张建威 2:3 (-9,4,-7,8,-11) 杨新宇 -- 杨晨 0:3 (-5,-6,-6)
孔垂禹 -- 秦逸闻 0:3 (-7,-7,-3) 刘卓然 -- 周建旭 0:3 (-7,-4,-8)
吴星宇 -- 张志聪 1:3 (-10,-6,8,-5) 钱顾翔 -- 郑宸卓 0:3 (-9,-12,-7)

29.湖南师范大学 -- 30.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3:1 26.河南·濮阳 -- 27.辽宁队 3:2
喻琛 -- 曾海龙 0:3 (-9,-9,-14) 张恒源 -- 吴星宇 3:1 (7,6,-8,5)
来明泽 -- 杜金明 3:1 (10,8,-9,4) 周子皓 -- 孔垂禹 2:3 (-8,-9,7,11,-9)

张明哲 -- 管梓清 3:2 (9,-8,5,-8,2) 刘昱甫 -- 张守彦 0:3 (-9,-5,-9)
喻琛 -- 杜金明 3:1 (1,-10,3,5) 张恒源 -- 孔垂禹 3:0 (9,9,3)

31.青城山都江堰 -- 32.中国乒乓球学院二队 0:3 周子皓 -- 吴星宇 3:1 (8,-5,9,8)
古佩汶 -- 金晨杰 0:3 (-5,-6,-8) 30.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 31.青城山都江堰 3:0
胡世杰 -- 王全亮 0:3 (-9,-6,-7) 杜金明 -- 胡世杰 3:2 (6,-10,-5,5,8)

蔡涛 -- 赵欣鹏 0:3 (-7,-8,-9) 曾海龙 -- 古佩汶 3:0 (4,5,9)
6.上海体校曹燕华三队 -- 7.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3:2 肖超 -- 蔡涛 3:0 (13,5,6)

罗昆阳 -- 迟昊文 0:3 (-7,-10,-5) 1.中国乒乓球学院一队 -- 4.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二队 3:0
聂浩宇 -- 朱胤鸣 3:0 (7,6,6) 阙泽昊 -- 易佳威 3:0 (6,8,5)
沈昊宇 -- 韩兆颉 3:2 (-9,12,6,-6,8) 史一凡 -- 贺泽毅 3:1 (5,8,-14,9)

聂浩宇 -- 迟昊文 0:3 (-6,-9,-8) 高申童 -- 严定航 3:1 (-11,5,3,10)

罗昆阳 -- 朱胤鸣 3:1 (6,-8,4,8) 9.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11.河南民生药业 2:3
18.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 20.广西金嗓子 3:1 敖华磊 -- 张泰铭 3:0 (8,8,5)

李树森 -- 杨如进 3:0 (7,6,10) 吴卓伦 -- 赵朕辉 3:0 (8,8,12)
张添翼 -- 卢俊君 3:0 (4,8,7) 蒋博 -- 贾泰然 2:3 (-6,10,-6,9,-8)

王子熙 -- 谢昀熹 1:3 (6,-8,-7,-10) 吴卓伦 -- 张泰铭 2:3 (9,-8,-3,8,-8)

张添翼 -- 杨如进 3:2 (-13,-10,9,10,4) 敖华磊 -- 赵朕辉 1:3 (-3,9,-5,-8)

3.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 4.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队 3:1 1.东北师范大学 -- 3.深圳大学-动感地带 3:1
陈星泰 -- 冯晓琳 3:2 (8,5,-7,-5,9) 金洋伊 -- 年师瑶 2:3 (8,-7,-9,8,-7)

年师瑶 -- 黄倩仪 3:0 (8,2,7) 赵含 -- 陈星泰 3:2 (5,11,-8,-6,6)

白炎可 -- 李宇星 1:3 (-8,8,-6,-9) 姜领 -- 白炎可 3:1 (4,-8,13,8)

陈星泰 -- 黄倩仪 3:2 (6,-9,-10,5,3) 金洋伊 -- 陈星泰 3:0 (5,6,4)
5.云南亚讯 -- 6.中国乒乓球学校一队 3:1 5.云南亚讯 -- 8.湖南队 2:3

张鸣 -- 戴睿儿 3:1 (8,-7,10,5) 张鸣 -- 刘仕铭 1:3 (-7,-4,8,-8)

杨冬园 -- 王楠楠 3:1 (7,-8,9,6) 杨冬园 -- 刘胡幸子 3:0 (5,7,7)
王怡宁 -- 毛瑞婕 0:3 (-6,-9,-11) 王怡宁 -- 朱晨溢 1:3 (-9,-6,5,-4)

杨冬园 -- 戴睿儿 3:0 (2,7,5) 杨冬园 -- 刘仕铭 3:0 (6,11,6)
11.浙江竞体 -- 12.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0:3 张鸣 -- 刘胡幸子 0:3 (-9,-6,-5)
陈俊彰 -- 廖容竹妍 0:3 (-7,-5,-6) 9.天津科技大学 -- 12.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3:0
王锶敏 -- 屈沛琳 0:3 (-7,-7,-9) 刘洋洋 -- 陈彦妤 3:1 (7,11,-7,6)

周杭 -- 陈彦妤 1:3 (-8,6,-9,-4) 王一同 -- 屈沛琳 3:0 (9,4,7)
13.辽宁一队 -- 14.山东鲁能队 3:2 石晓萱 -- 廖容竹妍 3:1 (-4,8,7,2)
吴新欣 -- 李思萱 3:0 (4,8,7) 13.辽宁一队 -- 16.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3:1
付玉 -- 袁铭池 2:3 (4,7,-2,-5,-6) 吴新欣 -- 纵歌曼 1:3 (-7,11,-2,-2)

常宇彤 -- 王昕奕 1:3 (5,-1,-11,-7) 付玉 -- 陈婉婷 3:0 (6,6,3)
付玉 -- 李思萱 3:1 (-3,4,9,7) 常宇彤 -- 冯卓琳 3:1 (8,10,-7,6)

吴新欣 -- 袁铭池 3:1 (5,8,-8,7) 付玉 -- 纵歌曼 3:2 (-4,4,7,-9,5)

19.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 20.正定实验（万浦） 1:3 17.河海大学 -- 20.正定实验（万浦） 3:0
朱珍旭 -- 李若溪 0:3 (-6,-8,-9) 师倩 -- 李若溪 3:2 (-9,-7,4,7,5)

谭宇臻 -- 王苧晗 0:3 (-5,-6,-8) 叶丽君 -- 张浩然 3:0 (6,7,8)
张顺 -- 张浩然 3:0 (4,8,6) 马雨晗 -- 王苧晗 3:1 (-7,7,6,1)
谭宇臻 -- 李若溪 0:3 (-2,-8,-9) 21.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 24.上海龙腾 0:3

21.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 22.大连交通大学 3:1 马紫晗 -- 李旖琳 1:3 (7,-8,-10,-6)

马紫晗 -- 高钧怡 0:3 (-7,-9,-15) 邓懿芮 -- 王苹珠 2:3 (-7,9,-9,10,-11)

邓懿芮 -- 李梦垚 3:0 (6,8,5) 马小迪 -- 宣萱 0:3 (-6,-10,-4)

马小迪 -- 薛力欣 3:2 (-4,-5,11,9,7) 25.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一队 -- 28.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3:1
马紫晗 -- 李梦垚 3:1 (4,-7,8,4) 洪可珊 -- 李迎迎 3:0 (8,11,7)

27.江西婺源恒顺俱乐部 -- 28.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0:3 庄铭仪 -- 张崟渝 2:3 (-9,5,-7,5,-7)

曾隽月 -- 张崟渝 0:3 (-6,-5,-5) 张丹妮 -- 史依诺 3:1 (4,-9,6,7)
晏子怡 -- 李迎迎 0:3 (-9,-9,-7) 洪可珊 -- 张崟渝 3:0 (5,6,8)
王译 -- 史依诺 0:3 (-8,-9,-8) 29.上海体校曹燕华 -- 30.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二队 3:1

29.上海体校曹燕华 -- 32.中国乒乓球学院 0:3 陈诗瑶 -- 梁嘉芫 3:0 (9,4,10)
袁佳宜 -- 干露露 2:3 (-9,7,15,-5,-10) 陈明佳 -- 王小昕 0:3 (-13,-11,-7)

陈诗瑶 -- 周依琳 1:3 (11,-7,-3,-6) 蒋舒菡 -- 雷鋆鋆 3:0 (6,2,11)

蒋舒菡 -- 王欣 0:3 (-5,-8,-6) 陈诗瑶 -- 王小昕 3:1 (7,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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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宁二队 -- 2.深圳南山 3:1 29.内蒙古球管中心 -- 30.四川劲力先锋一队 2:3
闫禹橦 -- 王远 3:0 (8,3,5) 丁晨昕 -- 向俊霖 3:0 (6,8,5)
陈柃潓 -- 杨晓彤 3:0 (5,4,7) 乔诗淳 -- 何小雨 1:3 (-6,10,-10,-9)

张楠萱 -- 石效祯 1:3 (-11,8,-7,-10) 张宝月 -- 郭玉桦 3:1 (13,-6,8,6)

闫禹橦 -- 杨晓彤 3:0 (7,6,8) 丁晨昕 -- 何小雨 1:3 (7,-7,-9,-7)

3.西安超越乒羽 -- 4.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3:1 乔诗淳 -- 向俊霖 0:3 (-2,-6,-8)
杨欣然 -- 林雨涵 3:2 (-9,-1,9,8,9) 2.深圳南山 -- 4.河南民生药业一队 0:3
徐慧尧 -- 乔梦馨 3:0 (9,6,10) 石效祯 -- 乔梦馨 0:3 (-8,-12,-7)

袁诗瀛 -- 杨一一 0:3 (-9,-10,-5) 王远 -- 杨一一 0:3 (-15,-8,-4)

杨欣然 -- 乔梦馨 3:0 (9,6,4) 杨晓彤 -- 林雨涵 0:3 (-10,-6,-8)

5.重庆市育才中学 -- 6.广西金嗓子 3:2 6.广西金嗓子 -- 7.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0:3
印宁 -- 梁子芊 2:3 (6,7,-9,-11,-8) 梁子芊 -- 熊若涵 0:3 (-11,-6,-7)

黄韵茹 -- 黎雨桐 3:0 (3,7,7) 黎紫涵 -- 罗敏心 0:3 (-8,-6,-10)

辜兰稀 -- 钟春梅 3:0 (8,7,2) 黎雨桐 -- 唐琬璇 2:3 (9,7,-3,-7,-9)

黄韵茹 -- 梁子芊 1:3 (9,-7,-9,-5) 9.浙江财经大学 -- 11.河北队 2:3
印宁 -- 黎雨桐 3:0 (1,9,2) 郑妤 -- 刘芷含 3:0 (8,1,7)

7.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 8.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1:3 梁莹莹 -- 刘明鹤 0:3 (-7,-9,-4)
唐琬璇 -- 袁园馨艾 1:3 (-9,3,-6,-5) 谭玉婷 -- 王鸾希 1:3 (-7,-4,9,-1)

熊若涵 -- 姜轩 1:3 (-9,8,-7,-7) 郑妤 -- 刘明鹤 3:0 (9,11,5)
罗敏心 -- 孙孟妍 3:0 (6,6,10) 梁莹莹 -- 刘芷含 2:3 (-10,6,-7,5,-14)

唐琬璇 -- 姜轩 0:3 (-6,-6,-7) 14.山东胜利东胜 -- 15.山西奥体队 3:0
9.浙江财经大学 -- 10.鲁能乒校 1:3 刘凤智 -- 丛文司青 3:1 (7,-9,4,3)

郑妤 -- 易婧菲 3:0 (1,6,7) 冯怡旋 -- 刘小瑜 3:0 (9,9,7)
梁莹莹 -- 张胜斓 0:3 (-5,-9,-9) 郑雯予 -- 崔梦媛 3:1 (-10,2,4,6)

谭玉婷 -- 张路其 0:3 (-3,-9,-7) 18.八一队 -- 20.河南·范县 1:3
郑妤 -- 张胜斓 0:3 (-6,-5,-8) 陈显畅 -- 申奥钰 0:3 (-5,-8,-7)

11.河北队 -- 12.湖南长郡中学 1:3 任逸飞扬 -- 冯潘婷 3:1 (5,6,-5,5)
刘芷含 -- 陈紫瑶 0:3 (-5,-4,-8) 许喻婷 -- 朱林 1:3 (-6,-7,8,-6)

刘明鹤 -- 何珍妮 3:0 (4,4,9) 任逸飞扬 -- 申奥钰 0:3 (-3,-7,-6)
李天琦 -- 黄雅妮 0:3 (-8,-9,-7) 22.辽宁三队 -- 23.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3:1
刘明鹤 -- 陈紫瑶 1:3 (12,-5,-5,-4) 崔译文 -- 赵奕涵 3:2 (-5,5,-5,9,6)

13.四川劲力先锋二队 -- 14.山东胜利东胜 3:1 解铭姝 -- 苑苑 3:0 (9,10,2)
侯东玥 -- 刘凤智 0:3 (-10,-8,-12) 王彦棋 -- 张暖欣 2:3 (8,-7,4,-8,-12)

高雨欣 -- 冯怡旋 3:1 (9,7,-16,9) 解铭姝 -- 赵奕涵 3:1 (-7,7,6,5)
王曦晞 -- 孙艺嘉 3:1 (5,-5,5,4) 26.武汉宏大队 -- 27.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0:3
高雨欣 -- 刘凤智 3:1 (-9,10,7,8) 李昕 -- 车晓彤 2:3 (-8,7,-12,6,-11)

15.山西奥体队 -- 16.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0:3 王睿涓 -- 宋嘉珊 1:3 (5,-9,-10,-8)

刘小瑜 -- 高嘉遥 1:3 (6,-8,-7,-5) 时丽聪 -- 汪宇 1:3 (7,-6,-12,-8)

丛文司青 -- 金华 0:3 (-7,-10,-10) 29.内蒙古球管中心 -- 31.成都娇子二队 3:1
崔梦媛 -- 黄可怡 0:3 (-4,-4,-2) 乔诗淳 -- 周怡瑞 1:3 (9,-6,-8,-7)

17.湖南省体校 -- 18.八一队 3:0 丁晨昕 -- 胡语桐 3:0 (1,8,4)
周粟欣 -- 任逸飞扬 3:1 (-12,8,8,6) 张宝月 -- 毛怡听 3:0 (9,8,4)
罗韦艺 -- 陈显畅 3:0 (2,8,10) 丁晨昕 -- 周怡瑞 3:2 (9,-10,-10,9,6)

杜家鸣 -- 许喻婷 3:1 (-11,4,6,8) 25.成都娇子一队 -- 26.武汉宏大队 3:1
19.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 20.河南·范县 3:2 杜林子 -- 王睿涓 0:3 (-7,-11,-7)

崔姿兰 -- 冯潘婷 2:3 (-3,9,-9,5,-5) 铁煜琰 -- 李昕 3:0 (4,6,7)
梁美娟 -- 申奥钰 0:3 (-6,-5,-10) 顾锦添 -- 时丽聪 3:1 (6,7,-9,10)

吕亦涵 -- 朱林 3:2 (-6,-5,7,9,9) 铁煜琰 -- 王睿涓 3:1 (6,-7,6,5)
崔姿兰 -- 申奥钰 3:1 (9,11,-4,11) 27.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 28.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1:3
梁美娟 -- 冯潘婷 3:2 (-10,9,8,-9,4) 车晓彤 -- 赵嘉欣 3:2 (-8,7,8,-9,7)

23.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 24.苏州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1:3 宋嘉珊 -- 闻悦彤 0:3 (-9,-5,-8)
赵奕涵 -- 周栩如 2:3 (7,-9,-6,9,-4) 汪宇 -- 郭一涵 0:3 (-4,-7,-4)
苑苑 -- 钱佳雯 3:1 (5,4,-9,7) 车晓彤 -- 闻悦彤 0:3 (-6,-7,-4)
张雪莹 -- 李昀泽 2:3 (-10,13,8,-6,-7) 21.内蒙古师范大学 -- 22.辽宁三队 3:2
苑苑 -- 周栩如 2:3 (7,-3,-6,9,-9) 乌云高娃 -- 王彦棋 0:3 (-8,-7,-9)

31.成都娇子二队 -- 32.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0:3 康晨冉 -- 解铭姝 1:3 (7,-9,-7,-8)

周怡瑞 -- 郑琴芳 1:3 (10,-6,-10,-8) 王佳楠 -- 徐儒叶 3:1 (10,10,-6,6)

胡语桐 -- 白思文 0:3 (-2,-4,-5) 乌云高娃 -- 解铭姝 3:1 (5,-9,8,9)

毛怡听 -- 陈仕洁 0:3 (-7,-6,-10) 康晨冉 -- 王彦棋 3:1 (-9,6,7,5)

女子团体第三次淘汰赛（33-64名）

第 41 页



1、 谢文天 替换 张  哲

2、 吴  一 替换 韩一宽

3、 删减 张晨阳

4、 增加 周子皓男子团体 河南·濮阳

变更通知

赛事组委会

2019年9月7日

男子团体 沈体世奥得

男子团体 浙江财经大学

男子团体 浙江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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