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决赛运动队名单

男子团体 女子团体

山东鲁能 山东鲁能

解放军二队 广西金嗓子

新疆大明矿业 浙 江

湖 北 江苏神鹰二队

江苏神鹰二队 解放军二队

辽 宁 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安 徽 广 东

山西省投资集团 四川二队



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预赛）

*小组前2名进入正赛，小组第3名进行第二阶段

2组 1 2 3 4 积分 计算 名次

1 汕头 3:0 3:1 3:0 6 1

2 上海青年 0:3 0:3 3:0 4 3

3 绵阳 1:3 3:0 3:0 5 2

4 山东淄博 0:3 0:3 0:3 3 4

3组 1 2 3 4 积分 计算 名次

1 武汉 1:3 3:0 2:3 4 3

2 北京二队 3:1 3:0 3:2 6 1

3 成都 0:3 0:3 1:3 3 4

4 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3:2 2:3 3:1 5 2

4组 1 2 3 4 5 积分 计算 名次

1 解放军二队 3:1 3:0 3:1 3:0 8 1

2 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1:3 3:0 3:1 3:0 7 2

3 上海二队 0:3 0:3 3:1 1:3 5 4

4 山东二队 1:3 1:3 1:3 1:3 4 5

5
5

江苏神鹰二队 0:3 0:3 3:1 3:1 6 3

男子团体预选赛 第一阶段 成绩

1组 1 2 3 4 积分 计算 名次

1 山东鲁能 3:1 3:0 3:0 6 1

2 广东二队 1:3 3:0 3:1 5 2

3 河南濮阳 0:3 0:3 0:3 3 4

4 四川二队 0:3 1:3 3:0 4 3



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预赛）

*小组前3名进入正赛

2组 1 2 3 4 积分 计算 名次

1
1

山西省投资集团二队 3:1 3:2 2:3 5 2

2
2

成都 1:3 3:0 2:3 4 3

3
3

山东淄博 2:3 0:3 1:3 3 4

4
4

上海青年 3:2 3:2 3:1 6 1

3组 1 2 3 4 积分 计算 名次

1
1

山东鲁能 3:2 3:2 3:2 6 1

2
2

北京二队 2:3 0:3 0:3 3 4

3
3

解放军二队 2:3 3:0 3:1 5 2

4
4

江苏神鹰二队 2:3 3:0 1:3 4 3

4组 1 2 3 4 5 积分 计算 名次

1
1

武汉 3:0 3:0 3:1 3:2 8 1

2
2

汕头 0:3 3:1 1:3 2:3 5 2 4

3
3

黑龙江二队 0:3 1:3 3:1 1:3 5 1 5

4
4

河北二队 1:3 3:1 1:3 3:2 6 2 2

5
5

绵阳 2:3 3:2 3:1 2:3 6 1 3

女子团体预选赛 第一阶段 成绩

1组 1 2 3 4 积分 计算 名次

1
1

四川二队 3:1 3:0 3:0 6 1

2
2

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1:3 3:0 3:0 5 2

3
3

郑州 0:3 0:3 1:3 3 4

4
4

湖北二队 0:3 0:3 3:1 4 3



男子团体 第一阶段 小组比分

1组 2组

1.山东鲁能 -- 4.四川二队 3:0 1.汕头 -- 4.山东淄博 3:0

孔令轩 -- 杨松灵 3:0 (7,5,3) 李柯磊 -- 程振凯★ 3:0 (6,6,5)

刘丁硕 -- 蔡顺航 3:0 (3,5,7) 谭若鹏 -- 王正成★ 3:0 (7,6,5)

全开源 -- 张浩楠● 3:0 (6,3,4) 林一森★ -- 张雨林 3:0 (8,3,2)

2.广东二队 -- 3.河南濮阳 3:0 2.上海青年 -- 3.绵阳 0:3

蔡德常 -- 史振国 3:0 (6,11,8) 李浏雨浓 -- 李 治● 2:3 (-6,-7,9,8,-6)

黄振原 -- 吕 智 3:2 (9,6,-4,-9,6) 李闻天 -- 蒲俊伟 2:3 (-8,-9,7,7,-7)

张 鑫 ★ -- 李佳鹏● 3:0 (7,3,5) 柳维海 -- 杨鑫洋 2:3 (12,-10,9,-10,-9)

1.山东鲁能 -- 3.河南濮阳 3:0 1.汕头 -- 3.绵阳 3:1

孔令轩 -- 史振国 3:0 (6,6,7) 李柯磊 -- 杨鑫洋 1:3 (-9,5,-4,-8)

刘丁硕 -- 吕 智 3:0 (3,6,5) 谭若鹏 -- 蒲俊伟 3:2 (8,5,-8,-6,5)

全开源 -- 赵铭阳 3:0 (1,1,7) 林一森★ -- 李 治● 3:1 (-6,5,6,4)

4.四川二队 -- 2.广东二队 1:3 李柯磊 -- 蒲俊伟 3:0 (8,13,9)

宋信科 -- 黄振原 0:3 (-6,-11,-8) 4.山东淄博 -- 2.上海青年 0:3

杨松灵 -- 蔡德常 1:3 (-6,-6,7,-5) 程振凯★ -- 李浏雨浓 0:3 (-4,-7,-5)

李宜峰 -- 吕冠潮 3:0 (2,7,7) 王正成★ -- 李闻天 0:3 (-5,-10,-9)

杨松灵 -- 黄振原 1:3 (-4,7,-6,-4) 王鑫尧● -- 柳维海 0:3 (-9,-9,-11)

1.山东鲁能 -- 2.广东二队 3:1 1.汕头 -- 2.上海青年 3:0

刘丁硕 -- 蔡德常 3:0 (4,9,2) 李柯磊 -- 徐望晗● 3:1 (11,-6,3,7)

孔令轩 -- 黄振原 1:3 (-9,-5,4,-6) 林一森★ -- 李浏雨浓 3:0 (6,11,7)

全开源 -- 范国宁 3:0 (6,9,8) 陈鑫铨 -- 何振羽 3:0 (3,4,9)

刘丁硕 -- 黄振原 3:2 (-7,10,8,-10,5) 3.绵阳 -- 4.山东淄博 3:0

3.河南濮阳 -- 4.四川二队 0:3 蒲俊伟 -- 王鑫尧● 3:0 (3,9,1)

史振国 -- 杨松灵 1:3 (-6,-7,4,-7) 张津瑞 -- 王正成★ 3:0 (9,6,6)

吕 智 -- 李宜峰 1:3 (6,-7,-7,-6) 李 治 ● -- 张雨林 3:0 (7,9,3)

赵铭阳 -- 张浩楠● 0:3 (-10,-7,-5)

3组 4组

1.武汉 -- 4.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2:3 1.解放军二队 -- 4.山东二队 3:1

熊梦阳 -- 牛 奋 3:2 (-11,7,-10,4,6) 赵钊彦 -- 刘润桁 3:0 (8,6,2)

陶育畅● -- 张雲喆 0:3 (-9,-6,-8) 刘寒风 -- 韩欣沅 0:3 (-5,-8,-7)

唐耀诚 -- 刘 东● 3:2 (-10,7,-6,6,7) 谢聪凡 -- 张 上 3:0 (6,10,12)

熊梦阳 -- 张雲喆 0:3 (-7,-6,-5) 赵钊彦 -- 韩欣沅 3:0 (8,3,8)

陶育畅● -- 牛 奋 2:3 (-7,-5,10,7,-9) 3.上海二队 -- 5.江苏神鹰二队 1:3

2.北京二队 -- 3.成都 3:0 孙 正 -- 万乔宇● 2:3 (-16,-6,10,9,-11)

杨英皓 -- 简宇昂 3:0 (5,4,3) 陈宇涛 -- 衡寅号○ 3:1 (5,-13,6,8)

纪佳乐○ -- 邓皓天 3:1 (1,-6,1,4) 沈喆嵩 -- 虞正阳 0:3 (-10,-5,-7)

曾蓓勋 -- 王炳森● 3:1 (4,-7,9,8) 陈宇涛 -- 万乔宇● 2:3 (3,9,-6,-10,-4)

1.武汉 -- 3.成都 3:0 4.山东二队 -- 5.江苏神鹰二队 1:3

陶育畅● -- 简宇昂 3:0 (4,7,10) 刘润桁 -- 虞正阳 0:3 (-6,-10,-7)

熊梦阳 -- 王炳森● 3:1 (10,4,-10,7) 韩欣沅 -- 万乔宇● 2:3 (4,-10,6,-8,-6)

唐耀诚 -- 乔俊峰 3:0 (8,8,6) 张 上 -- 衡寅号○ 3:1 (8,10,-6,3)

4.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 2.北京二队 2:3 韩欣沅 -- 虞正阳 2:3 (7,-5,5,-4,-7)

刘 东 ● -- 纪佳乐○ 1:3 (-12,8,-4,-3) 2.华东理工上 -- 3.上海二队 3:0

张雲喆 -- 杨英皓 3:2 (-4,8,7,-1,6) 费 卓 -- 陈宇涛 3:1 (-9,4,7,7)

牛 奋 -- 曾蓓勋 2:3 (9,-5,-1,9,-5) 于迪扬● -- 孙 正 3:1 (7,-6,6,5)

张雲喆 -- 纪佳乐○ 3:1 (-4,5,9,12) 刘家良 -- 沈喆嵩 3:1 (4,8,-9,6)

刘 东 ● -- 杨英皓 1:3 (-10,-1,7,-6) 1.解放军二队 -- 5.江苏神鹰二队 3:0

1.武汉 2.北京二队 1:3 谢聪凡 -- 虞正阳 3:0 (6,7,7)

熊梦阳 杨英皓 1:3 (10,-11,-9,-9) 赵钊彦 -- 万乔宇● 3:1 (9,10,-10,8)

陶育畅● 曾蓓勋 3:2 (-11,4,5,-5,6) 刘寒风 -- 陈尚玄 3:1 (3,-7,9,11)

唐耀诚 纪佳乐○ 2:3 (11,8,-7,-10,-9) 4.山东二队 -- 2.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1:3

陶育畅● 杨英皓 1:3 (-5,-9,5,-8) 刘润桁 -- 费 卓 3:1 (8,-6,7,7)

韩欣沅 -- 于迪扬● 2:3 (9,10,-8,-3,-10)



男子团体 第一阶段 小组比分

3组 4组

3.成都

王炳森●

4.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牛 奋 1:3

1:3

(-6,-9,5,-8)

张 上 --

韩欣沅 --

刘家良 1:3

费 卓 0:3

(-8,7,-4,-7)

(-10,-9,-7)

邓皓天 张雲喆 0:3 (-5,-4,-4) 1.解放军二队 -- 3.上海二队 3:0

简宇昂 李沛建 3:2 (6,-13,-10,5,6) 谢聪凡 -- 孙 正 3:0 (6,2,8)

王炳森● 张雲喆 1:3 (-7,-9,8,-1) 赵钊彦 -- 沈喆嵩 3:2 (4,-9,6,-9,13)

刘寒风 --

5.江苏神鹰二队 --

仲奕军○ 3:0

2.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7,4,6)

0:3

万乔宇● --

虞正阳 --

陈尚玄 --

费 卓 0:3

于迪扬● 1:3

刘家良 2:3

(-7,-8,-6)

(-4,11,-4,-14)

(-7,-6,4,16,-10)

1.解放军二队 --

赵钊彦 --

2.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费 卓 3:1

3:1

(12,9,-7,4)

谢聪凡 -- 刘家良 3:2 (8,-9,-6,6,8)

黄有政 -- 王少博 0:3 (-6,-8,-8)

谢聪凡 -- 费 卓 3:1 (9,7,-9,7)

3.上海二队 --

陈宇涛 --

4.山东二队

张 上 3:2

3:1

(8,5,-6,-6,6)

沈喆嵩 -- 韩欣沅 1:3 (5,-9,-10,-6)

仲奕军○ -- 刘润桁 3:1 (4,-9,6,6)

沈喆嵩 -- 张 上 3:0 (3,9,7)

女子团体 第一阶段 小组比分

1组 2组

1.四川二队 -- 4.湖北二队 3:0 1.山西省投资集团二队 -- 4.上海青年 2:3

杨蕙菁

袁 媛

--

--

胡悦妍 3:1

左 玥 3:2

(6,-9,8,8)

(8,9,-10,-8,6)

魏雅洁 --

梁家怡● --

林依阳★ 0:3

陈星羽○ 0:3

(-6,-6,-7)

(-8,-6,-9)

于依帆 -- 张梓煜★ 3:1 (4,1,-8,6) 刘洋洋 -- 易爱川 3:0 (4,4,6)

2.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 3.郑州 3:0 魏雅洁 -- 陈星羽○ 3:2 (8,-6,4,-5,7)

魏闻声 -- 田 源 3:1 (8,3,-9,3) 梁家怡● -- 林依阳★ 1:3 (-4,6,-8,-10)

王 姝

祁奋捷★

--

--

刘艺晴 3:0

李蔓婧 3:0

(4,5,7)

(5,7,3)

2.成都 --

杨悦媛○ --

3.山东淄博

陈香池 3:1

3:0

(7,-7,4,5)

1.四川二队 -- 3.郑州 3:0 李戎迪 -- 王珂欣 3:1 (-9,2,4,3)

袁 媛 -- 田 源 3:0 (9,7,12) 翟羽佳 -- 李聪奕● 3:2 (9,-8,10,-4,7)

杨蕙菁 -- 李蔓婧 3:1 (-9,2,2,4) 1.山西省投资集团二队 -- 3.山东淄博 3:2

于依帆

4.湖北二队

--

--

刘艺晴 3:1

2.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7,-4,4,7)

0:3

梁家怡● --

魏雅洁 --

陈香池 1:3

王珂欣 3:0

(14,-7,-5,-8)

(7,11,4)

张梓煜★ -- 王 姝 0:3 (-3,-2,-3) 刘洋洋 -- 李聪奕● 1:3 (5,-6,-7,-8)

左 玥 -- 魏闻声 0:3 (-9,-5,-9) 魏雅洁 -- 陈香池 3:0 (4,8,2)

胡悦妍 -- 祁奋捷★ 0:3 (-8,-7,-8) 梁家怡● -- 王珂欣 3:0 (6,7,9)

1.四川二队

袁 媛

--

--

2.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祁奋捷★ 3:2

3:1

(7,9,-4,-8,9)

4.上海青年 --

马小惠 --

2.成都

杨悦媛○ 1:3

3:2

(-7,9,-5,-9)

杨蕙菁 -- 王 姝 3:0 (6,2,3) 陈星羽○ -- 李戎迪 2:3 (-6,10,-7,8,-14)

于依帆 -- 魏闻声 0:3 (-7,-9,-8) 易爱川 -- 田 宸○ 3:0 (14,9,4)

杨蕙菁 -- 祁奋捷★ 3:2 (-9,-12,5,8,1) 陈星羽○ -- 杨悦媛○ 3:1 (9,-8,7,8)

3.郑州

刘艺晴

--

--

4.湖北二队

左 玥 0:3

1:3

(-3,-12,-7)

马小惠 --

1.山西省投资集团二队 --

李戎迪 3:1

2.成都

(-4,6,9,9)

3：1

田 源 -- 胡悦妍 0:3 (-7,-7,-7) 魏雅洁 -- 李戎迪 3:1 (-10,6,9,9)

李蔓婧 -- 郑 好● 3:2 (8,-9,4,-11,9) 梁家怡● -- 杨悦媛○ 1:3 (-9,10,-6,-7)

田 源 -- 左 玥 0:3 (-8,-3,-3) 赵承林 -- 翟羽佳 3:2 (-7,-7,8,4,5)

魏雅洁 --

3.山东淄博 --

杨悦媛○ 3:0

4.上海青年

(15,6,9)

1:3

李聪奕● -- 林依阳★ 0:3 (-6,-5,-8)

陈香池 -- 马小惠 3:2 (8,-6,8,-3,5)

王珂欣 -- 周雅婷● 1:3 (-1,-8,7,-9)

陈香池 -- 林依阳★ 1:3 (9,-10,-9,-4)



女子团体 第一阶段 小组比分

3组 4组

1.山东鲁能 -- 4.江苏神鹰二队 3:2 1.武汉 -- 4.河北二队 3:1

顾若辰 -- 钱天一 3:2 (8,-10,-11,5,4) 邓 桢 ○ -- 李雨琪 3:0 (4,6,8)

王添艺 -- 张缤月 2:3 (5,-2,5,-9,-7) 范姝涵 -- 马昕月 1:3 (6,-5,-9,-7)

朱家希 -- 蒋 慧 ○ 1:3 (2,-3,-3,-2) 李若桐 -- 王净歆 3:2 (7,-3,6,-9,9)

王添艺 -- 钱天一 3:2 (-8,8,-6,6,8) 邓 桢 ○ -- 马昕月 3:0 (11,10,7)

顾若辰 -- 张缤月 3:1 (9,-5,10,7) 3.黑龙江二队 -- 5.绵阳 1:3

2.北京二队 -- 3.解放军二队 0:3 杨桐桐 -- 冷雨桐 0:3 (-5,-7,-1)

张 钊 ★ -- 黄凡真 0:3 (-5,-4,-6) 崔妍迪 -- 邓曦林★ 3:2 (-5,7,-9,2,5)

张翔宇 -- 郭轩琪 1:3 (-6,-5,9,-4) 崔容赫● -- 纪竺君○ 0:3 (-8,-8,-3)

邵洛萱 -- 张宇和★ 0:3 (-6,-7,-10) 崔妍迪 -- 冷雨桐 2:3 (-6,-6,8,5,-7)

1.山东鲁能 -- 3.解放军二队 3:2 4.河北二队 -- 5.绵阳 3:2

顾若辰 -- 郭轩琪 3:2 (-12,-5,5,8,4) 马昕月 -- 纪竺君○ 3:0 (7,3,9)

王添艺 -- 黄凡真 1:3 (-4,9,-6,-4) 李雨琪 -- 冷雨桐 3:1 (6,5,-12,5)

朱家希 -- 张宇和★ 1:3 (-2,-5,9,-9) 王净歆 -- 邓曦林★ 2:3 (-7,-7,2,11,-2)

顾若辰 -- 黄凡真 3:1 (-6,3,9,5) 马昕月 -- 冷雨桐 1:3 (-6,14,-7,-8)

王添艺 -- 郭轩琪 3:1 (8,-11,5,6) 李雨琪 -- 纪竺君○ 3:1 (8,-6,6,7)

4.江苏神鹰二 -- 2.北京二队 3:0 2.汕头 -- 3.黑龙江二队 3:1

钱天一 -- 邵洛萱 3:0 (3,11,4) 彭诗诗 -- 杨桐桐 3:0 (8,6,2)

蒋 慧 ○ -- 张 钊 ★ 3:2 (6,8,-9,-4,6) 刘依婧○ -- 崔妍迪 1:3 (8,-6,-7,-3)

张缤月 -- 张翔宇 3:0 (8,6,4) 杨诗璐 -- 崔容赫● 3:1 (-6,5,8,8)

1.山东鲁能 -- 2.北京二队 3:2 彭诗诗 -- 崔妍迪 3:1 (6,7,-10,11)

王 畅 -- 张 钊 ★ 1:3 (9,-8,-3,-5) 1.武汉 -- 5.绵阳 3:2

王添艺 -- 张翔宇 3:1 (-9,7,11,4) 范姝涵 -- 纪竺君○ 3:0 (7,12,13)

顾若辰 -- 邵洛萱 3:0 (5,7,3) 邓 桢 ○ -- 冷雨桐 2:3 (-7,11,-6,7,-3)

王添艺 -- 张 钊 ★ 2:3 (7,-2,7,-8,-6) 李若桐 -- 邓曦林★ 3:0 (7,9,9)

王 畅 -- 张翔宇 3:0 (11,10,11) 范姝涵 -- 冷雨桐 0:3 (-7,-10,-12)

3.解放军二队 -- 4.江苏神鹰二队 3:1 邓 桢 ○ -- 纪竺君○ 3:2 (8,9,-9,-6,9)

黄凡真 -- 张缤月 3:0 (9,6,6) 4.河北二队 -- 2.汕头 3:1

张宇和★ -- 钱天一 3:1 (9,-6,5,8) 马昕月 -- 刘依婧○ 3:2 (6,3,-5,-5,5)

郭轩琪 -- 蒋 慧 ○ 2:3 (8,-6,8,-9,-1) 李雨琪 -- 彭诗诗 1:3 (-2,9,-9,-10)

黄凡真 -- 钱天一 3:1 (6,6,-5,9) 王净歆 -- 周静儿 3:1 (6,5,-5,3)

马昕月 -- 彭诗诗 3:1 (-6,14,1,11)

1.武汉 -- 3.黑龙江二队 3:0

范姝涵 -- 杨桐桐 3:1 (-9,8,10,1)

邓 桢 ○ -- 崔妍迪 3:1 (-10,7,14,6)

李若桐 -- 崔容赫● 3:1 (11,-9,11,9)

5.绵阳 -- 2.汕头 3:2

冷雨桐 -- 刘依婧○ 2:3 (-5,5,-4,11,-9)

邓曦林★ -- 彭诗诗 3:0 (9,10,5)

纪竺君○ -- 杨诗璐 2:3 (-7,-9,10,4,-8)

冷雨桐 -- 彭诗诗 3:1 (8,-8,13,8)

邓曦林★ -- 刘依婧○ 3:1 (-6,3,7,8)

1.武汉 -- 2.汕头 3:0

范姝涵 -- 周静儿 3:0 (9,4,6)

邓 桢 ○ -- 杨诗璐 3:1 (10,7,-8,7)

李若桐 -- 姚晓函● 3:1 (9,9,-10,8)

3.黑龙江二队 -- 4.河北二队 3:0

崔妍迪 -- 李雨琪 0:3 (-8,-6,-7)

崔容赫● -- 王净歆 3:1 (7,10,-8,8)

杨桐桐 -- 张斯淼● 3:1 (9,-6,7,8)

崔妍迪 -- 王净歆 3:2 (8,10,-9,-9,9)



2 3:0

3:0

2

3:0 3

0:3

3 0:3

四川二队

江苏神鹰二队

决9-10名

男子团体 第二阶段 比分

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预赛）

1
1

2 武汉

3

4
4 上海青年

1.江苏神鹰二队

陈尚玄

--

--

2.武汉

陶育畅● 3:0

3:0

(8,10,7)

万乔宇● -- 熊梦阳 3:0 (9,8,7)

衡寅号○ -- 硕 伦● 3:1 (8,6,-10,2)

3.四川二队

杨松灵

--

--

4.上海青年

李闻天 1:3

0:3

(-8,-9,11,-6)

李宜峰 -- 李浏雨浓 2:3 (-5,6,-12,5,-6)
张浩楠● -- 柳维海 2:3 (9,-8,-13,9,-10)

2.武汉 -- 3.四川二队 3:0

熊梦阳 -- 杨松灵 3:2 (6,5,-13,-9,7)

唐耀诚 -- 张浩楠● 3:1 (6,-6,6,9)
陶育畅● -- 蔡顺航 3:1 (-2,2,3,10)

决第11名

男子团体预选赛 第二阶段 成绩

男子团体 第二阶段 比分



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预赛）

*小组前4名进入第二阶段

B 组 1 2 3 4 5 6 积分 计算 名次

1

湖北 3:1 3:0 3:0 3:2 3:0 10 1

2

海南 1:3 3:0 3:1 1:3 3:1 8 3

3

青海 0:3 0:3 0:3 0:3 0:3 5 6

4

甘肃 0:3 1:3 3:0 1:3 3:0 7 4

5

汕头 2:3 3:1 3:0 3:1 3:1 9 2

6

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0:3 1:3 3:0 0:3 1:3 6 5

男子团体正赛 第一阶段 成绩

A 组 1 2 3 4 5 6 积分 计算 名次

1

辽宁 3:0 1:3 1:3 3:0 3:1 8 3

2

重庆 0:3 0:3 0:3 3:2 2:3 6 5

3

山西省投资集团 3:1 3:0 1:3 3:0 3:0 9 2

4

山东鲁能 3:1 3:0 3:1 3:0 3:1 10 1

5

绵阳 0:3 2:3 0:3 0:3 1:3 5 6

6

上海青年 1:3 3:2 0:3 1:3 3:1 7 4



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预赛）

*小组前4名进入第二阶段

D 组 1 2 3 4 5 6 积分 计算 名次

1

安徽 1:3 3:1 2:3 3:1 3:2 8 3,5/5 3

2

新疆大明矿业 3:1 3:0 3:2 0:3 3:0 9 1

3

内蒙古 1:3 0:3 0:3 0:3 0:3 5 6

4

北京二队 3:2 2:3 3:0 3:2 1:3 8 3,4/5 4

5

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1:3 3:0 3:0 2:3 1:3 7 5

6

江苏神鹰二队 2:3 0:3 3:0 3:1 3:1 8 3,5/4 2

男子团体正赛 第一阶段 成绩

C 组 1 2 3 4 5 6 积分 计算 名次

1

陕西 3:0 3:0 1:3 3:1 3:1 9 1 2

2

广西金嗓子 0:3 2:3 0:3 3:2 3:2 7 4 3

3

江西 0:3 3:2 0:3 0:3 0:3 6 6

4

解放军二队 3:1 3:0 3:0 2:3 3:1 9 2 1

5

广东二队 1:3 2:3 3:0 3:2 2:3 7 2 5

6

武汉 1:3 2:3 3:0 1:3 3:2 7 3 4



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预赛）

*小组前4名进入第二阶段

B 组 1 2 3 4 5 6 积分 计算 名次

1

湖南 3:0 3:0 3:1 3:1 0:3 9 2

2

江西 0:3 2:3 3:0 0:3 0:3 6 3,5/3 4

3

内蒙古 0:3 3:2 0:3 0:3 0:3 6 3,3/5 6

4

武汉 1:3 0:3 3:0 0:3 0:3 6 3,3/3 5

5

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1:3 3:0 3:0 3:0 0:3 8 3

6

江苏神鹰二队 3:0 3:0 3:0 3:0 3:0 10 1

女子团体正赛 第一阶段 成绩

A 组 1 2 3 4 5 6 积分 计算 名次

1

广东 3:0 3:1 0:3 0:3 3:0 8 3

2

安徽 0:3 2:3 0:3 0:3 3:0 6 5

3

陕西 1:3 3:2 1:3 1:3 3:0 7 4

4

山东鲁能 3:0 3:0 3:1 3:0 3:0 10 1

5

解放军二队 3:0 3:0 3:1 0:3 3:0 9 2

6

绵阳 0:3 0:3 0:3 0:3 0:3 5 6



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预赛）

*小组前4名进入第二阶段

D 组 1 2 3 4 5 6 积分 计算 名次

1

广西金嗓子 3:0 3:0 3:0 3:0 3:0 10 1

2

海南 0:3 3:1 1:3 1:3 0:3 6 5

3

重庆 0:3 1:3 1:3 0:3 0:3 5 6

4

上海青年 0:3 3:1 3:1 1:3 1:3 7 4

5

河北二队 0:3 3:1 3:0 3:1 3:0 9 2

6

成都 0:3 3:0 3:0 3:1 0:3 8 3

女子团体正赛 第一阶段 成绩

C 组 1 2 3 4 5 6 积分 计算 名次

1

浙江 3:0 3:0 3:1 3:0 3:0 10 1

2

吉林 0:3 0:3 0:3 0:3 2:3 5 6

3

甘肃 0:3 3:0 0:3 3:1 3:0 8 3

4

四川二队 1:3 3:0 3:0 3:0 3:0 9 2

5

山西省投资集团二队 0:3 3:0 1:3 0:3 3:0 7 4

6

湖北二队 0:3 3:2 0:3 0:3 0:3 6 5



男子团体 第一阶段 小组比分

A组 B组
1.辽宁 -- 3.山西省投资集团 1:3 1.湖北 -- 3.青海 3:0

徐海东● -- 贾 明 ○ 1:3 (-13,10,-8,-4) 薛 飞 ● -- 缪鑫宇 3:0 (3,5,5)

刘吉康 -- 陈岂良 1:3 (-9,-9,10,-9) 赵大明 -- 隋雨峰 3:0 (8,3,5)

杨 硕 -- 陈星辰 3:0 (4,7,6) 卫扬坤 -- 闫奂其 3:0 (5,6,5)

徐海东● -- 陈岂良 1:3 (-10,-7,4,-6) 6.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 5.汕头 1:3

6.上海青年 -- 5.绵阳 3:1 张雲喆 -- 林一森★ 3:0 (9,6,8)

李闻天 -- 杨鑫洋 3:1 (3,-7,8,8) 牛 奋 -- 李柯磊 1:3 (15,-6,-7,-9)

李浏雨浓 -- 蒲俊伟 1:3 (-8,-10,10,-11) 刘 东 ● -- 谭若鹏 1:3 (9,-4,-9,-9)

柳维海 -- 李 治 ● 3:2 (-8,-3,7,12,5) 张雲喆 -- 李柯磊 0:3 (-3,-11,-8)

李闻天 -- 蒲俊伟 3:0 (7,8,7) 2.海南 -- 4.甘肃 3:1

2.重庆 -- 4.山东鲁能 0:3 杜若飞 -- 董浩宇 3:0 (6,3,9)

彭一健 -- 孔令轩 0:3 (-4,-8,-5) 罗 铮 -- 田 灏 2:3 (-5,12,3,-7,-7)

齐梓旭 -- 全开源 0:3 (-3,-6,-9) 林诗栋 -- 彭 晟 3:1 (7,8,-9,11)

牛家乐● -- 李斌彬● 0:3 (-6,-10,-3) 杜若飞 -- 田 灏 3:0 (9,12,8)

1.辽宁 -- 5.绵阳 3:0 1.湖北 -- 5.汕头 3:2

杨 硕 -- 杨鑫洋 3:1 (8,4,-11,12) 薛 飞 ● -- 谭若鹏 3:1 (4,-8,6,6)

袁励岑 -- 蒲俊伟 3:2 (4,-11,-9,6,8) 华 北 -- 李柯磊 0:3 (-12,-8,-10)

刘吉康 -- 李 治 ● 3:1 (9,8,-10,9) 赵大明 -- 林一森★ 2:3 (-5,7,-11,14,-14)
3.山西省投资集团 -- 4.山东鲁能 1:3 薛 飞 ● -- 李柯磊 3:1 (6,-8,8,6)

陈岂良 -- 孔令轩 0:3 (-9,-8,-9) 华 北 -- 谭若鹏 3:2 (-6,10,8,-5,10)

贾 明 ○ -- 刘丁硕 3:0 (4,9,6) 3.青海 -- 4.甘肃 0:3

吴 迪 -- 全开源 0:3 (-8,-2,-10) 缪鑫宇 -- 田 灏 1:3 (-6,-3,9,-6)

陈岂良 -- 刘丁硕 0:3 (-9,-9,-9) 隋雨峰 -- 董浩宇 0:3 (-7,-7,-8)

6.上海青年 -- 2.重庆 3:2 刘双豪 -- 姜震宇 0:3 (-3,-4,-12)

李闻天 -- 牛家乐● 3:0 (6,7,8) 6.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 2.海南 1:3

李浏雨浓 -- 齐梓旭 0:3 (-9,-8,-11) 刘 东 ● -- 杜若飞 1:3 (9,-5,-4,-10)

柳维海 -- 彭一健 3:1 (5,10,-1,3) 张雲喆 -- 罗 铮 0:3 (-2,-10,-6)

李闻天 -- 齐梓旭 1:3 (-6,-9,8,-2) 牛 奋 -- 林诗栋 3:0 (6,3,8)

李浏雨浓 -- 牛家乐● 3:2 (5,7,-12,-6,7) 张雲喆 -- 杜若飞 1:3 (4,-9,-9,-7)

1.辽宁 -- 4.山东鲁能 1:3 1.湖北 -- 4.甘肃 3:0

徐海东● -- 孔令轩 3:2 (-5,6,-8,9,5) 华 北 -- 田 灏 3:0 (6,4,7)

杨 硕 -- 刘丁硕 0:3 (-9,-9,-4) 薛 飞 ● -- 董浩宇 3:1 (6,-6,4,7)

袁励岑 -- 全开源 1:3 (-6,-9,11,-11) 卫扬坤 -- 彭 晟 3:1 (6,13,-7,6)

徐海东● -- 刘丁硕 1:3 (-4,6,-7,-16) 5.汕头 -- 2.海南 3:1

5.绵阳 -- 2.重庆 2:3 李柯磊 -- 罗 铮 2:3 (-9,6,-7,7,-7)

李 治 ● -- 牛家乐● 3:0 (4,4,4) 谭若鹏 -- 杜若飞 3:0 (11,7,9)

张津瑞 -- 齐梓旭 1:3 (-10,-6,8,-4) 林一森★ -- 林诗栋 3:2 (10,-7,10,-7,9)

王 瀚 -- 魏志豪 1:3 (-7,-7,8,-7) 李柯磊 -- 杜若飞 3:1 (8,7,-9,7)

李 治 ● -- 齐梓旭 3:2 (-7,5,-8,6,4) 3.青海 -- 6.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0:3

张津瑞 -- 牛家乐● 2:3 (8,-6,12,-9,-8) 缪鑫宇 -- 张雲喆 1:3 (-5,5,-5,-8)
3.山西省投资集团 -- 6.上海青年 3:0 隋雨峰 -- 牛 奋 0:3 (-9,-4,-5)

贾 明 ○ -- 李闻天 3:0 (1,3,7) 闫奂其 -- 刘 东 ● 1:3 (-4,8,-9,-6)

陈岂良 -- 李浏雨浓 3:0 (5,8,5) 1.湖北 -- 2.海南 3:1

吴 迪 -- 柳维海 3:2 (3,3,-7,-10,11) 薛 飞 ● -- 林诗栋 3:0 (5,7,7)

1.辽宁 -- 2.重庆 3:0 华 北 -- 李元增 1:3 (3,-9,-9,-5)

刘吉康 -- 魏志豪 3:0 (4,5,6) 卫扬坤 -- 刘佳明● 3:0 (10,1,3)

房胤池 -- 齐梓旭 3:1 (10,8,-9,7) 薛 飞 ● -- 李元增 3:0 (8,7,9)

徐海东● -- 彭一健 3:1 (-10,5,5,4) 4.甘肃 -- 6.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3:0

4.山东鲁能 -- 6.上海青年 3:1 田 灏 -- 张雲喆 3:0 (10,7,6)

孔令轩 -- 李闻天 3:1 (4,3,-11,9) 董浩宇 -- 牛 奋 3:1 (-8,8,5,7)

全开源 -- 李浏雨浓 3:0 (3,6,5) 姜震宇 -- 刘 东 ● 3:1 (-9,12,7,4)

刘丁硕 -- 柳维海 2:3 (4,-11,5,-8,-10) 5.汕头 -- 3.青海 3:0

孔令轩 -- 李浏雨浓 3:0 (3,8,4) 李柯磊 -- 隋雨峰 3:0 (9,8,9)

5.绵阳 -- 3.山西省投资集团 0:3 谭若鹏 -- 缪鑫宇 3:0 (3,6,3)

蒲俊伟 -- 贾 明 ○ 2:3 (-6,4,-10,9,-8) 陈鑫铨 -- 刘 霖 ● 3:0 (3,4,9)

张津瑞 -- 陈岂良 1:3 (7,-2,-9,-2) 1.湖北 -- 6.河南民生药业二队 3:0

王 瀚 -- 吴 迪 0:3 (-7,-8,-4) 华 北 -- 李沛建 3:0 (4,7,6)

1.辽宁 -- 6.上海青年 3:1 卫扬坤 -- 张雲喆 3:2 (-11,5,-3,9,9)

刘吉康 -- 柳维海 3:0 (1,7,8) 赵大明 -- 韩承龙★ 3:0 (4,8,4)

徐海东● -- 李闻天 1:3 (-9,-11,5,-9) 2.海南 -- 3.青海 3:0

杨 硕 -- 何振羽 3:0 (3,6,2) 林诗栋 -- 缪鑫宇 3:1 (10,-9,9,8)

刘吉康 -- 李闻天 3:0 (9,9,5) 罗 铮 -- 隋雨峰 3:0 (4,4,8)

2.重庆 -- 3.山西省投资集团 0:3 杜若飞 -- 闫奂其 3:0 (5,5,6)

彭一健 -- 贾 明 ○ 1:3 (12,-5,-5,-7) 4.甘肃 -- 5.汕头 1:3

魏志豪 -- 吴 迪 0:3 (-4,-3,-6) 田 灏 -- 谭若鹏 1:3 (-10,9,-5,-4)

牛家乐● -- 陈岂良 0:3 (-5,-4,-9) 董浩宇 -- 李柯磊 1:3 (-6,6,-5,-9)

4.山东鲁能 -- 5.绵阳 3:0 彭 晟 -- 林一森★ 3:2 (10,-8,6,-11,4)

刘祺龙 -- 李 治 ● 3:0 (5,6,6) 田 灏 -- 李柯磊 0:3 (-12,-4,-10)

全开源 -- 张津瑞 3:1 (5,7,-11,15)
李斌彬● -- 王 瀚 3:0 (4,5,3)



C组
1.陕西 -- 3.江西 3:0
赛林威 -- 占文浩○ 3:0 (9,9,10)
廖泓然● -- 李志毅● 3:0 (8,4,9)
桂晨凯○ -- 潘逸阳 3:0 (5,10,8)
6.武汉 -- 5.广东二队 3:2
熊梦阳 -- 蔡德常 3:0 (8,6,7)
唐耀诚 -- 黄振原 1:3 (6,-5,-4,-6)
陶育畅● -- 张 鑫 ★ 3:1 (6,-9,6,9)
熊梦阳 -- 黄振原 0:3 (-10,-7,-6)
唐耀诚 -- 蔡德常 3:1 (9,9,-11,10)
2.广西金嗓子 -- 4.解放军二队 0:3
任博文 -- 谢聪凡 0:3 (-3,-11,-5)
柒嘉维● -- 赵钊彦 1:3 (7,-5,-7,-9)
黄子洪○ -- 刘寒风 1:3 (-10,6,-7,-9)
1.陕西 -- 5.广东二队 3:1
廖泓然● -- 黄振原 3:2 (9,-8,3,-9,6)
赛林威 -- 蔡德常 2:3 (9,-5,9,-10,-9)
桂晨凯○ -- 张 鑫 ★ 3:0 (3,5,2)
赛林威 -- 黄振原 3:0 (5,3,10)
3.江西 -- 4.解放军二队 0:3
占文浩○ -- 谢聪凡 0:3 (-10,-6,-4)
李志毅● -- 赵钊彦 0:3 (-3,-1,-8)
张文强● -- 刘寒风 0:3 (-7,-6,-5)
6.武汉 -- 2.广西金嗓子 2:3
熊梦阳 -- 柒嘉维● 3:2 (-10,-7,6,7,10)
陶育畅● -- 任博文 0:3 (-11,-2,-6)
唐耀诚 -- 王凯博 3:2 (-8,6,8,-6,9)
熊梦阳 -- 任博文 2:3 (9,11,-9,-8,-7)
陶育畅● -- 柒嘉维● 2:3 (-10,9,8,-8,-7)
1.陕西 -- 4.解放军二队 1:3
赛林威 -- 赵钊彦 3:0 (8,11,8)
廖泓然● -- 谢聪凡 1:3 (-7,8,-8,-11)
桂晨凯○ -- 刘寒风 0:3 (-7,-11,-9)
赛林威 -- 谢聪凡 1:3 (7,-7,-11,-8)
5.广东二队 -- 2.广西金嗓子 2:3
蔡德常 -- 柒嘉维● 1:3 (-2,6,-6,-10)
黄振原 -- 任博文 3:0 (8,8,9)
吕冠潮 -- 罗伟权● 3:1 (7,-7,4,7)
蔡德常 -- 任博文 0:3 (-5,-9,-6)
黄振原 -- 柒嘉维● 2:3 (10,-9,-10,12,-10)

3.江西 -- 6.武汉 0:3
占文浩○ -- 熊梦阳 1:3 (7,-10,-9,-9)
潘逸阳 -- 陶育畅● 1:3 (-9,12,-10,-8)
李志毅● -- 唐耀诚 2:3 (8,-6,5,-11,-12)
1.陕西 -- 2.广西金嗓子 3:0
赛林威 -- 柒嘉维● 3:0 (6,6,5)
廖泓然● -- 任博文 3:1 (3,-9,8,7)
桂晨凯○ -- 王凯博 3:2 (-15,-9,9,3,7)
4.解放军二队 -- 6.武汉 3:1
谢聪凡 -- 熊梦阳 0:3 (-13,-8,-6)
赵钊彦 -- 陶育畅● 3:1 (6,7,-4,3)
刘寒风 -- 硕 伦 ● 3:0 (4,7,5)
赵钊彦 -- 熊梦阳 3:0 (4,6,2)
5.广东二队 -- 3.江西 3:0
吕冠潮 -- 潘逸阳 3:1 (4,-4,9,9)
范国宁 -- 占文浩○ 3:0 (7,6,6)
张 鑫 ★ -- 李志毅● 3:2 (-5,-6,11,8,9)
1.陕西 -- 6.武汉 3:1
廖泓然● -- 熊梦阳 1:3 (-7,-11,9,-3)
赛林威 -- 唐耀诚 3:1 (5,8,-6,10)
桂晨凯○ -- 陶育畅● 3:0 (9,5,7)
赛林威 -- 熊梦阳 3:1 (-3,4,4,4)
2.广西金嗓子 -- 3.江西 2:3
柒嘉维● -- 李志毅● 0:3 (-7,-7,-8)
任博文 -- 占文浩○ 3:0 (5,7,7)
王凯博 -- 张文强● 3:0 (8,2,4)
任博文 -- 李志毅● 2:3 (4,-8,12,-6,-3)
柒嘉维● -- 占文浩○ 1:3 (-10,-7,8,-9)
4.解放军二队 -- 5.广东二队 2:3
谢聪凡 -- 黄振原 2:3 (-11,7,6,-6,-4)
赵钊彦 -- 吕冠潮 2:3 (-11,2,2,-5,-6)
刘寒风 -- 蔡德常 3:1 (5,-2,12,11)
赵钊彦 -- 黄振原 3:0 (6,8,5)
谢聪凡 -- 吕冠潮 2:3 (5,-13,6,-8,-9)

D组
1.安徽 -- 3.内蒙古 3:1
张超越 -- 张 弛 3:1 (8,-9,5,3)
潘 登 -- 李淏白 3:0 (9,5,3)
孙海岩 -- 梁恩泽 1:3 (-7,4,-5,-8)
张超越 -- 李淏白 3:0 (8,4,4)
6.江苏神鹰二队 -- 5.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3:1
万乔宇● -- 于迪扬● 3:1 (6,-9,4,7)
虞正阳 -- 费 卓 3:2 (4,-8,6,-7,7)
陈尚玄 -- 刘家良 1:3 (5,-10,-7,-9)
万乔宇● -- 费 卓 3:0 (8,5,7)
2.新疆大明矿业 -- 4.北京二队 3:2
王麒凯 -- 纪佳乐○ 0:3 (-6,-5,-9)
汪佳男 -- 杨英皓 1:3 (7,-9,-11,-7)
尹 航 -- 曾蓓勋 3:2 (-6,10,-8,9,6)
汪佳男 -- 纪佳乐○ 3:1 (4,-7,10,10)
王麒凯 -- 杨英皓 3:1 (-8,7,8,6)
1.安徽 -- 5.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3:1
张超越 -- 刘家良 1:3 (-6,-7,4,-7)
潘 登 -- 于迪扬● 3:2 (2,-6,-4,9,8)
把永博● -- 王少博 3:0 (9,9,7)
张超越 -- 于迪扬● 3:1 (6,-8,4,9)
3.内蒙古 -- 4.北京二队 0:3
张 弛 -- 杨英皓 0:3 (-6,-1,-6)
梁恩泽 -- 纪佳乐○ 1:3 (3,-10,-6,-5)
邹存昊● -- 曾蓓勋 0:3 (-6,-2,-4)
6.江苏神鹰二队 -- 2.新疆大明矿业 0:3
陈尚玄 -- 汪佳男 1:3 (-8,7,-5,-6)
衡寅号○ -- 尹 航 0:3 (-5,-9,-7)
王端祥 -- 王麒凯 0:3 (-5,-8,-4)
1.安徽 -- 4.北京二队 2:3
潘 登 -- 纪佳乐○ 1:3 (-11,-6,7,-8)
张超越 -- 杨英皓 3:1 (-11,7,9,9)
把永博● -- 曾蓓勋 1:3 (8,-5,-4,-8)
张超越 -- 纪佳乐○ 3:2 (-7,11,-5,10,7)
潘 登 -- 杨英皓 1:3 (-6,-2,12,-5)
5.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 2.新疆大明矿业 3:0
王少博 -- 汪佳男 3:1 (8,-10,7,7)
刘家良 -- 尹 航 3:1 (-12,6,12,8)
于迪扬● -- 石铭禹 3:0 (7,5,9)
3.内蒙古 -- 6.江苏神鹰二队 0:3
李淏白 -- 虞正阳 0:3 (-3,-8,-10)
张 弛 -- 万乔宇● 2:3 (8,-3,9,-4,-6)
兰 宇 -- 陈尚玄 1:3 (-7,4,-4,-6)
1.安徽 -- 2.新疆大明矿业 0:3
孙海岩 -- 汪佳男 0:3 (-5,-7,-8)
张超越 -- 尹 航 3:1 (8,-14,10,8)
王 鹏 -- 王麒凯 0:3 (-9,-9,-12)
张超越 -- 汪佳男 0:3 (-9,-9,-5)
4.北京二队 -- 6.江苏神鹰二队 1:3
杨英皓 -- 虞正阳 1:3 (-13,7,-6,-9)
纪佳乐○ -- 万乔宇● 3:1 (-9,7,5,4)
曾蓓勋 -- 陈尚玄 2:3 (7,8,-9,-7,-5)
纪佳乐○ -- 虞正阳 0:3 (-11,-2,-7)
5.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 3.内蒙古 3:0
刘家良 -- 梁恩泽 3:0 (5,6,9)
王少博 -- 李淏白 3:2 (12,-10,-10,1,9)
于迪扬● -- 邹存昊● 3:0 (3,4,3)
1.安徽 -- 6.江苏神鹰二队 3:2
张超越 -- 虞正阳 1:3 (-10,11,-5,-8)
潘 登 -- 万乔宇● 3:1 (3,-8,5,10)
把永博● -- 陈尚玄 2:3 (9,-6,9,-10,-7)
张超越 -- 万乔宇● 3:0 (5,6,7)
潘 登 -- 虞正阳 3:2 (-8,11,-6,6,8)
2.新疆大明矿业 -- 3.内蒙古 3:0
王麒凯 -- 张 弛 3:2 (7,-10,-12,5,8)
尹 航 -- 李淏白 3:0 (4,6,7)
汪佳男 -- 兰 宇 3:0 (6,9,2)
4.北京二队 -- 5.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3:2
杨英皓 -- 于迪扬● 2:3 (9,10,-5,-6,-10)
纪佳乐○ -- 王少博 2:3 (-13,8,-10,9,-9)
曾蓓勋 -- 刘家良 3:0 (13,9,9)
杨英皓 -- 王少博 3:2 (-8,6,-7,4,5)

纪佳乐○ -- 于迪扬● 3:0 (9,8,5)



女子团体 第一阶段 小组比分

A组 B组
1.广东 -- 3.陕西 3:1 1.湖南 -- 3.内蒙古 3:0

黄頴琦 -- 杨 胜 3:0 (5,8,11) 朱思冰★ -- 范雪妍 3:1 (-7,4,5,3)

张 迟 -- 孙嘉艺○ 3:2 (8,9,-12,-6,3) 赵 阁 ○ -- 刘泽辰 3:0 (8,4,3)

张美竹● -- 杨思彤 0:3 (-5,-11,-2) 胡熙梓 -- 刘竞予○ 3:1 (5,-9,10,6)

黄頴琦 -- 孙嘉艺○ 3:1 (8,-6,7,4) 6.江苏神鹰二队 -- 5.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3:0

6.绵阳 -- 5.解放军二队 0:3 张缤月 -- 魏闻声 3:0 (8,2,8)

纪竺君○ -- 黄凡真 1:3 (-6,-8,11,-5) 钱天一 -- 王 姝 3:0 (3,8,5)

冷雨桐 -- 张宇和★ 0:3 (-7,-4,-8) 蒋 慧 ○ -- 祁奋捷★ 3:1 (-8,6,5,8)

邓曦林★ -- 郭轩琪 2:3 (9,-9,3,-6,-5) 2.江西 -- 4.武汉 3:0

2.安徽 -- 4.山东鲁能 0:3 晏子怡○ -- 范姝涵 3:0 (9,3,7)

许 诺 -- 王添艺 0:3 (-4,-6,-6) 魏轶男 -- 邓 桢 3:0 (2,10,7)

姜安祺 -- 顾若辰 0:3 (-3,-5,-7) 姜佩伶 -- 李若桐 3:1 (-9,12,8,9)

王丽倩○ -- 王 畅 0:3 (-12,-10,-9) 1.湖南 -- 5.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3:1

1.广东 -- 5.解放军二队 0:3 朱思冰★ -- 王 姝 3:0 (8,3,11)

张 迟 -- 黄凡真 1:3 (-2,9,-6,-8) 赵 阁 ○ -- 魏闻声 3:0 (11,9,5)

黄頴琦 -- 张宇和★ 2:3 (-9,-10,5,10,-7) 胡熙梓 -- 祁奋捷★ 1:3 (-6,8,-1,-9)

杨采颖● -- 郭轩琪 2:3 (-8,10,-9,7,-7) 赵 阁 ○ -- 王 姝 3:2 (-8,8,-9,10,10)

3.陕西 -- 4.山东鲁能 1:3 3.内蒙古 -- 4.武汉 0:3

杨 胜 -- 王添艺 3:1 (5,9,-5,9) 范雪妍 -- 范姝涵 0:3 (-7,-9,-5)

孙嘉艺○ -- 顾若辰 0:3 (-4,-5,-8) 刘泽辰 -- 邓 桢 1:3 (-5,-1,7,-14)

李 凡 -- 王 畅 2:3 (-3,9,9,-9,-11) 刘竞予○ -- 李若桐 2:3 (9,-1,9,-4,-6)

杨 胜 -- 顾若辰 0:3 (-6,-3,-8) 6.江苏神鹰二队 -- 2.江西 3:0

6.绵阳 -- 2.安徽 0:3 张缤月 -- 晏子怡○ 3:0 (4,9,7)

冷雨桐 -- 姜安祺 0:3 (-9,-3,-11) 钱天一 -- 魏轶男 3:0 (4,1,4)

邓曦林★ -- 许 诺 0:3 (-7,-3,-3) 赵 尚 ○ -- 姜佩伶 3:0 (6,9,5)

纪竺君○ -- 王丽倩○ 1:3 (8,-2,-5,-4) 1.湖南 -- 4.武汉 3:1

1.广东 -- 4.山东鲁能 0:3 朱思冰★ -- 邓 桢 2:3 (-11,10,5,-9,-8)

黄頴琦 -- 朱家希 1:3 (-8,9,-15,-8) 赵 阁 ○ -- 范姝涵 3:0 (1,16,11)

张 迟 -- 顾若辰 1:3 (-4,-8,11,-4) 张潇予 -- 李若桐 3:1 (9,-6,11,3)

杨采颖● -- 王添艺 0:3 (-9,-3,-4) 赵 阁 ○ -- 邓 桢 3:2 (3,-6,5,-7,8)

5.解放军二队 -- 2.安徽 3:0 5.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 2.江西 3:0

张宇和★ -- 许 诺 3:0 (9,11,3) 王 姝 -- 魏轶男 3:1 (13,-8,5,6)

黄凡真 -- 姜安祺 3:2 (11,6,-9,-4,7) 魏闻声 -- 晏子怡○ 3:0 (7,4,7)

郭轩琪 -- 王丽倩○ 3:2 (6,-7,-8,7,5) 祁奋捷★ -- 姜佩伶 3:0 (4,5,8)

3.陕西 -- 6.绵阳 3:0 3.内蒙古 -- 6.江苏神鹰二队 0:3

孙嘉艺○ -- 邓曦林★ 3:1 (8,6,-9,6) 刘竞予○ -- 张缤月 0:3 (-5,-6,-6)

杨 胜 -- 冷雨桐 3:2 (-6,4,-7,3,7) 范雪妍 -- 钱天一 0:3 (-9,-3,-6)

杨思彤 -- 纪竺君○ 3:0 (10,3,5) 刘泽辰 -- 赵 尚 ○ 2:3 (13,-7,10,-6,-3)

1.广东 -- 2.安徽 3:0 1.湖南 -- 2.江西 3:0

黄頴琦 -- 姜安祺 3:0 (9,5,9) 朱思冰★ -- 魏轶男 3:0 (7,7,7)

张 迟 -- 许 诺 3:2 (-11,-9,9,9,5) 赵 阁 ○ -- 晏子怡○ 3:0 (7,12,9)

张美竹● -- 高雨晴 3:0 (10,7,11) 胡熙梓 -- 姜佩伶 3:1 (6,-9,6,5)

4.山东鲁能 -- 6.绵阳 3:0 4.武汉 -- 6.江苏神鹰二队 0:3

王添艺 -- 冷雨桐 3:0 (3,5,1) 范姝涵 -- 钱天一 0:3 (-7,-3,-5)

朱家希 -- 纪竺君○ 3:0 (4,8,3) 邓 桢 -- 张缤月 1:3 (-2,-9,11,-7)

王 畅 -- 邓曦林★ 3:0 (2,7,6) 李若桐 -- 赵 尚 ○ 0:3 (-10,-12,-9)

5.解放军二队 -- 3.陕西 3:1 5.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 3.内蒙古 3:0

黄凡真 -- 李 凡 3:0 (10,4,7) 王 姝 -- 范雪妍 3:1 (5,-9,8,5)

郭轩琪 -- 孙嘉艺○ 1:3 (6,-12,-11,-4) 魏闻声 -- 刘泽辰 3:1 (6,-9,7,5)

张宇和★ -- 杨 胜 3:1 (-5,8,3,6) 洪沁玥 -- 刘竞予○ 3:1 (8,-8,7,3)

黄凡真 -- 孙嘉艺○ 3:0 (4,5,8) 1.湖南 -- 6.江苏神鹰二队 0:3

1.广东 -- 6.绵阳 3:0 朱思冰★ -- 蒋 慧 ○ 0:3 (-7,-8,-6)

黄頴琦 -- 纪竺君○ 3:1 (-9,7,1,15) 赵 阁 ○ -- 钱天一 0:3 (-5,-4,-7)

张 迟 -- 冷雨桐 3:0 (7,8,7) 张潇予 -- 张缤月 0:3 (-11,-11,-6)

张美竹● -- 邓曦林★ 3:0 (7,8,9) 2.江西 -- 3.内蒙古 2:3

2.安徽 -- 3.陕西 2:3 魏轶男 -- 刘泽辰 3:2 (9,-7,10,-11,9)

姜安祺 -- 杨 胜 3:1 (-6,9,10,9) 晏子怡○ -- 范雪妍 2:3 (-7,14,6,-8,-5)

许 诺 -- 孙嘉艺○ 1:3 (-8,-4,5,-11) 姜佩伶 -- 刘竞予○ 2:3 (14,-7,-9,5,-13)

王丽倩○ -- 杨思彤 3:1 (-10,7,5,9) 魏轶男 -- 范雪妍 3:1 (-9,6,6,5)

许 诺 -- 杨 胜 1:3 (-7,6,-7,-3) 晏子怡○ -- 刘泽辰 1:3 (6,-5,-3,-9)

姜安祺 -- 孙嘉艺○ 2:3 (9,4,-8,-9,-6) 4.武汉 -- 5.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0:3

4.山东鲁能 -- 5.解放军二队 3:0 李若桐 -- 王 姝 0:3 (-7,-6,-4)

顾若辰 -- 张宇和★ 3:1 (10,-7,3,9) 范姝涵 -- 祁奋捷★ 2:3 (4,11,-10,-7,-7)

朱家希 -- 黄凡真 3:0 (8,10,3) 邓 桢 -- 魏闻声 0:3 (-4,-6,-7)

王添艺 -- 郭轩琪 3:1 (6,6,-6,5)



C组
1.浙江 -- 3.甘肃 3:0

王澜睿 -- 冯芯雪 3:0 (3,5,4)

吴洋晨● -- 任佳馨 3:0 (10,9,12)

郭奕宸★ -- 刘莎莎 3:0 (4,6,8)

6.湖北二队 -- 5.山西省投资集团二队 0:3

左 玥 -- 梁家怡● 0:3 (-9,-6,-6)

胡悦妍 -- 魏雅洁 2:3 (3,3,-11,-7,-7)

郑 好 ● -- 赵承林 2:3 (-7,4,10,-6,-4)

2.吉林 -- 4.四川二队 0:3

赵 含 -- 袁 媛 0:3 (-2,-5,-7)

林敬文○ -- 杨蕙菁 1:3 (-3,-3,9,-1)

姜 领 ○ -- 于依帆 0:3 (-3,-9,-8)

1.浙江 -- 5.山西省投资集团二队 3:0

王澜睿 -- 梁家怡● 3:2 (5,7,-9,-8,7)

吴洋晨● -- 魏雅洁 3:1 (-7,8,10,6)

郭奕宸★ -- 吕文轩○ 3:2 (9,-8,-11,5,9)

3.甘肃 -- 4.四川二队 0:3

冯芯雪 -- 袁 媛 1:3 (-3,8,-3,-6)

任佳馨 -- 李 响 ★ 0:3 (-9,-4,-7)

刘莎莎 -- 于依帆 1:3 (-7,8,-9,-6)

6.湖北二队 -- 2.吉林 3:2

张梓煜★ -- 姜 领 ○ 3:0 (5,11,6)

胡悦妍 -- 赵 含 2:3 (7,8,-8,-12,-8)

郑 好 ● -- 于韵白 1:3 (-9,-9,6,-10)

胡悦妍 -- 姜 领 ○ 3:0 (2,9,9)

张梓煜★ -- 赵 含 3:0 (7,4,7)

1.浙江 -- 4.四川二队 3:1

郭奕宸★ -- 李 响 ★ 3:1 (7,-9,7,8)

王澜睿 -- 袁 媛 3:0 (6,9,1)

吴洋晨● -- 杨蕙菁 0:3 (-5,-5,-5)

郭奕宸★ -- 袁 媛 3:1 (-6,4,6,7)
5.山西省投资集团二队 -- 2.吉林 3:0

魏雅洁 -- 林敬文○ 3:1 (9,3,-6,6)

梁家怡● -- 赵 含 3:1 (9,-9,8,6)

吕文轩○ -- 于韵白 3:1 (8,7,-8,3)

3.甘肃 -- 6.湖北二队 3:0

冯芯雪 -- 胡悦妍 3:2 (7,-8,11,-9,6)

任佳馨 -- 张梓煜★ 3:1 (5,-3,6,4)

刘莎莎 -- 郑 好 ● 3:1 (4,-5,7,10)

1.浙江 -- 2.吉林 3:0

吴洋晨● -- 赵 含 3:1 (-7,6,7,5)

王澜睿 -- 于韵白 3:0 (6,7,4)

缪 帆 ★ -- 林敬文○ 3:0 (5,6,6)

4.四川二队 -- 6.湖北二队 3:0

于依帆 -- 张梓煜★ 3:0 (8,6,7)

杨蕙菁 -- 郑 好 ● 3:0 (5,6,4)

李 响 ★ -- 胡悦妍 3:2 (6,-7,13,-6,9)
5.山西省投资集团二队 -- 3.甘肃 1:3

梁家怡● -- 冯芯雪 2:3 (6,6,-5,-5,-7)

魏雅洁 -- 任佳馨 3:1 (-5,9,7,6)

吕文轩○ -- 刘莎莎 2:3 (-7,-1,4,7,-4)

魏雅洁 -- 冯芯雪 1:3 (-7,-6,8,-8)

1.浙江 -- 6.湖北二队 3:0

吴洋晨● -- 张梓煜★ 3:0 (5,5,7)

许 诺 -- 郑 好 ● 3:0 (7,8,3)

郭奕宸★ -- 胡悦妍 3:2 (8,-4,-8,4,5)

2.吉林 -- 3.甘肃 0:3

林敬文○ -- 冯芯雪 0:3 (-3,-9,-7)

赵 含 -- 任佳馨 1:3 (-10,4,-7,-4)

于韵白 -- 邢瀚时○ 2:3 (-4,9,-9,9,-9)

4.四川二队 -- 5.山西省投资集团二队 3:0

袁 媛 -- 梁家怡● 3:1 (5,-9,6,6)

于依帆 -- 魏雅洁 3:0 (7,8,12)

李 响 ★ -- 赵承林 3:1 (-5,6,5,5)

D组
1.广西金嗓子 -- 3.重庆 3:0

郭心怡 -- 李迎迎 3:0 (6,5,9)

赵 琳 ○ -- 史依诺 3:0 (9,9,4)

蒋 桐 -- 曹 晰 ● 3:0 (8,5,9)

6.成都 -- 5.河北二队 0:3

李戎迪 -- 马昕月 0:3 (-8,-12,-7)

杨悦媛○ -- 李雨琪 2:3 (8,-5,-10,9,-11)

翟羽佳 -- 王净歆 2:3 (-10,-10,2,5,-2)

2.海南 -- 4.上海青年 1:3

张慧怡 -- 陈星羽○ 0:3 (-8,-7,-6)

谢俊秋○ -- 林依阳★ 1:3 (9,-6,-10,-6)

崔 畅 -- 马小惠 3:0 (3,8,9)

张慧怡 -- 林依阳★ 0:3 (-5,-9,-6)

1.广西金嗓子 -- 5.河北二队 3:0

赵 琳 ○ -- 李雨琪 3:1 (5,-9,5,9)

郭心怡 -- 马昕月 3:0 (2,9,12)

蒋 桐 -- 王净歆 3:0 (7,10,6)

3.重庆 -- 4.上海青年 1:3

曹 晰 ● -- 陈星羽○ 0:3 (-5,-11,-2)

李迎迎 -- 林依阳★ 0:3 (-8,-4,-7)

张崟渝 -- 易爱川 3:1 (9,-8,4,9)

曹 晰 ● -- 林依阳★ 0:3 (-7,-5,-2)

6.成都 -- 2.海南 3:0

李戎迪 -- 谢俊秋○ 3:1 (3,7,-14,9)

杨悦媛○ -- 张慧怡 3:1 (7,7,-11,11)

翟羽佳 -- 王伊凡○ 3:2 (3,-8,5,-14,4)

1.广西金嗓子 -- 4.上海青年 3:0

郭心怡 -- 陈星羽○ 3:0 (5,10,5)

赵 琳 ○ -- 易爱川 3:0 (4,4,2)

蒋 桐 -- 马小惠 3:0 (8,5,6)

5.河北二队 -- 2.海南 3:1

马昕月 -- 谢俊秋○ 3:1 (6,-9,5,6)

马昕月 -- 张慧怡 2:3 (-9,5,-6,9,-9)

李雨琪 -- 景绘羽 3:0 (6,8,8)

王净歆 -- 谢俊秋○ 3:2 (-7,5,6,-6,10)

3.重庆 -- 6.成都 0:3

史依诺● -- 李戎迪 0:3 (-4,-1,-8)

张崟渝 -- 杨悦媛○ 0:3 (-6,-4,-7)

曹 晰 ● -- 翟羽佳 2:3 (9,-7,-1,9,-8)

1.广西金嗓子 -- 2.海南 3:0

赵 琳 ○ -- 谢俊秋○ 3:0 (7,6,7)

郭心怡 -- 张慧怡 3:0 (5,7,9)

蒋 桐 -- 景绘羽 3:0 (2,3,7)

4.上海青年 -- 6.成都 1:3

林依阳★ -- 田 宸 ○ 3:0 (7,4,9)

陈星羽○ -- 杨悦媛○ 0:3 (-9,-6,-6)

马小惠 -- 李戎迪 0:3 (-7,-9,-6)

林依阳★ -- 杨悦媛○ 0:3 (-6,-6,-10)

5.河北二队 -- 3.重庆 3:0

马昕月 -- 李迎迎 3:0 (4,8,2)

李雨琪 -- 张崟渝 3:2 (11,5,-10,-10,8)

王净歆 -- 史依诺● 3:0 (10,4,6)

1.广西金嗓子 -- 6.成都 3:0

赵 琳 ○ -- 李戎迪 3:1 (-9,9,6,3)

郭心怡 -- 杨悦媛○ 3:0 (7,8,10)

蒋 桐 -- 田 宸 ○ 3:0 (6,4,7)

2.海南 -- 3.重庆 3:1

景绘羽 -- 李迎迎 3:0 (7,2,9)

张慧怡 -- 史依诺 3:1 (4,-17,7,4)

王伊凡○ -- 张崟渝 0:3 (0,0,0)

张慧怡 -- 李迎迎 3:0 (6,6,8)

4.上海青年 -- 5.河北二队 1:3

易爱川 -- 马昕月 0:3 (-4,-5,-9)

马小惠 -- 李雨琪 0:3 (-8,-10,-9)

林依阳★ -- 王净歆 3:0 (7,9,5)

易爱川 -- 李雨琪 0:3 (-8,-8,-10)



小组 2 vs 3 比 分

比 分小组 1 vs 4

男子团体正赛 第二阶段 成绩

1.山东鲁能 -- 2.北京二队 3:0
山东鲁能

3:0
山东鲁能

上海青年

0:3
解放军二队

新疆大明矿业

3:0
新疆大明矿业

武汉

0:3
湖 北

江苏神鹰二队

3:0
江苏神鹰二队

辽宁

3:0
辽宁

汕头

2:3
安徽

海南

0:3
山西省投资集团

1.江苏神鹰二队 -- 2.广西金嗓子 3:0

虞正阳 -- 柒嘉维● 3:0 (6,4,7)

万乔宇● -- 任博文 3:2 (-9,8,11,-7,4)

陈尚玄 -- 王凯博 3:0 (7,10,9)

3.辽宁 -- 4.陕西 3:2

刘吉康 -- 廖泓然● 3:2 (-8,-3,9,9,11)

徐海东● -- 赛林威 0:3 (-9,-8,-6)

杨 硕 -- 桂晨凯○ 0:3 (-4,-3,-4)

刘吉康 -- 赛林威 3:1 (8,5,-4,6)

徐海东● -- 廖泓然● 3:0 (7,6,7)

5.汕头 -- 6.安徽 2:3

谭若鹏 -- 张超越 2:3 (-9,7,7,-9,-9)

李柯磊 -- 潘 登 3:1 (-9,6,7,1)

林一森★ -- 王 鹏 3:0 (3,6,5)

李柯磊 -- 张超越 1:3 (-15,8,-8,-11)

谭若鹏 -- 潘 登 2:3 (-6,7,5,-8,-9)

7.海南 -- 8.山西省投资集团 0:3

杜若飞 -- 贾 明○ 1:3 (8,-7,-8,-5)

罗 铮 -- 陈岂良 2:3 (-4,-6,10,11,-5)

李元增 -- 吴 迪 0:3 (-8,-5,-11)

1

2 广西金嗓子

3

4 陕西

5

6 安徽

7

8 山西省投资集团

孔令轩 -- 杨英皓 3:0 (11,6,12)

刘丁硕 -- 纪佳乐○ 3:0 (3,8,2)

全开源

3.上海青年

--

--

曾蓓勋

4.解放军二队

3:1 (-6,5,6,10)

0:3

柳维海 -- 赵钊彦 1:3 (-7,-4,10,-4)

李闻天 -- 谢聪凡 0:3 (-6,-7,-10)

何振羽 -- 刘寒风 0:3 (-6,-6,-4)

5.新疆大明矿业 -- 6.甘肃 3:0

汪佳男 -- 董浩宇 3:0 (5,9,7)

尹 航 -- 田 灏 3:0 (7,7,6)

王麒凯

7.武汉

--

--

姜震宇

8.湖北

3:0 (7,3,8)

0:3

唐耀诚 -- 华 北 0:3 (-7,-5,-7)

陶育畅● -- 卫扬坤 2:3 (-9,-8,9,3,-4)

硕 伦● -- 赵大明 0:3 (-6,-4,-4)

1

2 北京二队

3

4 解放军二队

5

6 甘肃

7

8 湖北



比 分小组 1 vs 4

女子团体正赛 第二阶段 成绩

1

2

3

4 广西金嗓子

5

6 陕西

7

8 江苏神鹰二

队

1.山东鲁能 -- 2.山西省投资集团二队 3:0

顾若辰 -- 梁家怡● 3:0 (2,3,9)

朱家希 -- 魏雅洁 3:0 (6,6,5)

王添艺 -- 吕文轩○ 3:0 (8,7,8)

3.江西 -- 4.广西金嗓子 0:3

魏轶男 -- 郭心怡 0:3 (-8,-6,-7)

晏子怡○ -- 赵 琳○ 0:3 (-5,-6,-5)

姜佩伶 -- 蒋 桐 1:3 (-9,6,-7,-8)

5.浙江 -- 6.陕西 3:1

王澜睿 -- 孙嘉艺○ 2:3 (4,-5,-10,6,-7)

郭奕宸★ -- 杨 胜 3:2 (-8,-5,8,11,9)

吴洋晨● -- 杨思彤 3:0 (3,2,4)

郭奕宸★ -- 孙嘉艺○ 3:1 (4,8,-7,2)

7.上海青年 -- 8.江苏神鹰二队 0:3

易爱川 -- 蒋 慧○ 0:3 (-4,-7,-4)

林依阳★ -- 钱 天一 1:3 (-4,9,-7,-10)

马小惠 -- 张 缤月 0:3 (-4,-4,-3)

小组 2 vs 3 比 分

1.解放军二队 -- 2.甘肃 3:0

山东鲁能

3:0
山东鲁能

山西省投资集团二队

江西

0:3
广西金嗓子

浙江

3:1
浙 江

上海青年

0:3
江苏神鹰二队

湖南

0:3
广东

成都

0:3
四川二队

解放军二队

3:0
解放军二队

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3:0
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黄凡真 -- 冯芯雪 3:0 (9,7,7)

张宇和★ -- 任佳馨 3:0 (5,9,9)

郭轩琪 -- 刘莎莎 3:1 (4,-8,7,4)

3.华东理工上海中学 -- 4.河北二队 3:0

魏闻声 -- 马昕月 3:1 (7,8,-8,6)

王 姝 -- 李雨琪 3:0 (7,8,11)

祁奋捷★ -- 王净歆 3:0 (9,3,9)

5.湖南 -- 6.广东 0:3

朱思冰★ -- 黄頴琦 1:3 (-4,-14,14,-8)

赵 阁○ -- 张 迟 1:3 (-9,11,-7,-6)

张潇予 -- 张美竹● 0:3 (-4,-7,-3)

7.成都 -- 8.四川二队 0:3

李戎迪 -- 袁 媛 0:3 (-2,-6,-5)

杨悦媛○ -- 杨蕙菁 0:3 (-7,-6,-4)

翟羽佳 -- 于依帆 0:3 (-7,-10,-8)

1

2 甘肃

3

4 河北二队

5

6 广东

7

8 四川二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