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队名 名次 队名
第1名 天津市勤勤运动俱乐部 第1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第2名 青岛市乒乓球运动协会 第2名 宁波大学

第3名 辽源吉程公路有限公司 第3名 广东峰之雪

第4名 山西奥体二队 第4名 河北正定一中

第5名 固安众达 第5名 合肥西苑中学·够运动俱乐部

第6名 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第6名 福建省乒乓球队

第7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第7名 湖南队

第8名 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第8名 吉林大学

第9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第9名 Seamatster中乒院俱乐部

第10名 上海龙腾 第10名 上海体校曹燕华

第11名 湖南队 第11名 山东鲁能队

第12名 山东鲁能队 第12名 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第13名 山西奥体一队 第13名 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第14名 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第14名 华南理工大学香雪制药

第15名 南京东大智能 第15名 山东体彩

第16名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第16名 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第17名 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 第17名 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第18名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第18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第19名 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第19名 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第20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第20名 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第21名 湖北队 第21名 青岛嘉联体育

第22名 赛福特海南队 第22名 云南亚讯

第23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第23名 山西奥体队

第24名 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第24名 黑龙江

第25名 微山一中 第25名 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第26名 天津队 第26名 河北队

第27名 辽宁队 第27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第28名 上海体校曹燕华 第28名 八一队

第29名 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 第29名 沈阳师范大学

第30名 八一队 第30名 大连国球体育乒乓球俱乐部

第31名 深圳宝体榕汛队 第31名 河南民生药业

第32名 厦门市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第32名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总成绩

女子团体男子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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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队名 名次 队名
第1名 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第1名 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第2名 辽源吉程公路有限公司 第2名 合肥西苑中学·够运动俱乐部

第3名 山西奥体二队 第3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第4名 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第4名 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第5名 固安众达 第5名 福建省乒乓球队

第6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第6名 湖南队

第7名 湖南队 第7名 上海体校曹燕华

第8名 山西奥体一队 第8名 华南理工大学香雪制药

第9名 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第9名 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第10名 湖北队 第10名 黑龙江

第11名 微山一中 第11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第12名 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第12名 山西奥体队

第13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第13名 青岛嘉联体育

第14名 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 第14名 八一队

第15名 深圳宝体榕汛队 第15名 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第16名 厦门市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第16名 云南亚讯

名次 队名 名次 队名
第1名 青岛市乒乓球运动协会 第1名 吉林大学

第2名 天津市勤勤运动俱乐部 第2名 宁波大学

第3名 山东鲁能队 第3名 Seamatster中乒院俱乐部

第4名 上海龙腾 第4名 河北正定一中

第5名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第5名 广东峰之雪

第6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第6名 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第7名 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第7名 山东鲁能队

第8名 南京东大智能 第8名 山东体彩

第9名 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 第9名 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第10名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第10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第11名 天津队 第11名 河南民生药业

第12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第12名 大连国球体育乒乓球俱乐部

第13名 赛福特海南队 第13名 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第14名 辽宁队 第14名 沈阳师范大学

第15名 上海体校曹燕华 第15名 河北队

第16名 八一队 第16名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第一次淘汰赛和附加赛成绩

男子团体（A组） 女子团体（A组）

男子团体（B组） 女子团体（B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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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队名 名次 队名
第1名 天津市勤勤运动俱乐部 第1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第2名 固安众达 第2名 合肥西苑中学·够运动俱乐部

第3名 青岛市乒乓球运动协会 第3名 宁波大学

第4名 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第4名 广东峰之雪

第5名 辽源吉程公路有限公司 第5名 Seamatster中乒院俱乐部

第6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第6名 福建省乒乓球队

第7名 山西奥体二队 第7名 上海体校曹燕华

第8名 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第8名 山东鲁能队

第9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第9名 河北正定一中

第10名 上海龙腾 第10名 湖南队

第11名 湖南队 第11名 吉林大学

第12名 山东鲁能队 第12名 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第13名 山西奥体一队 第13名 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第14名 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第14名 华南理工大学香雪制药

第15名 南京东大智能 第15名 山东体彩

第16名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第16名 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名次 队名 名次 队名
第17名 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 第17名 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第18名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第18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第19名 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第19名 八一队

第20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第20名 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第21名 湖北队 第21名 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第22名 赛福特海南队 第22名 黑龙江

第23名 微山一中 第23名 青岛嘉联体育

第24名 天津队 第24名 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第25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第25名 云南亚讯

第26名 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第26名 河北队

第27名 辽宁队 第27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第28名 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 第28名 沈阳师范大学

第29名 上海体校曹燕华 第29名 山西奥体队

第30名 八一队 第30名 大连国球体育乒乓球俱乐部

第31名 深圳宝体榕汛队 第31名 河南民生药业

第32名 厦门市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第32名 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第二次淘汰赛和附加赛成绩

男子团体（1-16名） 女子团体（1-16名）

男子团体（17-32名） 女子团体（17-3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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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队名 名次 队名
天津市勤勤运动俱乐部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辽源吉程公路有限公司 广东峰之雪

青岛市乒乓球运动协会 宁波大学

山西奥体二队 河北正定一中

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湖南队

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福建省乒乓球队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吉林大学

固安众达 合肥西苑中学·够运动俱乐部

南京东大智能 山东鲁能队

上海龙腾 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山东鲁能队 华南理工大学香雪制药

山西奥体一队 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Seamatster中乒院俱乐部

湖南队 上海体校曹燕华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山东体彩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名次 队名 名次 队名
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 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青岛嘉联体育

赛福特海南队 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山西奥体队

湖北队 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云南亚讯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微山一中 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上海体校曹燕华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辽宁队 河北队

天津队 黑龙江

深圳宝体榕汛队 大连国球体育乒乓球俱乐部

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 沈阳师范大学

八一队 八一队

厦门市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河南民生药业

第三次淘汰赛和附加赛成绩

男子团体（决前四名） 女子团体（决前四名）

男子团体（决后四名） 女子团体（决后四名）

并列
第1名

并列
第5名

并列
第9名

并列
第1名

并列
第5名

并列
第9名

并列
第17名

并列
第25名

并列
第29名

并列
第17名

并列
第25名

并列
第2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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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宝体榕汛队

固安众达

9

10

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11

12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湖南队

厦门市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3

4

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山西奥体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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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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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0 5

3:0 3:2 

7 6 8 5

1:3 

7 8

10 7 6 15 3 8 5 1

2 14 11 4 9 13 12 16

10 3:1 9

10 2:3 11 9 0:3 12

2:3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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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3:1 13

1:3 0:3 

14 15 13 16

0:3 

15 16

男子团体第一次淘汰赛和附加赛（B组）

13

14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辽宁队

5

6

山东鲁能队

天津队

7

8

赛福特海南队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

2

青岛市乒乓球运动协会

15

16

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

天津市勤勤运动俱乐部

9

10

南京东大智能

上海体校曹燕华

11

12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上海龙腾

八一队

3

4

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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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 3:0 1

2 2:3 3 4 3:0 1

2:3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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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3 6

3:1 1:3 

7 5 6 8

0:3 

7 8

2 7 15 3 13 9 16 8

14 10 5 12 4 6 1 11

10 3:1 9

10 0:3 12 9 1:3 11

3:0 

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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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3:1 13

2:3 2:3 

14 15 13 16

0:3 

15 16

山西奥体二队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湖南队

青岛市乒乓球运动协会

男子团体第二次淘汰赛和附加赛（1-16名）

13

14

5

6

7

8

1

2

3

4

15

16

9

10

11

12

1:3 1:3 3:0 

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固安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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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龙腾

山东鲁能队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山西奥体一队

天津市勤勤运动俱乐部

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南京东大智能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辽源吉程公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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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0 1

2 0:3 4 3 3:1 1

3:0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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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0 5

3:2 2:3 

7 6 5 8

2:3 

7 8

7 2 6 12 5 9 1 16

15 10 14 4 13 3 11 8

10 3:0 9

10 1:3 12 9 2:3 11

3:0 

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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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3:0 13

3:2 2:3 

15 14 13 16

1:3 

15 16

天津队

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

厦门市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

男子团体第二次淘汰赛和附加赛（17-32名）

13

14

5

6

7

8

1

2

3

4

15

16

9

10

11

12

0:3 3:0 2:3 

八一队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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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微山一中

辽宁队

深圳宝体榕汛队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上海体校曹燕华

赛福特海南队

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湖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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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

3:1 1

2:3 
4

3:0 5

3:2 
5

1:3 
8

3:2 9

3:0 9

0:3 
12

3:0 13

3:2 
13

1:3 
16

南京东大智能

上海龙腾

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青岛市乒乓球运动协会

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湖南队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山西奥体二队

男子团体第三次淘汰赛和附加赛（决前四名）

13

14

5

6

7

8

1

2

3

4

辽源吉程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鲁能队

山西奥体一队

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天津市勤勤运动俱乐部

15

16

9

10

11

12

固安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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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0 

2 1:3 

3:0 
4

6 3:0 

1:3 
6

1:3 
7

10 3:0 

10 2:3 

0:3 
11

13 2:3 

3:0 
15

0:3 
15

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

深圳宝体榕汛队

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微山一中

男子团体第三次淘汰赛和附加赛（决后四名）

13

14

5

6

7

8

1

2

天津队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辽宁队

湖北队

赛福特海南队

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

八一队

3

4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15

16

9

10

11

12

上海体校曹燕华

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厦门市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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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福建省乒乓球队 -- 2.云南亚讯 3:0
沈思昉 -- 郭琳 3:2 (7,4,-5,-10,9)
李仁思佳 -- 陈萧竹 3:2 (5,-2,4,-10,7)
吴沁怡 -- 张鸣 3:0 (3,6,6)

3.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 4.合肥西苑中学·够运动俱乐部 0:3
李雯茜 -- 祁蓉 1:3 (-5,-3,7,-10)
任佳馨 -- 赵岩 0:3 (-8,-5,-5)
邵洛萱 -- 李莹 1:3 (6,-4,-1,-7)

5.华南理工大学香雪制药 -- 6.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3:2
姚晗 -- 杨诗璐 3:0 (4,9,7)
周莉媛 -- 詹利平 2:3 (-6,-4,7,10,-7)
赵文钰 -- 彭诗诗 2:3 (8,-5,8,-5,-9)
姚晗 -- 詹利平 3:0 (13,10,7)
周莉媛 -- 杨诗璐 3:2 (14,4,-9,-7,12)

7.八一队 -- 8.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0:3
王韵涵 -- 魏闻声 0:3 (-9,-3,-7)
张宇和 -- 祁奋捷 0:3 (-9,-6,-8)
赵逸飞 -- 迟歌 1:3 (-11,5,-4,-6)

9.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 10.黑龙江 3:1
杨胜 -- 吕彤 3:1 (8,10,-17,6)
左玥 -- 李幼芃 2:3 (-8,8,-9,7,-4)
宋骄怡 -- 廉圣楠 3:0 (8,8,4)
左玥 -- 吕彤 3:0 (8,10,9)

11.湖南队 -- 12.青岛嘉联体育 3:1
朱思冰 -- 侯琳 2:3 (-9,2,2,-8,-12)
胡熙梓 -- 牛洋 3:0 (9,8,7)
张潇予 -- 李安琪 3:2 (-7,-10,5,8,11)
朱思冰 -- 牛洋 3:0 (2,4,8)

13.上海体校曹燕华 -- 14.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3:1
陈明佳 -- 朱玲慧 3:2 (-11,7,7,-5,6)
张誉文 -- 王一凡 1:3 (3,-7,-5,-10)
杨霁雯 -- 缪帆 3:0 (9,3,6)
陈明佳 -- 王一凡 3:2 (-5,11,-9,5,12)

15.山西奥体队 -- 16.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2:3
胡家荣 -- 王圣迪 3:1 (6,7,-5,10)
尹怡田 -- 王昆 1:3 (-7,-6,9,-4)
梁家怡 -- 杨悦媛 2:3 (7,8,-4,-11,-11)
胡家荣 -- 王昆 3:2 (-2,-7,11,8,9)
尹怡田 -- 王圣迪 0:3 (-7,-2,-9)

2.云南亚讯 -- 3.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2:3
郭琳 -- 任佳馨 3:1 (10,7,-5,10)
陈萧竹 -- 李雯茜 1:3 (8,-9,-7,-9)
马天玥 -- 邵洛萱 0:3 (-7,-9,-9)
郭琳 -- 李雯茜 3:1 (8,-10,11,7)
陈萧竹 -- 任佳馨 1:3 (-9,-5,9,-7)

6.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7.八一队 3:0
詹利平 -- 赵逸飞 3:0 (8,5,6)
杨诗璐 -- 张宇和 3:1 (-7,7,7,4)
彭诗诗 -- 王韵涵 3:0 (7,9,2)

10.黑龙江 -- 12.青岛嘉联体育 3:2
吕彤 -- 牛洋 3:1 (11,-8,3,4)

女子团体第一次淘汰赛和附加赛详细成绩（A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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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幼芃 -- 侯琳 1:3 (-11,7,-6,-8)
廉圣楠 -- 李安琪 0:3 (-6,-11,-8)
吕彤 -- 侯琳 3:2 (6,-3,6,-4,3)
李幼芃 -- 牛洋 3:2 (-9,8,8,-9,5)

14.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 15.山西奥体队 2:3
朱玲慧 -- 胡家荣 3:1 (10,8,-12,9)
王一凡 -- 梁家怡 3:2 (1,-11,-6,10,11)
许诺 -- 尹怡田 0:3 (-3,-9,-7)
王一凡 -- 胡家荣 1:3 (8,-11,-9,-9)
朱玲慧 -- 梁家怡 0:3 (-5,-13,-10)

1.福建省乒乓球队 -- 4.合肥西苑中学·够运动俱乐部 0:3
沈思昉 -- 赵岩 2:3 (-4,10,7,-5,-10)
李仁思佳 -- 祁蓉 2:3 (-14,8,-5,8,-10)
吴沁怡 -- 李莹 0:3 (-9,-6,-9)

5.华南理工大学香雪制药 -- 8.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2:3
姚晗 -- 祁奋捷 3:2 (-9,-3,6,10,8)
赵文钰 -- 魏闻声 0:3 (-9,-8,-8)
刘泓辛 -- 迟歌 1:3 (7,-6,-8,-6)
姚晗 -- 魏闻声 3:1 (9,6,-6,9)
赵文钰 -- 祁奋捷 0:3 (-6,-6,-1)

9.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 11.湖南队 3:2
杨胜 -- 胡熙梓 3:1 (4,-9,5,13)
宋骄怡 -- 朱思冰 0:3 (-9,-4,-5)
左玥 -- 张潇予 3:2 (-8,-10,3,4,10)
杨胜 -- 朱思冰 0:3 (-7,-11,-6)
宋骄怡 -- 胡熙梓 3:2 (-8,7,-11,3,11)

13.上海体校曹燕华 -- 16.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1:3
陈星羽 -- 杨悦媛 1:3 (7,-9,-7,-11)
杨霁雯 -- 王昆 3:1 (11,9,-9,9)
张誉文 -- 王圣迪 1:3 (-8,10,-9,-1)
杨霁雯 -- 杨悦媛 0:3 (-8,-12,-8)

2.云南亚讯 -- 7.八一队 1:3
陈萧竹 -- 张宇和 0:3 (-6,-6,-7)
郭琳 -- 王韵涵 3:0 (6,3,5)
马天玥 -- 赵逸飞 2:3 (14,6,-9,-5,-7)
郭琳 -- 张宇和 1:3 (4,-9,-9,-6)

12.青岛嘉联体育 -- 14.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3:1
牛洋 -- 王一凡 1:3 (-4,-3,16,-7)
侯琳 -- 许诺 3:0 (9,3,6)
李安琪 -- 缪帆 3:1 (8,9,-8,9)
侯琳 -- 王一凡 3:0 (4,10,8)

3.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 6.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3:0
任佳馨 -- 詹利平 3:2 (-9,-7,11,4,5)
李雯茜 -- 杨诗璐 3:1 (6,-8,5,4)
邵洛萱 -- 周静儿 3:0 (6,4,9)

10.黑龙江 -- 15.山西奥体队 3:1
李幼芃 -- 胡家荣 1:3 (5,-6,-9,-9)
吕彤 -- 尹怡田 3:2 (5,-5,9,-5,9)
廉圣楠 -- 梁家怡 3:1 (-3,5,8,7)
吕彤 -- 胡家荣 3:0 (9,4,1)

1.福建省乒乓球队 -- 5.华南理工大学香雪制药 3:0
李仁思佳 -- 刘泓辛 3:0 (4,4,8)
沈思昉 -- 周莉媛 3:0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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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沁怡 -- 赵文钰 3:2 (4,11,-8,-12,7)

11.湖南队 -- 13.上海体校曹燕华 3:1
胡熙梓 -- 陈星羽 3:2 (-8,8,-4,7,9)
朱思冰 -- 张誉文 3:1 (10,-12,4,2)
刘仕铭 -- 杨霁雯 1:3 (-5,10,-6,-8)
朱思冰 -- 陈星羽 3:0 (9,2,6)

4.合肥西苑中学·够运动俱乐部 -- 8.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3:2
祁蓉 -- 魏闻声 1:3 (-9,5,-9,-7)
赵岩 -- 迟歌 3:1 (6,9,-13,6)
李莹 -- 祁奋捷 1:3 (5,-8,-3,-9)
赵岩 -- 魏闻声 3:0 (10,4,12)
祁蓉 -- 迟歌 3:1 (9,-10,10,4)

9.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 16.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0:3
左玥 -- 杨悦媛 1:3 (-6,8,-9,-3)
杨思彤 -- 王昆 1:3 (-3,3,-7,-6)
宋骄怡 -- 王圣迪 0:3 (-4,-6,-8)

2.云南亚讯 -- 14.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1:3
陈萧竹 -- 缪帆 0:3 (-4,-5,-5)
罗悦 -- 许诺 0:3 (-4,-4,-5)
郭琳 -- 朱玲慧 3:0 (5,10,3)
罗悦 -- 缪帆 0:3 (-6,-3,-5)

7.八一队 -- 12.青岛嘉联体育 2:3
张宇和 -- 李安琪 3:1 (-8,8,6,7)
赵逸飞 -- 牛洋 2:3 (-4,9,-4,9,-9)
王韵涵 -- 山雨轩 3:0 (2,2,2)
赵逸飞 -- 李安琪 2:3 (-10,9,5,-7,-5)
张宇和 -- 牛洋 0:3 (-9,-5,-12)

6.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15.山西奥体队 3:1
杨诗璐 -- 胡家荣 3:2 (6,7,-6,-10,11)
彭诗诗 -- 尹怡田 3:1 (-7,5,9,7)
周静儿 -- 梁家怡 0:3 (-9,-3,-10)
彭诗诗 -- 胡家荣 3:2 (-9,10,7,-9,7)

3.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 10.黑龙江 3:1
李雯茜 -- 李嘉睿 3:0 (3,8,6)
任佳馨 -- 吕彤 3:0 (10,8,8)
邵洛萱 -- 廉圣楠 1:3 (-5,6,-8,-5)
李雯茜 -- 吕彤 3:0 (7,4,6)

5.华南理工大学香雪制药 -- 13.上海体校曹燕华 0:3
周莉媛 -- 陈明佳 2:3 (-11,7,5,-9,-9)
赵文钰 -- 张誉文 2:3 (-3,8,-9,7,-6)
刘泓辛 -- 陈星羽 0:3 (-7,-9,-3)

1.福建省乒乓球队 -- 11.湖南队 3:0
李仁思佳 -- 张潇予 3:0 (4,6,8)
沈思昉 -- 刘仕铭 3:0 (9,7,3)
黄钧宁 -- 胡熙梓 3:2 (-7,9,-8,6,6)

8.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 9.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3:2
魏闻声 -- 左玥 0:3 (-4,-9,-7)
祁奋捷 -- 杨胜 3:0 (3,4,12)
迟歌 -- 杨思彤 2:3 (3,-8,5,-9,-9)
魏闻声 -- 杨胜 3:2 (3,-10,-10,5,5)
祁奋捷 -- 左玥 3:2 (-4,-8,7,8,11)

4.合肥西苑中学·够运动俱乐部 -- 16.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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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星楠 -- 杨悦媛 0:3 (-4,-1,-4)
朱灵玉 -- 王圣迪 0:3 (-5,-2,-4)
李莹 -- 李硕 0:3 (-8,-8,-4)

1.广东峰之雪 -- 2.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3:2
张迟 -- 金子衍 3:0 (5,6,8)
黄頴琦 -- 洪沁玥 3:0 (5,5,8)
张美竹 -- 章静珩 0:3 (-9,-5,-7)
黄頴琦 -- 金子衍 1:3 (-8,10,-7,-9)
张迟 -- 洪沁玥 3:1 (7,-7,9,8)

3.河北队 -- 4.Seamatster中乒院俱乐部 0:3
李雨琪 -- 高天 2:3 (10,-11,-16,7,-9)
马昕月 -- 黄丁若 0:3 (-14,-9,-9)
王聪聪 -- 顾翎铃 0:3 (-3,-7,-8)

5.吉林大学 -- 6.沈阳师范大学 3:0
王澜睿 -- 张晓简 3:0 (6,4,6)
李若茜 -- 王宁萱 3:2 (-5,6,-6,2,8)
张捷羚 -- 孙源 3:2 (8,-5,-12,11,4)

7.大连国球体育乒乓球俱乐部 -- 8.山东鲁能队 1:3
高源 -- 永尾尧子 1:3 (5,-8,-7,-8)
刘婷 -- 马菀含 3:2 (-7,1,9,-12,8)
陈欣 -- 辛成琳 1:3 (-8,3,-10,-5)
高源 -- 马菀含 2:3 (-8,9,6,-7,-6)

9.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 10.河北正定一中 2:3
高钧怡 -- 宁静 2:3 (-9,5,-9,8,-6)
郭心怡 -- 张紫巍 3:2 (4,-8,4,-8,3)
蒋桐 -- 代恬 1:3 (5,-4,-7,-9)
郭心怡 -- 宁静 3:1 (6,5,-11,6)
高钧怡 -- 张紫巍 0:3 (-8,-2,-7)

11.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 12.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0:3
曾木子 -- 杨晶旭 2:3 (8,10,-6,-5,-5)
胡悦妍 -- 戴佳 0:3 (-8,-6,-1)
程茜 -- 谢心悦 1:3 (-9,9,-6,-7)

13.山东体彩 -- 14.河南民生药业 3:0
黄禹乔 -- 金梦妍 3:0 (4,7,6)
高雅楠 -- 任梓蕙 3:1 (8,1,-8,3)
李恩绮 -- 刘艺茗 3:1 (6,10,-9,5)

15.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 16.宁波大学 0:3
丁子格 -- 李彦瑾 0:3 (-10,-3,-8)
李泽燕 -- 赵阁 0:3 (-1,-6,-5)
叶琇淯 -- 葛昕琦 0:3 (-7,-7,-4)

2.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 3.河北队 3:0
金子衍 -- 李雨琪 3:0 (9,6,8)
洪沁玥 -- 马昕月 3:0 (10,9,8)
章静珩 -- 王聪聪 3:2 (-6,6,8,-5,4)

6.沈阳师范大学 -- 7.大连国球体育乒乓球俱乐部 1:3
孙源 -- 高源 0:3 (-2,-10,-5)
王宁萱 -- 刘婷 2:3 (6,7,-4,-9,-10)
张晓简 -- 王兆洋 3:0 (7,3,2)
王宁萱 -- 高源 2:3 (7,-5,-7,3,-6)

9.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 11.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3:0
郭心怡 -- 胡悦妍 3:0 (7,4,3)

女子团体第一次淘汰赛和附加赛详细成绩（B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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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桐 -- 曾木子 3:2 (-10,7,5,-7,15)
张翔宇 -- 程茜 3:0 (11,12,8)

14.河南民生药业 -- 15.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3:0
刘艺茗 -- 丁子格 3:0 (8,5,15)
任梓蕙 -- 叶琇淯 3:0 (8,3,7)
金梦妍 -- 陈馨洋 3:0 (9,5,7)

1.广东峰之雪 -- 4.Seamatster中乒院俱乐部 1:3
张迟 -- 黄丁若 2:3 (6,4,-7,-9,-11)
黄頴琦 -- 高天 3:0 (7,7,10)
杨采颖 -- 顾翎铃 0:3 (-7,-10,-8)
黄頴琦 -- 黄丁若 2:3 (-10,10,7,-5,-6)

5.吉林大学 -- 8.山东鲁能队 3:1
张捷羚 -- 马菀含 2:3 (-9,-8,4,9,-10)
王澜睿 -- 永尾尧子 3:0 (8,11,2)
董雪莹 -- 辛成琳 3:2 (-9,-5,5,10,5)
张捷羚 -- 永尾尧子 3:2 (7,11,-7,-6,7)

10.河北正定一中 -- 12.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3:1
宁静 -- 杨晶旭 3:0 (7,6,6)
张紫巍 -- 戴佳 1:3 (-7,16,-9,-8)
代恬 -- 谢心悦 3:1 (5,7,-10,7)
宁静 -- 戴佳 3:1 (3,-9,5,2)

13.山东体彩 -- 16.宁波大学 2:3
黄禹乔 -- 赵阁 0:3 (-7,-6,-10)
李恩绮 -- 李彦瑾 3:2 (8,9,-6,-11,9)
高雅楠 -- 葛昕琦 3:1 (6,6,-10,8)
黄禹乔 -- 李彦瑾 0:3 (-8,-9,-12)
李恩绮 -- 赵阁 0:3 (-7,-10,-6)

3.河北队 -- 6.沈阳师范大学 0:3
李雨琪 -- 孙源 1:3 (-8,-10,7,-9)
马昕月 -- 王宁萱 0:3 (-6,-10,-9)
许嘉颖 -- 张晓简 0:3 (-5,-4,-6)

11.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 15.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3:0
曾木子 -- 李泽燕 3:0 (8,7,7)
胡悦妍 -- 陈馨洋 3:0 (10,2,7)
张梓煜 -- 丁子格 3:0 (8,9,4)

2.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 7.大连国球体育乒乓球俱乐部 3:0
金子衍 -- 高源 3:0 (5,3,6)
洪沁玥 -- 刘婷 3:1 (-5,2,11,8)
章静珩 -- 陈欣 3:0 (11,6,7)

9.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 14.河南民生药业 3:1
张翔宇 -- 任梓蕙 2:3 (10,-9,6,-9,-8)
郭心怡 -- 金梦妍 3:0 (8,6,3)
蒋桐 -- 刘艺茗 3:1 (5,-4,6,4)
郭心怡 -- 任梓蕙 3:0 (5,9,9)

1.广东峰之雪 -- 8.山东鲁能队 3:1
黄頴琦 -- 永尾尧子 3:1 (4,-9,9,2)
张迟 -- 马菀含 1:3 (8,-8,-9,-3)
杨采颖 -- 林珀璇 3:2 (9,-11,10,-8,9)
黄頴琦 -- 马菀含 3:2 (11,5,-10,-8,12)

12.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 13.山东体彩 3:1
杨晶旭 -- 高雅楠 0:3 (-2,-9,-10)
戴佳 -- 黄禹乔 3:0 (3,3,8)

21



谢心悦 -- 李恩绮 3:2 (9,4,-10,-10,5)
戴佳 -- 高雅楠 3:1 (6,7,-7,1)

4.Seamatster中乒院俱乐部 -- 5.吉林大学 2:3
高天 -- 张捷羚 3:0 (7,4,12)
倪浙卿 -- 王澜睿 1:3 (9,-8,-7,-3)
顾翎铃 -- 李若茜 3:2 (10,-8,-10,8,10)
倪浙卿 -- 张捷羚 0:3 (-4,-6,-6)
高天 -- 王澜睿 2:3 (-7,-7,8,6,-4)

10.河北正定一中 -- 16.宁波大学 1:3
宁静 -- 赵阁 2:3 (11,7,-10,-5,-7)
张紫巍 -- 李彦瑾 2:3 (6,-11,8,-8,-9)
代恬 -- 葛昕琦 3:0 (6,9,8)
宁静 -- 李彦瑾 1:3 (-9,-9,11,-7)

3.河北队 -- 15.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3:0
李雨琪 -- 陈馨洋 3:0 (7,4,4)
马昕月 -- 李泽燕 3:0 (7,9,9)
王聪聪 -- 叶琇淯 3:0 (6,3,4)

6.沈阳师范大学 -- 11.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0:3
孙源 -- 胡悦妍 2:3 (6,-2,-10,7,-6)
王宁萱 -- 张梓煜 1:3 (-8,-9,8,-7)
张晓简 -- 程茜 1:3 (-5,7,-11,-10)

7.大连国球体育乒乓球俱乐部 -- 14.河南民生药业 0:3
陈欣 -- 任梓蕙 0:3 (-5,-3,-3)
高源 -- 刘艺茗 1:3 (-8,-10,4,-10)
徐嘉忆 -- 金梦妍 1:3 (6,-5,-10,-6)

2.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 9.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1:3
金子衍 -- 蒋桐 0:3 (-8,-5,-6)
岳京京 -- 郭心怡 3:0 (5,6,7)
洪沁玥 -- 张翔宇 1:3 (-10,-5,5,-7)
金子衍 -- 郭心怡 0:3 (-5,-10,-6)

8.山东鲁能队 -- 13.山东体彩 3:2
永尾尧子 -- 高雅楠 3:2 (-7,-8,9,7,5)
马菀含 -- 李恩绮 3:0 (4,9,8)
辛成琳 -- 黄禹乔 0:3 (-8,-7,-5)
马菀含 -- 高雅楠 1:3 (-4,9,-12,-7)
永尾尧子 -- 李恩绮 3:0 (7,11,7)

1.广东峰之雪 -- 12.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3:0
黄頴琦 -- 谢心悦 3:2 (5,-9,-7,8,1)
张迟 -- 陈诺 3:0 (3,1,1)
张美竹 -- 侯姝晗 3:0 (2,1,4)

4.Seamatster中乒院俱乐部 -- 10.河北正定一中 3:1
黄丁若 -- 张紫巍 3:2 (-12,9,-9,11,8)
高天 -- 代恬 3:2 (-7,6,10,-8,9)
倪浙卿 -- 宁静 2:3 (7,8,-7,-9,-8)
黄丁若 -- 代恬 3:1 (11,4,-8,9)

5.吉林大学 -- 16.宁波大学 3:2
董雪莹 -- 葛昕琦 1:3 (-7,9,-11,-6)
张捷羚 -- 朱晨曦 3:0 (3,6,3)
李若茜 -- 张钰晨 3:0 (6,1,4)
张捷羚 -- 葛昕琦 2:3 (9,-9,-7,9,-7)
董雪莹 -- 朱晨曦 3:0 (3,4,6)

女子团体第二次淘汰赛和附加赛详细成绩（1-1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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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 2.山东鲁能队 2:3
杨悦媛 -- 永尾尧子 3:0 (6,9,8)
李硕 -- 马菀含 1:3 (-6,8,-9,-8)
王圣迪 -- 辛成琳 3:2 (6,6,-14,-7,4)
杨悦媛 -- 马菀含 2:3 (8,-9,-7,9,-2)
李硕 -- 永尾尧子 2:3 (-8,-9,8,5,-8)

3.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 4.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0:3
戴佳 -- 魏闻声 2:3 (9,-9,6,-7,-7)
谢心悦 -- 祁奋捷 1:3 (-7,9,-7,-6)
杨晶旭 -- 迟歌 0:3 (-10,-7,-9)

5.Seamatster中乒院俱乐部 -- 6.湖南队 3:1
高天 -- 朱思冰 0:3 (-3,-8,-5)
黄丁若 -- 胡熙梓 3:0 (3,7,6)
倪浙卿 -- 刘仕铭 3:1 (10,-8,7,5)
黄丁若 -- 朱思冰 3:0 (8,9,6)

7.华南理工大学香雪制药 -- 8.宁波大学 2:3
姚晗 -- 赵阁 3:2 (-5,7,9,-13,7)
周莉媛 -- 李彦瑾 1:3 (-7,8,-7,-12)
赵文钰 -- 葛昕琦 0:3 (-5,-5,-3)
姚晗 -- 李彦瑾 3:2 (-8,-1,4,16,13)
周莉媛 -- 赵阁 1:3 (-9,-9,9,-5)

9.合肥西苑中学·够运动俱乐部 -- 10.山东体彩 3:0
祁蓉 -- 高雅楠 3:1 (-4,6,6,6)
赵岩 -- 黄禹乔 3:1 (6,-3,7,2)
李莹 -- 李恩绮 3:2 (-8,-4,10,7,6)

11.福建省乒乓球队 -- 12.河北正定一中 3:2
李仁思佳 -- 张紫巍 3:2 (9,-8,-10,7,5)
沈思昉 -- 宁静 0:3 (-5,-9,-9)
吴沁怡 -- 代恬 1:3 (-8,-3,8,-8)
李仁思佳 -- 宁静 3:0 (7,6,4)
沈思昉 -- 张紫巍 3:0 (4,6,6)

13.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 14.广东峰之雪 2:3
宋骄怡 -- 黄頴琦 2:3 (6,-7,4,-7,-7)
左玥 -- 张迟 3:1 (-6,9,8,8)
杨胜 -- 杨采颖 3:0 (6,8,8)
左玥 -- 黄頴琦 1:3 (10,-9,-5,-4)
宋骄怡 -- 张迟 0:3 (-6,-8,-8)

15.上海体校曹燕华 -- 16.吉林大学 3:2
杨霁雯 -- 王澜睿 3:1 (6,7,-7,1)
张誉文 -- 张捷羚 0:3 (-8,-4,-9)
陈星羽 -- 李若茜 3:1 (7,-9,7,7)
张誉文 -- 王澜睿 1:3 (9,-5,-2,-5)
杨霁雯 -- 张捷羚 3:0 (7,8,8)

1.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 3.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3:2
王圣迪 -- 杨晶旭 3:1 (4,4,-10,5)
杨悦媛 -- 戴佳 3:1 (10,-6,5,10)
李硕 -- 谢心悦 1:3 (-6,-7,9,-8)
王圣迪 -- 戴佳 2:3 (5,-8,-8,10,-7)
杨悦媛 -- 杨晶旭 3:2 (6,-8,-8,12,11)

6.湖南队 -- 7.华南理工大学香雪制药 3:1
朱思冰 -- 赵文钰 3:0 (2,5,1)
胡熙梓 -- 姚晗 2:3 (-9,-10,9,5,-9)
张潇予 -- 周莉媛 3:1 (8,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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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思冰 -- 姚晗 3:0 (5,10,10)

10.山东体彩 -- 12.河北正定一中 2:3
高雅楠 -- 代恬 1:3 (-3,-7,8,-1)
李恩绮 -- 宁静 3:0 (6,6,12)
孙如意 -- 张紫巍 0:3 (-2,-1,-5)
高雅楠 -- 宁静 3:0 (9,4,9)
李恩绮 -- 代恬 1:3 (5,-9,-7,-11)

13.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 16.吉林大学 2:3
左玥 -- 王澜睿 1:3 (6,-6,-6,-7)
杨胜 -- 张捷羚 1:3 (-6,-7,9,-16)
宋骄怡 -- 董雪莹 3:1 (-5,10,10,11)
左玥 -- 张捷羚 3:2 (4,16,-7,-11,5)
杨胜 -- 王澜睿 0:3 (-4,-9,-12)

2.山东鲁能队 -- 4.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0:3
永尾尧子 -- 魏闻声 0:3 (-7,-6,-4)
马菀含 -- 祁奋捷 1:3 (-4,9,-6,-10)
辛成琳 -- 迟歌 1:3 (6,-6,-1,-8)

5.Seamatster中乒院俱乐部 -- 8.宁波大学 0:3
顾翎铃 -- 李彦瑾 0:3 (-2,-9,-8)
高天 -- 赵阁 1:3 (-3,7,-5,-7)
倪浙卿 -- 葛昕琦 0:3 (-5,-9,-7)

9.合肥西苑中学·够运动俱乐部 -- 11.福建省乒乓球队 3:2
祁蓉 -- 李仁思佳 3:1 (5,-9,6,8)
赵岩 -- 沈思昉 3:2 (4,9,-11,-7,9)
李莹 -- 黄钧宁 2:3 (-7,8,10,-7,-7)
赵岩 -- 李仁思佳 0:3 (-8,-6,-9)
祁蓉 -- 沈思昉 3:0 (4,7,13)

14.广东峰之雪 -- 15.上海体校曹燕华 3:1
张迟 -- 陈星羽 3:1 (5,-5,9,3)
黄頴琦 -- 张誉文 3:0 (8,8,5)
张美竹 -- 杨霁雯 0:3 (-13,-3,-8)
黄頴琦 -- 陈星羽 3:0 (9,7,9)

3.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 7.华南理工大学香雪制药 1:3
戴佳 -- 周莉媛 1:3 (-7,7,-7,-10)
谢心悦 -- 姚晗 2:3 (-5,9,-6,6,-6)
杨晶旭 -- 刘泓辛 3:1 (4,7,-6,8)
戴佳 -- 姚晗 2:3 (3,9,-11,-10,-6)

10.山东体彩 -- 13.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2:3
黄禹乔 -- 左玥 3:1 (-7,8,9,11)
高雅楠 -- 杨胜 0:3 (-4,-8,-9)
孙如意 -- 杨思彤 2:3 (11,-7,12,-7,-10)
高雅楠 -- 左玥 3:1 (-9,6,7,7)
黄禹乔 -- 杨胜 1:3 (8,-5,-6,-4)

1.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 6.湖南队 1:3
王圣迪 -- 朱思冰 1:3 (-12,6,-9,-10)
杨悦媛 -- 胡熙梓 3:1 (4,-6,8,9)
李硕 -- 张潇予 1:3 (-8,-4,9,-12)
杨悦媛 -- 朱思冰 1:3 (-3,9,-5,-6)

12.河北正定一中 -- 16.吉林大学 3:2
张紫巍 -- 张捷羚 3:0 (8,7,8)
代恬 -- 王澜睿 1:3 (-12,-14,4,-9)
宁静 -- 李若茜 3:1 (6,-7,9,4)
张紫巍 -- 王澜睿 1:3 (-1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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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恬 -- 张捷羚 3:0 (6,8,9)

2.山东鲁能队 -- 5.Seamatster中乒院俱乐部 1:3
永尾尧子 -- 顾翎铃 2:3 (9,-9,-9,2,-10)
马菀含 -- 黄丁若 0:3 (-7,-3,-8)
林珀璇 -- 倪浙卿 3:1 (11,9,-10,10)
永尾尧子 -- 黄丁若 2:3 (-3,9,8,-5,-10)

11.福建省乒乓球队 -- 15.上海体校曹燕华 3:0
李仁思佳 -- 陈星羽 3:0 (4,2,6)
沈思昉 -- 张誉文 3:0 (13,5,3)
黄钧宁 -- 陈明佳 3:2 (6,-2,13,-6,7)

4.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 8.宁波大学 3:1
魏闻声 -- 赵阁 3:0 (8,9,3)
祁奋捷 -- 李彦瑾 0:3 (-7,-9,-8)
迟歌 -- 葛昕琦 3:2 (-4,6,-7,5,8)
魏闻声 -- 李彦瑾 3:0 (6,4,7)

9.合肥西苑中学·够运动俱乐部 -- 14.广东峰之雪 3:1
祁蓉 -- 黄頴琦 3:1 (8,10,-5,5)
赵岩 -- 张迟 1:3 (-5,-8,7,-13)
李莹 -- 杨采颖 3:1 (-6,9,6,10)
赵岩 -- 黄頴琦 3:2 (6,6,-9,-11,4)

3.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 10.山东体彩 1:3
戴佳 -- 黄禹乔 0:3 (-7,-8,-10)
谢心悦 -- 高雅楠 2:3 (8,-4,8,-10,-6)
杨晶旭 -- 孙如意 3:0 (9,6,4)
谢心悦 -- 黄禹乔 2:3 (4,-4,-8,5,-11)

7.华南理工大学香雪制药 -- 13.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2:3
刘泓辛 -- 左玥 0:3 (-8,-5,-6)
周莉媛 -- 杨胜 1:3 (6,-8,-7,-5)
赵文钰 -- 宋骄怡 3:0 (12,9,6)
周莉媛 -- 左玥 3:2 (-4,7,-7,5,3)
刘泓辛 -- 杨胜 2:3 (-10,-7,9,9,-6)

1.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 16.吉林大学 2:3
杨悦媛 -- 王澜睿 2:3 (-8,4,-5,9,-5)
王圣迪 -- 张捷羚 3:0 (8,15,8)
李硕 -- 董雪莹 3:0 (7,9,10)
王圣迪 -- 王澜睿 1:3 (5,-6,-9,-7)
杨悦媛 -- 张捷羚 0:3 (-6,-8,-10)

6.湖南队 -- 12.河北正定一中 1:3
张潇予 -- 代恬 1:3 (7,-11,-8,-3)
刘仕铭 -- 张紫巍 1:3 (-6,-9,7,-6)
朱思冰 -- 宁静 3:1 (4,-8,9,8)
张潇予 -- 张紫巍 0:3 (-6,-6,-3)

2.山东鲁能队 -- 15.上海体校曹燕华 1:3
林珀璇 -- 陈星羽 3:2 (-9,-8,8,5,8)
辛成琳 -- 杨霁雯 0:3 (-5,-3,-8)
永尾尧子 -- 张誉文 2:3 (-11,6,-5,8,-8)
辛成琳 -- 陈星羽 2:3 (-5,3,5,-1,-6)

5.Seamatster中乒院俱乐部 -- 11.福建省乒乓球队 3:1
顾翎铃 -- 李仁思佳 3:2 (-5,4,6,-9,3)
黄丁若 -- 沈思昉 3:0 (10,7,10)
高天 -- 黄钧宁 2:3 (7,-6,9,-10,-9)
黄丁若 -- 李仁思佳 3:1 (7,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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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宁波大学 -- 14.广东峰之雪 3:1
赵阁 -- 张美竹 3:0 (9,6,3)
李彦瑾 -- 杨采颖 3:1 (5,-5,8,8)
葛昕琦 -- 黄頴琦 2:3 (12,-10,-11,6,-5)
李彦瑾 -- 张美竹 3:2 (-7,-7,10,6,9)

4.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 9.合肥西苑中学·够运动俱乐部 3:1
祁奋捷 -- 赵岩 3:0 (6,7,7)
魏闻声 -- 祁蓉 2:3 (-8,11,5,-6,-10)
迟歌 -- 李莹 3:0 (3,11,6)
魏闻声 -- 赵岩 3:2 (-8,6,-9,10,10)

1.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 2.河北队 3:2
李雯茜 -- 马昕月 1:3 (-8,-11,5,-7)
任佳馨 -- 李雨琪 3:0 (6,3,9)
邵洛萱 -- 王聪聪 2:3 (5,-5,-5,7,-8)
李雯茜 -- 李雨琪 3:0 (5,8,5)
任佳馨 -- 马昕月 3:2 (6,7,-12,-6,7)

3.八一队 -- 4.河南民生药业 3:1
张宇和 -- 金梦妍 3:0 (7,1,9)
赵逸飞 -- 任梓蕙 1:3 (-8,-7,6,-7)
王韵涵 -- 刘艺茗 3:0 (7,3,6)
张宇和 -- 任梓蕙 3:1 (6,-6,7,6)

5.山西奥体队 -- 6.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2:3
胡家荣 -- 曾木子 3:2 (2,9,-10,-8,5)
尹怡田 -- 胡悦妍 3:1 (3,9,-5,9)
梁家怡 -- 张梓煜 0:3 (-3,-11,-9)
胡家荣 -- 胡悦妍 2:3 (-10,5,8,-7,-3)
尹怡田 -- 曾木子 1:3 (5,-7,-9,-8)

7.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 8.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3:2
王一凡 -- 洪沁玥 3:1 (5,9,-8,7)
朱玲慧 -- 金子衍 2:3 (11,-8,-10,10,-10)
许诺 -- 章静珩 3:1 (9,4,-5,8)
王一凡 -- 金子衍 0:3 (-7,-9,-7)
朱玲慧 -- 洪沁玥 3:2 (6,-10,6,-8,5)

9.黑龙江 -- 10.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3:0
吕彤 -- 叶琇淯 3:0 (6,6,14)
李幼芃 -- 丁子格 3:1 (7,9,-5,6)
廉圣楠 -- 李泽燕 3:1 (9,6,-12,9)

11.沈阳师范大学 -- 12.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0:3
孙源 -- 詹利平 2:3 (5,-11,-7,11,-6)
王宁萱 -- 彭诗诗 0:3 (-11,-6,-6)
张晓简 -- 杨诗璐 0:3 (-9,-4,-3)

13.大连国球体育乒乓球俱乐部 -- 14.青岛嘉联体育 0:3
高源 -- 李安琪 0:3 (-11,-11,-5)
刘婷 -- 侯琳 0:3 (-8,-5,-10)
徐嘉忆 -- 牛洋 2:3 (11,-5,7,-10,-4)

15.云南亚讯 -- 16.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1:3
陈萧竹 -- 郭心怡 0:3 (-3,-12,-8)
郭琳 -- 蒋桐 3:2 (8,-9,3,-7,10)
马天玥 -- 张翔宇 2:3 (-12,3,-8,7,-7)
郭琳 -- 郭心怡 2:3 (7,-10,-5,12,-9)

2.河北队 -- 4.河南民生药业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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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昕月 -- 金梦妍 3:1 (11,-11,8,12)
李雨琪 -- 任梓蕙 3:1 (2,10,-7,7)
王聪聪 -- 刘艺茗 3:2 (9,-9,-9,8,8)

5.山西奥体队 -- 8.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0:3
胡家荣 -- 洪沁玥 2:3 (7,-8,-8,7,-9)
尹怡田 -- 金子衍 0:3 (-3,-3,-3)
梁家怡 -- 章静珩 2:3 (8,-11,4,-10,-7)

10.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 11.沈阳师范大学 0:3
丁子格 -- 孙源 1:3 (8,-4,-6,-7)
陈馨洋 -- 王宁萱 0:3 (-9,-6,-3)
叶琇淯 -- 张晓简 1:3 (-6,9,-2,-1)

13.大连国球体育乒乓球俱乐部 -- 15.云南亚讯 0:3
高源 -- 陈萧竹 2:3 (4,-9,6,-7,-8)
刘婷 -- 郭琳 1:3 (-3,-6,11,-3)
徐嘉忆 -- 马天玥 0:3 (-6,-5,-4)

1.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 3.八一队 1:3
李雯茜 -- 赵逸飞 3:1 (8,-6,7,4)
任佳馨 -- 张宇和 1:3 (-8,6,-1,-8)
邵洛萱 -- 王韵涵 1:3 (7,-7,-5,-4)
李雯茜 -- 张宇和 2:3 (-9,-9,3,10,-2)

6.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 7.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2:3
胡悦妍 -- 朱玲慧 3:2 (-4,9,6,-9,8)
曾木子 -- 王一凡 3:1 (-7,7,9,10)
张梓煜 -- 许诺 0:3 (-4,-8,-3)
胡悦妍 -- 王一凡 0:3 (-6,-7,-8)
曾木子 -- 朱玲慧 0:3 (-10,-1,-10)

9.黑龙江 -- 12.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1:3
吕彤 -- 彭诗诗 3:1 (4,8,-9,6)
李幼芃 -- 詹利平 2:3 (7,-4,8,-8,-8)
廉圣楠 -- 杨诗璐 0:3 (-11,-7,-10)
吕彤 -- 詹利平 2:3 (8,10,-8,-9,-9)

14.青岛嘉联体育 -- 16.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1:3
李安琪 -- 郭心怡 1:3 (9,-8,-10,-5)
侯琳 -- 蒋桐 3:1 (6,9,-10,4)
牛洋 -- 张翔宇 2:3 (6,-7,-8,8,-3)
侯琳 -- 郭心怡 0:3 (-2,-12,-4)

4.河南民生药业 -- 5.山西奥体队 0:3
金梦妍 -- 胡家荣 2:3 (-4,7,8,-5,-9)
任梓蕙 -- 尹怡田 1:3 (-3,8,-5,-5)
刘艺茗 -- 梁家怡 1:3 (-9,2,-6,-4)

10.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 13.大连国球体育乒乓球俱乐部 0:3
丁子格 -- 高源 0:3 (-6,-6,-3)
李泽燕 -- 徐嘉忆 1:3 (-10,3,-10,-10)
陈馨洋 -- 陈欣 0:3 (-9,-10,-5)

2.河北队 -- 8.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3:1
马昕月 -- 洪沁玥 3:2 (-11,-8,11,7,15)
李雨琪 -- 金子衍 1:3 (9,-9,-2,-9)
王聪聪 -- 章静珩 3:2 (-5,8,9,-3,10)
马昕月 -- 金子衍 3:0 (6,8,9)

11.沈阳师范大学 -- 15.云南亚讯 1:3
王宁萱 -- 陈萧竹 3:1 (9,-9,8,6)
孙源 -- 郭琳 0:3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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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简 -- 马天玥 2:3 (9,-4,-4,5,-8)
王宁萱 -- 郭琳 1:3 (9,-4,-3,-6)

1.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 6.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0:3
任佳馨 -- 胡悦妍 1:3 (-10,9,-3,-5)
李雯茜 -- 曾木子 2:3 (-9,4,-9,12,-7)
邵洛萱 -- 程茜 1:3 (-6,-3,8,-8)

9.黑龙江 -- 14.青岛嘉联体育 3:2
吕彤 -- 李安琪 2:3 (4,5,-5,-9,-5)
李幼芃 -- 侯琳 3:0 (8,6,7)
廉圣楠 -- 牛洋 2:3 (9,-4,8,-5,-4)
吕彤 -- 侯琳 3:1 (11,-1,5,8)
李幼芃 -- 李安琪 3:1 (8,-7,4,8)

3.八一队 -- 7.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2:3
张宇和 -- 许诺 3:1 (3,-5,6,2)
王韵涵 -- 缪帆 3:0 (9,4,9)
赵逸飞 -- 朱玲慧 0:3 (-8,-8,-6)
张宇和 -- 缪帆 1:3 (11,-6,-9,-9)
王韵涵 -- 许诺 0:3 (-12,-11,-5)

12.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16.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3:2
彭诗诗 -- 郭心怡 3:0 (10,8,8)
詹利平 -- 蒋桐 1:3 (-9,8,-6,-3)
杨诗璐 -- 张翔宇 3:2 (-7,7,8,-8,4)
詹利平 -- 郭心怡 1:3 (9,-6,-5,-10)
彭诗诗 -- 蒋桐 3:1 (-5,4,9,8)

4.河南民生药业 -- 10.江苏世奥得栖霞中学 3:0
金梦妍 -- 李泽燕 3:0 (5,7,11)
刘艺茗 -- 丁子格 3:0 (8,5,8)
任梓蕙 -- 叶琇淯 3:0 (11,7,12)

5.山西奥体队 -- 13.大连国球体育乒乓球俱乐部 3:2
尹怡田 -- 高源 3:2 (-9,-9,7,9,8)
梁家怡 -- 徐嘉忆 0:3 (-6,-7,-7)
胡家荣 -- 王兆洋 3:0 (6,4,4)
梁家怡 -- 高源 0:3 (-4,-8,-3)
尹怡田 -- 徐嘉忆 3:1 (8,-6,5,3)

8.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 11.沈阳师范大学 3:0
金子衍 -- 孙源 3:2 (7,9,-10,-8,8)
洪沁玥 -- 王宁萱 3:1 (-11,8,5,6)
章静珩 -- 张晓简 3:0 (10,9,3)

2.河北队 -- 15.云南亚讯 2:3
马昕月 -- 陈萧竹 2:3 (8,7,-5,-8,-9)
李雨琪 -- 张鸣 3:0 (2,3,5)
王聪聪 -- 郭琳 1:3 (-8,5,-7,-11)
马昕月 -- 张鸣 3:0 (7,7,9)
李雨琪 -- 陈萧竹 0:3 (-10,-3,-4)

1.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 14.青岛嘉联体育 2:3
李雯茜 -- 李安琪 3:0 (7,7,8)
任佳馨 -- 侯琳 1:3 (-7,5,-6,-7)
邵洛萱 -- 牛洋 3:2 (3,-6,-7,7,7)
李雯茜 -- 侯琳 2:3 (11,8,-9,-7,-9)
任佳馨 -- 李安琪 1:3 (-10,-8,5,-8)

6.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 9.黑龙江 3:2
胡悦妍 -- 李幼芃 1:3 (-6,-8,5,-9)
曾木子 -- 吕彤 3:0 (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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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梓煜 -- 廉圣楠 3:2 (-7,-9,7,3,7)
胡悦妍 -- 吕彤 0:3 (-8,-6,-7)
曾木子 -- 李幼芃 3:1 (8,3,-5,7)

3.八一队 -- 16.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3:1
张宇和 -- 高钧怡 3:1 (7,-5,7,9)
王韵涵 -- 蒋桐 0:3 (-6,-6,-9)
赵逸飞 -- 张翔宇 3:1 (6,-6,8,9)
张宇和 -- 蒋桐 3:0 (7,4,5)

7.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 12.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3:0
朱玲慧 -- 杨诗璐 3:2 (-7,5,-10,3,5)
王一凡 -- 周静儿 3:0 (5,4,5)
许诺 -- 彭诗诗 3:0 (7,5,8)

3.湖南队 -- 4.山东鲁能队 3:2
朱思冰 -- 永尾尧子 3:0 (12,8,9)
胡熙梓 -- 马菀含 0:3 (-9,-8,-6)
刘仕铭 -- 林珀璇 1:3 (9,-6,-5,-7)
朱思冰 -- 马菀含 3:0 (6,1,11)
胡熙梓 -- 永尾尧子 3:0 (8,7,6)

5.福建省乒乓球队 -- 6.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3:0
沈思昉 -- 王圣迪 3:2 (-9,13,-4,7,10)
李仁思佳 -- 杨悦媛 3:1 (6,8,-8,6)
黄钧宁 -- 李硕 3:1 (10,6,-10,9)

7.华南理工大学香雪制药 -- 8.广东峰之雪 1:3
周莉媛 -- 张迟 3:1 (9,-4,9,10)
姚晗 -- 黄頴琦 0:3 (-8,-6,-5)
赵文钰 -- 张美竹 0:3 (-6,-10,-11)
周莉媛 -- 黄頴琦 0:3 (-4,-7,-8)

9.宁波大学 -- 10.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3:2
赵阁 -- 左玥 2:3 (7,-9,-8,2,-7)
李彦瑾 -- 杨胜 3:0 (10,8,7)
葛昕琦 -- 宋骄怡 3:2 (9,-7,-5,4,4)
李彦瑾 -- 左玥 1:3 (-6,7,-9,-10)
赵阁 -- 杨胜 3:0 (4,8,4)

11.吉林大学 -- 12.Seamatster中乒院俱乐部 3:1
王澜睿 -- 顾翎铃 3:1 (4,6,-6,4)
张捷羚 -- 黄丁若 3:0 (8,5,6)
李若茜 -- 倪浙卿 0:3 (-7,-7,-7)
王澜睿 -- 黄丁若 3:0 (6,6,5)

13.上海体校曹燕华 -- 14.河北正定一中 0:3
杨霁雯 -- 代恬 2:3 (6,-8,9,-8,-7)
陈明佳 -- 宁静 2:3 (-5,8,-7,6,-6)
张誉文 -- 张紫巍 2:3 (8,-9,6,-3,-9)

15.山东体彩 -- 16.合肥西苑中学·够运动俱乐部 0:3
黄禹乔 -- 赵岩 0:3 (-6,-10,-3)
李恩绮 -- 祁蓉 2:3 (-14,9,-6,9,-7)
高雅楠 -- 李莹 2:3 (-8,4,8,-13,-11)

1.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一队 -- 3.湖南队 3:0
祁奋捷 -- 朱思冰 3:2 (-9,7,-6,8,9)
魏闻声 -- 刘仕铭 3:0 (9,6,6)
迟歌 -- 胡熙梓 3:1 (10,4,-6,9)

5.福建省乒乓球队 -- 8.广东峰之雪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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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思昉 -- 黄頴琦 1:3 (10,-10,-6,-7)
李仁思佳 -- 张迟 3:1 (2,-5,9,6)
黄钧宁 -- 张美竹 0:3 (-8,-4,-3)
李仁思佳 -- 黄頴琦 0:3 (-5,-12,-9)

9.宁波大学 -- 11.吉林大学 3:0
赵阁 -- 王澜睿 3:1 (5,9,-6,6)
李彦瑾 -- 张捷羚 3:1 (10,-4,6,6)
葛昕琦 -- 董雪莹 3:1 (-11,3,9,7)

14.河北正定一中 -- 16.合肥西苑中学·够运动俱乐部 3:2
代恬 -- 赵岩 3:1 (9,-10,10,5)
宁静 -- 祁蓉 2:3 (-11,7,9,-7,-12)
张紫巍 -- 李莹 3:0 (9,5,9)
代恬 -- 祁蓉 2:3 (8,-6,5,-5,-10)
宁静 -- 赵岩 3:2 (8,4,-10,-8,9)

1.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 2.大连国球体育乒乓球俱乐部 3:0
杨晶旭 -- 刘婷 3:0 (6,8,7)
戴佳 -- 高源 3:0 (3,7,7)
谢心悦 -- 徐嘉忆 3:0 (6,4,4)

3.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 4.青岛嘉联体育 0:3
李雯茜 -- 李安琪 1:3 (-8,-8,6,-7)
任佳馨 -- 侯琳 1:3 (-12,-9,9,-9)
邵洛萱 -- 牛洋 0:3 (-7,-10,-10)

5.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 6.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3:1
胡悦妍 -- 金子衍 3:2 (9,-8,6,-10,9)
曾木子 -- 洪沁玥 3:1 (-5,9,4,5)
程茜 -- 章静珩 0:3 (-8,-3,-9)
曾木子 -- 金子衍 3:2 (8,8,-4,-13,9)

7.沈阳师范大学 -- 8.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2:3
王宁萱 -- 詹利平 3:0 (8,9,5)
张晓简 -- 彭诗诗 1:3 (-10,9,-11,-9)
孙源 -- 杨诗璐 3:1 (8,-9,1,9)
张晓简 -- 詹利平 0:3 (-9,-9,-6)
王宁萱 -- 彭诗诗 1:3 (-2,10,-5,-8)

9.八一队 -- 10.山西奥体队 2:3
赵逸飞 -- 胡家荣 3:2 (-6,-5,9,11,10)
张宇和 -- 梁家怡 3:0 (9,8,8)
王韵涵 -- 尹怡田 0:3 (-4,-8,-6)
张宇和 -- 胡家荣 2:3 (8,-8,10,-8,-9)
赵逸飞 -- 梁家怡 2:3 (8,-10,-10,4,-9)

11.河北队 -- 12.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1:3
马昕月 -- 郭心怡 0:3 (-9,-5,-2)
李雨琪 -- 蒋桐 0:3 (-7,-10,-9)
王聪聪 -- 张翔宇 3:0 (9,14,12)
李雨琪 -- 郭心怡 0:3 (-5,-1,-6)

13.黑龙江 -- 14.云南亚讯 0:3
吕彤 -- 陈萧竹 1:3 (9,-4,-11,-8)
李幼芃 -- 郭琳 0:3 (-9,-9,-4)
廉圣楠 -- 张鸣 2:3 (8,-8,6,-6,-7)

15.河南民生药业 -- 16.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0:3
金梦妍 -- 王一凡 2:3 (-10,-4,13,5,-10)
任梓蕙 -- 缪帆 0:3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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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艺茗 -- 朱玲慧 1:3 (-8,10,-8,-8)

2.大连国球体育乒乓球俱乐部 -- 3.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0:3
徐嘉忆 -- 李雯茜 0:3 (-4,-5,-3)
高源 -- 任佳馨 0:3 (-5,-6,-4)
王兆洋 -- 邵洛萱 0:3 (-6,-4,-7)

6.上海中学华东理工二队 -- 7.沈阳师范大学 3:0
金子衍 -- 张晓简 3:0 (6,6,9)
洪沁玥 -- 王宁萱 3:1 (9,7,-11,6)
章静珩 -- 孙源 3:2 (-4,9,-8,8,4)

9.八一队 -- 11.河北队 2:3
张宇和 -- 马昕月 0:3 (-1,-4,-9)
赵逸飞 -- 李雨琪 1:3 (10,-10,-10,-9)
王韵涵 -- 王聪聪 3:2 (-6,-7,12,9,9)
张宇和 -- 李雨琪 3:0 (7,9,5)
赵逸飞 -- 马昕月 1:3 (-5,9,-12,-9)

13.黑龙江 -- 15.河南民生药业 3:1
李幼芃 -- 任梓蕙 3:1 (6,1,-8,4)
吕彤 -- 金梦妍 3:0 (2,8,6)
廉圣楠 -- 刘艺茗 1:3 (-8,5,-5,-10)
吕彤 -- 任梓蕙 3:0 (8,9,7)

1.辽源吉程公路有限公司 -- 2.厦门市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3:0
王振 -- 周宇堃 3:0 (6,5,5)
朱健辉 -- 朱柏靖 3:0 (5,5,7)
柳洋 -- 郑芃垚 3:0 (6,5,8)

3.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 4.山西奥体一队 0:3
胡俊豪 -- 张治华 0:3 (-8,-5,-7)
王树坤 -- 吴迪 1:3 (-4,-9,8,-7)
祝佳祺 -- 孙艺桐 1:3 (8,-4,-8,-6)

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 6.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 3:0
谭若鹏 -- 张淄沂 3:0 (5,5,8)
吕冠潮 -- 王晨曦 3:1 (7,-8,9,6)
张鑫 -- 朱帝成 3:1 (7,-4,8,2)

7.山西奥体二队 -- 8.湖北队 3:1
贾明 -- 卫扬坤 3:0 (5,5,6)
李铖 -- 华北 3:0 (7,10,9)
张国强 -- 陶育畅 0:3 (-6,-7,-7)
贾明 -- 华北 3:1 (7,-6,11,7)

9.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 10.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1:3
田灏 -- 王伟 1:3 (-11,-10,3,-5)
曾蓓勋 -- 庞斌 2:3 (-6,-6,6,7,-9)
孙旒钦 -- 胡正豪 3:2 (8,-8,5,-9,4)
曾蓓勋 -- 王伟 2:3 (-5,-7,7,9,-6)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 12.湖南队 2:3
冯翊新 -- 白鹤 1:3 (8,-9,-6,-10)
张靖松 -- 龙屹 3:2 (-7,-8,9,6,10)
张迪俊 -- 易江南 1:3 (-3,-4,8,-5)
冯翊新 -- 龙屹 3:1 (6,-8,7,7)
张靖松 -- 白鹤 1:3 (-7,-9,8,-9)

13.微山一中 -- 14.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0:3
宋柏甫 -- 彭飞龙 0:3 (-8,-10,-8)
姜震宇 -- 慈玺 2:3 (8,8,-9,-6,-2)

男子团体第一次淘汰赛和附加赛详细成绩（A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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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晟 -- 宋谦 0:3 (-4,-5,-6)

15.深圳宝体榕汛队 -- 16.固安众达 2:3
杨曲隆 -- 梁俨苧 2:3 (9,6,-2,-8,-8)
李禹昊 -- 王一宁 1:3 (-7,-8,9,-9)
冯耀恩 -- 王晨策 3:1 (11,-3,8,5)
李禹昊 -- 梁俨苧 3:0 (7,8,13)
杨曲隆 -- 王一宁 0:3 (-12,-9,-8)

2.厦门市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 3.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1:3
郑芃垚 -- 祝佳祺 3:2 (9,-4,10,-3,9)
朱柏靖 -- 王树坤 2:3 (12,-4,12,-7,-5)
周宇堃 -- 包源涛 1:3 (-10,9,-6,-3)
朱柏靖 -- 祝佳祺 2:3 (5,4,-3,-5,-9)

6.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 -- 8.湖北队 0:3
王晨曦 -- 卫扬坤 1:3 (10,-5,-8,-10)
张淄沂 -- 华北 2:3 (10,-4,-6,9,-4)
朱帝成 -- 陶育畅 0:3 (-9,-6,-4)

9.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3:1
曾蓓勋 -- 张靖松 3:2 (-8,10,-5,11,1)
孙旒钦 -- 冯翊新 1:3 (-6,11,-9,-6)
田灏 -- 黄凯顿 3:2 (4,7,-5,-9,7)
曾蓓勋 -- 冯翊新 3:2 (8,8,-8,-7,10)

13.微山一中 -- 15.深圳宝体榕汛队 3:0
彭晟 -- 李禹昊 3:2 (11,-11,-5,9,11)
姜震宇 -- 杨曲隆 3:1 (7,-8,7,7)
宋柏甫 -- 陳泳勳 3:0 (10,9,6)

1.辽源吉程公路有限公司 -- 4.山西奥体一队 3:0
柳洋 -- 张治华 3:2 (-8,5,-8,9,4)
王振 -- 吴迪 3:0 (8,7,5)
朱健辉 -- 孙艺桐 3:2 (6,4,-7,-7,10)

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 7.山西奥体二队 1:3
张鑫 -- 贾明 1:3 (9,-5,-11,-6)
谭若鹏 -- 李铖 3:2 (-9,8,9,-9,7)
吕冠潮 -- 张国强 2:3 (-8,9,-9,9,-7)
张鑫 -- 李铖 1:3 (-9,6,-9,-10)

10.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 12.湖南队 3:2
庞斌 -- 龙屹 0:3 (-13,-4,-5)
王伟 -- 易江南 3:0 (5,6,3)
胡正豪 -- 白鹤 2:3 (-5,6,7,-10,-10)
王伟 -- 龙屹 3:0 (4,7,8)
庞斌 -- 易江南 3:0 (4,6,6)

14.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 16.固安众达 3:1
慈玺 -- 梁俨苧 3:2 (-10,9,7,-8,5)
彭飞龙 -- 王一宁 0:3 (-8,-5,-6)
宋谦 -- 陈思畅 3:1 (5,9,-5,8)
彭飞龙 -- 梁俨苧 3:1 (-1,14,9,9)

2.厦门市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 6.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 1:3
郑芃垚 -- 王晨曦 1:3 (-5,-5,13,-6)
朱柏靖 -- 张淄沂 1:3 (-3,8,-11,-9)
周宇堃 -- 朱帝成 3:1 (-7,6,9,7)
郑芃垚 -- 张淄沂 0:3 (-5,-11,-13)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 15.深圳宝体榕汛队 3:1
黄凯顿 -- 冯耀恩 1:3 (-8,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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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翊新 -- 李禹昊 3:1 (6,10,-9,8)
张迪俊 -- 杨曲隆 3:2 (2,-8,-9,8,8)
冯翊新 -- 冯耀恩 3:1 (-10,7,5,9)

3.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 8.湖北队 2:3
祝佳祺 -- 华北 0:3 (-11,-15,-4)
王树坤 -- 卫扬坤 0:3 (-7,-7,-3)
胡俊豪 -- 陶育畅 3:2 (6,-11,17,-10,10)
王树坤 -- 华北 3:2 (-10,-5,11,6,10)
祝佳祺 -- 卫扬坤 1:3 (-8,-8,6,-10)

9.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 13.微山一中 3:0
曾蓓勋 -- 彭晟 3:1 (8,-11,5,9)
孙旒钦 -- 姜震宇 3:0 (3,7,3)
田灏 -- 宋柏甫 3:0 (8,3,5)

4.山西奥体一队 -- 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2:3
张治华 -- 吕冠潮 3:0 (6,8,8)
吴迪 -- 张鑫 0:3 (-6,-6,-8)
尤琦 -- 谭若鹏 1:3 (-9,-9,6,-4)
张治华 -- 张鑫 3:1 (11,-8,8,9)
吴迪 -- 吕冠潮 1:3 (-2,-7,5,-7)

12.湖南队 -- 16.固安众达 1:3
易江南 -- 王一宁 1:3 (-13,-10,7,-1)
龙屹 -- 梁俨苧 3:0 (10,8,9)
白鹤 -- 王晨策 0:3 (-10,-10,-2)
龙屹 -- 王一宁 0:3 (-7,-7,-4)

1.辽源吉程公路有限公司 -- 7.山西奥体二队 3:0
王振 -- 刘子铭 3:0 (4,7,8)
朱健辉 -- 李铖 3:1 (-7,6,9,9)
柳洋 -- 张国强 3:0 (7,6,11)

10.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 14.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1:3
王伟 -- 彭飞龙 3:1 (9,-5,2,9)
庞斌 -- 慈玺 1:3 (8,-9,-7,-5)
胡正豪 -- 宋谦 0:3 (-2,-10,-10)
庞斌 -- 彭飞龙 2:3 (-8,-4,8,8,-9)

2.厦门市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 15.深圳宝体榕汛队 0:3
周宇堃 -- 杨曲隆 0:3 (-5,-6,-2)
朱柏靖 -- 冯耀恩 0:3 (-7,-3,-12)
郑芃垚 -- 陳泳勳 2:3 (-8,9,-8,9,-8)

6.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 --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0:3
张淄沂 -- 冯翊新 0:3 (-9,-6,-7)
王晨曦 -- 张迪俊 0:3 (-8,-8,-7)
朱帝成 -- 黄凯顿 0:3 (-6,-5,-9)

3.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 13.微山一中 0:3
祝佳祺 -- 宋柏甫 0:3 (-13,-4,-4)
胡俊豪 -- 姜震宇 2:3 (4,-6,3,-7,-9)
包源涛 -- 彭晟 1:3 (-10,10,-12,-9)

8.湖北队 -- 9.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2:3
卫扬坤 -- 曾蓓勋 0:3 (-6,-10,-9)
华北 -- 孙旒钦 3:0 (9,7,8)
徐浩 -- 田灏 1:3 (-8,14,-7,-8)
华北 -- 曾蓓勋 3:1 (-4,9,5,7)
卫扬坤 -- 孙旒钦 1:3 (-4,-5,8,-9)

4.山西奥体一队 -- 12.湖南队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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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琦 -- 龙屹 2:3 (-9,9,8,-10,-9)
张治华 -- 易江南 1:3 (-8,7,-8,-6)
孙艺桐 -- 白鹤 0:3 (-5,-6,-9)

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 16.固安众达 0:3
吕冠潮 -- 陈思畅 1:3 (-5,3,-7,-11)
张鑫 -- 王一宁 2:3 (6,-7,-8,9,-10)
谭若鹏 -- 王晨策 2:3 (8,-8,-10,7,-9)

7.山西奥体二队 -- 10.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3:0
张国强 -- 王地 3:0 (2,4,7)
李铖 -- 胡正豪 3:0 (7,5,4)
刘子铭 -- 刘毅 3:0 (8,4,6)

1.辽源吉程公路有限公司 -- 14.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2:3
王振 -- 慈玺 3:0 (7,3,5)
朱健辉 -- 彭飞龙 0:3 (-3,-6,-6)
柳洋 -- 宋谦 2:3 (-8,6,8,-8,-14)
王振 -- 彭飞龙 3:0 (5,9,7)
朱健辉 -- 慈玺 2:3 (8,-5,-6,4,-5)

1.青岛市乒乓球运动协会 -- 2.八一队 3:0
罗铮 -- 周正 3:1 (4,-9,7,5)
汪佳男 -- 曹方 3:0 (9,9,5)
杨晓夫 -- 徐振尧 3:0 (2,7,5)

3.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 4.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3:0
邢航玮 -- 陈垣宇 3:2 (-8,8,6,-9,6)
王苏宇 -- 陈尚玄 3:2 (6,-10,7,-10,8)
隋青宇 -- 陶冠百 3:0 (9,8,6)

5.山东鲁能队 -- 6.天津队 3:0
汪庭印 -- 邱烁 3:0 (5,9,3)
刘祺龙 -- 高杨 3:2 (7,7,-11,-9,9)
李斌彬 -- 陈浩天 3:0 (9,17,2)

7.赛福特海南队 -- 8.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3
林诗栋 -- 赖数筠 3:0 (5,10,7)
王君毅鹏 -- 郑啸 0:3 (-7,-5,-6)
李元增 -- 谢东灼 2:3 (13,-9,-7,3,-9)
林诗栋 -- 郑啸 0:3 (-8,-7,-11)

9.南京东大智能 -- 10.上海体校曹燕华 3:1
李卓明 -- 李闻天 3:0 (9,4,9)
闫铭辉 -- 柳维海 3:0 (7,8,7)
张涵 -- 李浏雨浓 0:3 (-12,-10,-8)
闫铭辉 -- 李闻天 3:1 (-6,3,2,8)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12.上海龙腾 2:3
范国宁 -- 黄一舜 0:3 (-4,-8,-6)
蔡德常 -- 孙正 3:1 (2,-4,6,10)
姚官泽 -- 陈宇涛 0:3 (-4,-6,-3)
蔡德常 -- 黄一舜 3:1 (8,10,-9,5)
范国宁 -- 孙正 0:3 (-5,-10,-11)

13.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14.辽宁队 3:1
满派 -- 孙士彧 3:0 (8,11,7)
王新阳 -- 梁国栋 2:3 (8,-9,-6,4,-6)
冯梓盛 -- 陈垣蒴 3:1 (-9,7,9,7)
满派 -- 梁国栋 3:0 (7,1,4)

15.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 -- 16.天津市勤勤运动俱乐部 0:3

男子团体第一次淘汰赛和附加赛详细成绩（B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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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欣雨 -- 廖泓然 0:3 (-8,-8,-10)
王瑞 -- 尹航 1:3 (-8,-10,9,-6)
康志浩 -- 陈曦 2:3 (-11,8,-7,5,-7)

2.八一队 -- 4.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2:3
周正 -- 陈尚玄 3:1 (-8,4,10,8)
曹方 -- 陈垣宇 3:0 (5,9,3)
徐振尧 -- 陶冠百 0:3 (-8,-7,-4)
周正 -- 陈垣宇 1:3 (-10,5,-8,-2)
曹方 -- 陈尚玄 1:3 (-9,-10,9,-7)

6.天津队 -- 7.赛福特海南队 3:0
陈浩天 -- 林诗栋 3:1 (-8,9,6,7)
高杨 -- 李元增 3:1 (-6,5,12,8)
王天阔 -- 王君毅鹏 3:1 (-10,8,7,5)

10.上海体校曹燕华 --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2:3
李浏雨浓 -- 范国宁 3:1 (9,-8,6,5)
柳维海 -- 蔡德常 1:3 (-8,-11,7,-6)
李闻天 -- 姚官泽 3:1 (-11,6,6,9)
李浏雨浓 -- 蔡德常 0:3 (-4,-7,-5)
柳维海 -- 范国宁 1:3 (-7,-8,8,-4)

14.辽宁队 -- 15.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 1:3
梁国栋 -- 康志浩 2:3 (-10,8,-9,9,-10)
孙士彧 -- 王瑞 3:0 (6,8,9)
张棨斌 -- 杨欣雨 2:3 (-7,9,-9,6,-6)
梁国栋 -- 王瑞 0:3 (-10,-8,-11)

1.青岛市乒乓球运动协会 -- 3.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3:0
汪佳男 -- 王苏宇 3:0 (6,5,4)
罗铮 -- 邢航玮 3:0 (4,6,7)
杨晓夫 -- 隋青宇 3:1 (-13,9,5,4)

5.山东鲁能队 -- 8.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3:2
汪庭印 -- 赖数筠 3:0 (8,7,6)
李斌彬 -- 郑啸 3:2 (8,-4,6,-7,11)
刘祺龙 -- 谢东灼 2:3 (-10,2,-4,7,-11)
汪庭印 -- 郑啸 2:3 (-9,7,3,-14,-9)
李斌彬 -- 赖数筠 3:1 (6,10,-7,7)

9.南京东大智能 -- 12.上海龙腾 0:3
朱家俊 -- 黄一舜 0:3 (-4,-7,-5)
闫铭辉 -- 陈宇涛 2:3 (9,-5,7,-8,-5)
李卓明 -- 孙正 0:3 (-9,-11,-10)

13.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16.天津市勤勤运动俱乐部 0:3
满派 -- 尹航 1:3 (12,-2,-9,-9)
冯梓盛 -- 廖泓然 0:3 (-5,-7,-8)
王新阳 -- 陈曦 0:3 (-16,-5,-3)

2.八一队 -- 7.赛福特海南队 0:3
曹方 -- 林诗栋 0:3 (-3,-5,-9)
周正 -- 王君毅鹏 1:3 (-7,-12,4,-7)
徐振尧 -- 李元增 0:3 (-5,-8,-7)

10.上海体校曹燕华 -- 14.辽宁队 2:3
李浏雨浓 -- 孙士彧 0:3 (-7,-7,-8)
李闻天 -- 梁国栋 3:1 (11,-9,7,7)
徐望晗 -- 潘吕欣 3:1 (8,-9,3,12)
李闻天 -- 孙士彧 0:3 (-3,-10,-12)
李浏雨浓 -- 梁国栋 1:3 (-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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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6.天津队 3:0
陈尚玄 -- 邱烁 3:0 (4,9,4)
陈垣宇 -- 高杨 3:2 (-11,11,9,-9,7)
陶冠百 -- 王天阔 3:2 (-8,7,-9,7,5)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15.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 1:3
蔡德常 -- 康志浩 3:1 (9,7,-6,8)
范国宁 -- 王瑞 1:3 (7,-4,-8,-9)
姚官泽 -- 杨欣雨 1:3 (-4,8,-9,-2)
蔡德常 -- 王瑞 2:3 (11,-10,8,-8,-9)

3.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 8.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3
王苏宇 -- 郑啸 1:3 (-5,-9,9,-5)
邢航玮 -- 赖数筠 3:2 (9,-8,-9,9,9)
隋青宇 -- 谢东灼 2:3 (-6,10,4,-8,-9)
邢航玮 -- 郑啸 0:3 (-6,-9,-11)

9.南京东大智能 -- 13.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1:3
李卓明 -- 满派 1:3 (-7,12,-6,-9)
闫铭辉 -- 冯梓盛 3:0 (5,3,6)
彩晨 -- 王新阳 2:3 (9,9,-9,-10,-6)
闫铭辉 -- 满派 2:3 (-4,6,4,-2,-8)

1.青岛市乒乓球运动协会 -- 5.山东鲁能队 3:0
汪佳男 -- 頼啟鑑 3:1 (2,10,-6,6)
罗铮 -- 汪庭印 3:1 (-11,1,4,9)
杨晓夫 -- 李斌彬 3:0 (7,6,3)

12.上海龙腾 -- 16.天津市勤勤运动俱乐部 0:3
孙正 -- 尹航 1:3 (9,-6,-7,-13)
黄一舜 -- 廖泓然 1:3 (-16,5,-9,-8)
沈喆嵩 -- 陈曦 2:3 (9,10,-9,-10,-9)

2.八一队 -- 10.上海体校曹燕华 0:3
周正 -- 柳维海 0:3 (-7,-6,-3)
曹方 -- 李闻天 2:3 (-12,4,10,-8,-3)
徐振尧 -- 徐望晗 0:3 (-11,-4,-8)

7.赛福特海南队 -- 14.辽宁队 3:1
王君毅鹏 -- 潘吕欣 3:1 (-1,10,7,6)
林诗栋 -- 陈垣蒴 0:3 (-5,-6,-9)
李元增 -- 张棨斌 3:2 (6,-5,-9,7,5)
林诗栋 -- 潘吕欣 3:0 (7,8,8)

6.天津队 --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3:1
陈浩天 -- 蔡德常 0:3 (-5,-8,-8)
高杨 -- 范国宁 3:2 (7,-8,3,-10,6)
邱烁 -- 姚官泽 3:0 (9,7,8)
高杨 -- 蔡德常 3:2 (7,-10,8,-3,10)

4.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15.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 2:3
陈尚玄 -- 王强 2:3 (2,4,-10,-5,-9)
陈垣宇 -- 杨欣雨 3:1 (-6,9,9,9)
陶冠百 -- 康志浩 0:3 (-6,-8,-6)
陈尚玄 -- 杨欣雨 3:0 (6,6,11)
陈垣宇 -- 王强 2:3 (-9,6,-11,9,-9)

3.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 9.南京东大智能 3:2
邢航玮 -- 李卓明 3:2 (-5,14,8,-8,4)
王苏宇 -- 闫铭辉 0:3 (-7,-7,-10)
隋青宇 -- 张涵 3:0 (3,3,3)
邢航玮 -- 闫铭辉 0:3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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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苏宇 -- 李卓明 3:0 (8,6,9)

8.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 13.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3:2
郑啸 -- 冯梓盛 3:0 (5,6,5)
赖数筠 -- 满派 2:3 (8,-9,-5,8,-11)
宋嘉骐 -- 王新阳 0:3 (-5,-10,-13)
郑啸 -- 满派 3:1 (8,-7,8,8)
赖数筠 -- 冯梓盛 3:1 (8,-8,11,3)

5.山东鲁能队 -- 12.上海龙腾 3:0
汪庭印 -- 陈宇涛 3:2 (-11,-5,11,9,7)
頼啟鑑 -- 沈喆嵩 3:0 (6,8,7)
刘祺龙 -- 秦荧均 3:0 (8,5,3)

1.青岛市乒乓球运动协会 -- 16.天津市勤勤运动俱乐部 3:0
罗铮 -- 徐会涯 3:0 (4,7,6)
汪佳男 -- 徐柳韬 3:0 (3,4,5)
杨晓夫 -- 廖泓然 3:1 (-6,4,8,5)

1.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 2.南京东大智能 3:0
慈玺 -- 李卓明 3:0 (6,6,11)
彭飞龙 -- 闫铭辉 3:2 (-7,7,9,-9,12)
宋谦 -- 朱家俊 3:2 (4,-9,-12,6,9)

3.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4.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2:3
王新阳 -- 王伟 0:3 (-5,-6,-3)
满派 -- 庞斌 3:0 (8,4,8)
冯梓盛 -- 胡正豪 0:3 (-5,-4,-6)
满派 -- 王伟 3:2 (8,-5,5,-10,5)
王新阳 -- 庞斌 0:3 (-10,-5,-6)

5.山东鲁能队 -- 6.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2:3
汪庭印 -- 张鑫 2:3 (-6,10,9,-2,-6)
李斌彬 -- 吕冠潮 3:1 (7,14,-7,9)
刘祺龙 -- 谭若鹏 2:3 (9,8,-9,-7,-6)
李斌彬 -- 张鑫 3:1 (9,6,-9,10)
汪庭印 -- 吕冠潮 1:3 (-9,-11,5,-7)

7.山西奥体一队 -- 8.天津市勤勤运动俱乐部 0:3
吴迪 -- 廖泓然 0:3 (-10,-9,-9)
张治华 -- 尹航 0:3 (-8,-6,-9)
孙艺桐 -- 陈曦 1:3 (-2,-5,7,-5)

9.辽源吉程公路有限公司 -- 10.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3:1
王振 -- 王苏宇 3:0 (7,6,9)
朱健辉 -- 邢航玮 3:1 (-8,8,7,10)
孙浩喧 -- 隋青宇 0:3 (-1,-1,-3)
王振 -- 邢航玮 3:0 (9,6,4)

11.固安众达 -- 12.上海龙腾 3:0
王一宁 -- 陈宇涛 3:0 (6,3,8)
梁俨苧 -- 孙正 3:0 (7,9,8)
陈思畅 -- 沈喆嵩 3:2 (8,-8,7,-8,8)

13.山西奥体二队 -- 14.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3:1
贾明 -- 赖数筠 3:0 (7,7,5)
李铖 -- 郑啸 3:0 (7,9,3)
张国强 -- 谢东灼 0:3 (-1,-5,-3)
贾明 -- 郑啸 3:1 (4,5,-7,4)

15.湖南队 -- 16.青岛市乒乓球运动协会 0:3
易江南 -- 汪佳男 1:3 (24,-4,-6,-7)

男子团体第二次淘汰赛和附加赛详细成绩（1-1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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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屹 -- 罗铮 1:3 (-6,-6,9,-7)
白鹤 -- 杨晓夫 0:3 (-7,-10,-4)

2.南京东大智能 -- 3.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2:3
朱家俊 -- 满派 2:3 (3,-8,8,-4,-3)
闫铭辉 -- 冯梓盛 3:2 (-10,6,-11,8,9)
李卓明 -- 王新阳 3:0 (3,4,7)
闫铭辉 -- 满派 0:3 (-8,-5,-5)
朱家俊 -- 冯梓盛 1:3 (-3,-5,3,-8)

5.山东鲁能队 -- 7.山西奥体一队 3:1
刘祺龙 -- 张治华 3:0 (4,9,5)
李斌彬 -- 吴迪 3:0 (8,9,4)
汪庭印 -- 孙艺桐 2:3 (-8,7,5,-6,-6)
李斌彬 -- 张治华 3:1 (8,4,-9,10)

10.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 12.上海龙腾 0:3
隋青宇 -- 陈宇涛 0:3 (-6,-9,-9)
王苏宇 -- 孙正 2:3 (-6,6,-4,9,-12)
徐岩 -- 沈喆嵩 0:3 (-4,-9,-7)

14.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 15.湖南队 2:3
郑啸 -- 龙屹 3:0 (6,4,4)
赖数筠 -- 白鹤 3:1 (4,7,-9,8)
谢东灼 -- 易江南 1:3 (-9,-9,9,-10)
郑啸 -- 白鹤 0:3 (-13,-9,-8)
赖数筠 -- 龙屹 1:3 (9,-6,-6,-5)

1.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 4.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3:0
宋谦 -- 王伟 3:2 (10,-7,-14,9,3)
慈玺 -- 庞斌 3:2 (-9,6,5,-9,7)
彭飞龙 -- 胡正豪 3:0 (4,6,3)

6.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 8.天津市勤勤运动俱乐部 1:3
张鑫 -- 尹航 2:3 (6,-3,-6,9,-9)
谭若鹏 -- 廖泓然 3:1 (-6,7,11,7)
吕冠潮 -- 陈曦 0:3 (-6,-9,-8)
张鑫 -- 廖泓然 2:3 (-7,-7,7,6,-12)

9.辽源吉程公路有限公司 -- 11.固安众达 1:3
王振 -- 王一宁 2:3 (-9,2,8,-9,-5)
柳洋 -- 梁俨苧 1:3 (-4,-6,6,-3)
朱健辉 -- 陈思畅 3:2 (9,4,-3,-12,6)
王振 -- 梁俨苧 0:3 (-10,-4,-8)

13.山西奥体二队 -- 16.青岛市乒乓球运动协会 2:3
贾明 -- 杨晓夫 3:0 (5,11,2)
李铖 -- 汪佳男 1:3 (-8,-6,7,-4)
刘子铭 -- 罗铮 1:3 (6,-5,-3,-6)
李铖 -- 杨晓夫 3:0 (9,3,10)
贾明 -- 汪佳男 2:3 (-7,11,-11,11,-3)

2.南京东大智能 -- 7.山西奥体一队 2:3
李卓明 -- 张治华 3:2 (7,6,-9,-10,7)
闫铭辉 -- 吴迪 1:3 (-10,2,-9,-5)
朱家俊 -- 孙艺桐 2:3 (9,-11,-8,10,-8)
闫铭辉 -- 张治华 3:0 (2,9,3)
李卓明 -- 吴迪 0:3 (-4,-4,-1)

10.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 14.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3:0
隋青宇 -- 谢东灼 3:0 (6,7,6)
王苏宇 -- 赖数筠 3:2 (-8,-9,7,5,13)
徐岩 -- 宋嘉骐 3:2 (-8,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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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5.山东鲁能队 3:1
冯梓盛 -- 汪庭印 3:2 (-11,-5,8,6,11)
满派 -- 李斌彬 3:1 (-5,6,6,13)
王新阳 -- 頼啟鑑 2:3 (6,15,-5,-4,-7)
满派 -- 汪庭印 3:1 (6,-11,4,7)

12.上海龙腾 -- 15.湖南队 3:2
黄一舜 -- 龙屹 3:2 (-8,8,8,-5,8)
孙正 -- 易江南 2:3 (7,-8,-7,3,-10)
陈宇涛 -- 白鹤 3:0 (9,8,10)
孙正 -- 龙屹 2:3 (9,-9,-10,9,-12)
黄一舜 -- 易江南 3:0 (9,8,9)

4.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 6.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0:3
刘毅 -- 谭若鹏 1:3 (-4,-7,7,-4)
王地 -- 吕冠潮 0:3 (-3,-6,-11)
庞斌 -- 张鑫 2:3 (10,-6,-6,5,-13)

9.辽源吉程公路有限公司 -- 13.山西奥体二队 3:0
柳洋 -- 贾明 3:1 (7,-6,7,9)
王振 -- 李铖 3:1 (7,10,-8,9)
朱健辉 -- 刘子铭 3:1 (9,-12,11,8)

1.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 8.天津市勤勤运动俱乐部 0:3
慈玺 -- 廖泓然 1:3 (-9,9,-5,-13)
彭飞龙 -- 尹航 1:3 (11,-3,-8,-6)
宋谦 -- 陈曦 0:3 (-5,-2,-7)

11.固安众达 -- 16.青岛市乒乓球运动协会 3:2
王一宁 -- 罗铮 1:3 (-9,7,-6,-12)
梁俨苧 -- 汪佳男 3:1 (5,-5,6,8)
陈思畅 -- 杨晓夫 2:3 (10,-5,9,-12,-6)
梁俨苧 -- 罗铮 3:0 (10,8,8)
王一宁 -- 汪佳男 3:0 (9,11,8)

2.南京东大智能 -- 14.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3:1
朱家俊 -- 郑啸 2:3 (6,-3,-6,11,-6)
闫铭辉 -- 宋嘉骐 3:0 (6,8,6)
李卓明 -- 谢东灼 3:0 (6,6,10)
闫铭辉 -- 郑啸 3:1 (-6,7,10,4)

7.山西奥体一队 -- 10.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3:2
孙艺桐 -- 隋青宇 2:3 (-7,4,-7,10,-2)
吴迪 -- 王苏宇 0:3 (-14,-6,-11)
尤琦 -- 徐岩 3:1 (-9,2,8,8)
吴迪 -- 隋青宇 3:2 (-5,7,10,-8,8)
孙艺桐 -- 王苏宇 3:0 (9,10,7)

5.山东鲁能队 -- 15.湖南队 2:3
頼啟鑑 -- 龙屹 3:0 (7,8,9)
汪庭印 -- 易江南 0:3 (-9,-8,-7)
刘祺龙 -- 白鹤 0:3 (-6,-5,-9)
頼啟鑑 -- 易江南 3:0 (9,8,8)
汪庭印 -- 龙屹 0:3 (-11,-9,-8)

3.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12.上海龙腾 3:1
满派 -- 沈喆嵩 3:2 (-6,7,6,-11,6)
冯梓盛 -- 秦荧均 3:1 (9,7,-11,6)
王新阳 -- 陈宇涛 0:3 (-5,-14,-7)
满派 -- 秦荧均 3:0 (8,7,9)

4.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 13.山西奥体二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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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地 -- 刘子铭 1:3 (-7,-5,7,-3)
王伟 -- 李铖 3:1 (10,6,-13,7)
胡正豪 -- 张国强 1:3 (-9,-6,5,-9)
王地 -- 李铖 0:3 (-4,-6,-6)

6.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 9.辽源吉程公路有限公司 1:3
张鑫 -- 王振 1:3 (-7,9,-6,-7)
吕冠潮 -- 柳洋 2:3 (-4,-10,8,6,-9)
谭若鹏 -- 张智伦 3:0 (2,2,8)
吕冠潮 -- 王振 1:3 (4,-6,-6,-2)

1.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 16.青岛市乒乓球运动协会 1:3
彭飞龙 -- 罗铮 0:3 (-6,-5,-3)
恽方杰 -- 汪佳男 0:3 (-4,-3,-4)
慈玺 -- 孙一然 3:0 (4,4,4)
彭飞龙 -- 汪佳男 0:3 (-4,-2,-5)

8.天津市勤勤运动俱乐部 -- 11.固安众达 3:0
尹航 -- 梁俨苧 3:0 (10,5,10)
廖泓然 -- 王一宁 3:1 (6,-4,5,6)
陈曦 -- 王晨策 3:2 (-9,9,-10,5,7)

1.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 2.上海体校曹燕华 3:0
曾蓓勋 -- 李浏雨浓 3:2 (3,-7,8,-8,3)
田灏 -- 李闻天 3:0 (8,5,7)
孙旒钦 -- 柳维海 3:1 (-6,7,6,6)

3.赛福特海南队 -- 4.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3:0
林诗栋 -- 包源涛 3:0 (7,10,10)
王君毅鹏 -- 王树坤 3:1 (10,-6,13,11)
李元增 -- 胡俊豪 3:0 (6,7,3)

5.微山一中 -- 6.辽宁队 3:0
姜震宇 -- 梁国栋 3:0 (9,5,7)
彭晟 -- 孙士彧 3:1 (7,9,-6,14)
宋柏甫 -- 陈垣蒴 3:0 (6,4,4)

7.深圳宝体榕汛队 -- 8.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2:3
冯耀恩 -- 陈垣宇 3:1 (-9,9,10,9)
李禹昊 -- 陈尚玄 0:3 (-9,-5,-8)
杨曲隆 -- 陶冠百 3:0 (9,3,14)
冯耀恩 -- 陈尚玄 0:3 (-5,-7,-8)
李禹昊 -- 陈垣宇 0:3 (-2,-3,-9)

9.湖北队 -- 10.八一队 3:0
华北 -- 曹方 3:0 (8,8,6)
卫扬坤 -- 周正 3:0 (5,1,11)
陶育畅 -- 徐振尧 3:0 (3,8,6)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 12.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3:0
冯翊新 -- 蔡德常 3:2 (7,-11,9,-14,7)
张靖松 -- 范国宁 3:0 (10,9,13)
黄凯顿 -- 姚官泽 3:0 (18,10,8)

13.天津队 -- 14.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 3:0
高杨 -- 王晨曦 3:1 (8,-7,7,6)
陈浩天 -- 张淄沂 3:1 (16,8,-6,9)
王天阔 -- 朱帝成 3:2 (10,-6,-5,10,9)

15.厦门市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 16.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 1:3
郑芃垚 -- 王瑞 1:3 (-6,10,-9,-4)
朱柏靖 -- 康志浩 3:2 (-7,5,9,-6,9)

男子团体第二次淘汰赛和附加赛详细成绩（17-3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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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堃 -- 王强 2:3 (13,8,-7,-8,-5)
朱柏靖 -- 王瑞 0:3 (-5,-5,-9)

2.上海体校曹燕华 -- 4.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0:3
李闻天 -- 王树坤 1:3 (-5,6,-5,-9)
李浏雨浓 -- 胡俊豪 1:3 (10,-8,-9,-2)
柳维海 -- 包源涛 0:3 (-4,-7,-6)

6.辽宁队 -- 7.深圳宝体榕汛队 3:2
梁国栋 -- 冯耀恩 3:1 (7,8,-12,4)
孙士彧 -- 陳泳勳 3:0 (8,11,6)
陈垣蒴 -- 童冠嶧 2:3 (10,-9,-10,5,-6)
孙士彧 -- 冯耀恩 1:3 (-5,-8,9,-8)
梁国栋 -- 陳泳勳 3:0 (8,2,7)

10.八一队 -- 12.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1:3
周正 -- 范国宁 2:3 (4,-7,9,-6,-4)
曹方 -- 蔡德常 3:2 (4,-10,-5,8,10)
徐振尧 -- 姚官泽 1:3 (-9,-11,4,-5)
周正 -- 蔡德常 1:3 (-7,12,-3,-7)

14.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 -- 15.厦门市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3:2
王晨曦 -- 郑芃垚 3:1 (9,3,-7,4)
张淄沂 -- 朱柏靖 3:0 (6,4,7)
朱帝成 -- 周宇堃 2:3 (-3,4,8,-10,-3)
王晨曦 -- 朱柏靖 0:3 (-7,-9,-7)
张淄沂 -- 郑芃垚 3:0 (7,7,4)

1.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 3.赛福特海南队 3:1
曾蓓勋 -- 林诗栋 3:1 (7,8,-10,7)
田灏 -- 王君毅鹏 3:0 (8,7,6)
孙旒钦 -- 李元增 1:3 (-10,5,-8,-6)
田灏 -- 林诗栋 3:0 (8,5,5)

5.微山一中 -- 8.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2:3
彭晟 -- 陈垣宇 3:0 (6,5,10)
姜震宇 -- 陈尚玄 0:3 (-3,-4,-6)
宋柏甫 -- 陶冠百 3:1 (-8,7,7,4)
彭晟 -- 陈尚玄 0:3 (-9,-6,-9)
姜震宇 -- 陈垣宇 1:3 (-9,-1,9,-6)

9.湖北队 --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2:3
华北 -- 张靖松 3:0 (7,12,4)
卫扬坤 -- 冯翊新 3:1 (10,15,-5,8)
陶育畅 -- 张迪俊 2:3 (-9,-5,7,8,-14)
华北 -- 冯翊新 0:3 (-12,-12,-13)
卫扬坤 -- 张靖松 2:3 (8,-8,-8,7,-7)

13.天津队 -- 16.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 2:3
高杨 -- 康志浩 3:0 (7,9,9)
陈浩天 -- 王瑞 0:3 (-5,-5,-9)
邱烁 -- 杨欣雨 2:3 (9,-1,-6,7,-12)
高杨 -- 王瑞 3:0 (9,9,7)
陈浩天 -- 康志浩 2:3 (-5,9,7,-10,-8)

2.上海体校曹燕华 -- 7.深圳宝体榕汛队 3:0
李闻天 -- 冯耀恩 3:2 (-9,-5,6,5,5)
李浏雨浓 -- 杨曲隆 3:0 (6,7,3)
柳维海 -- 童冠嶧 3:1 (6,1,-10,6)

10.八一队 -- 15.厦门市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3:1
周正 -- 郑芃垚 0:3 (-7,-7,-8)
曹方 -- 朱柏靖 3:1 (-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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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振尧 -- 周宇堃 3:0 (2,7,3)
曹方 -- 郑芃垚 3:0 (8,10,5)

4.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 6.辽宁队 3:1
王树坤 -- 梁国栋 0:3 (-9,-10,-3)
胡俊豪 -- 孙士彧 3:1 (8,-9,5,4)
包源涛 -- 潘吕欣 3:2 (4,-11,-10,9,6)
王树坤 -- 孙士彧 3:1 (9,-9,10,10)

12.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14.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 3:2
蔡德常 -- 朱帝成 3:0 (8,3,7)
范国宁 -- 张淄沂 0:3 (-6,-6,-8)
姚官泽 -- 王晨曦 2:3 (-10,9,-6,13,-9)
蔡德常 -- 张淄沂 3:2 (-12,10,-8,9,9)
范国宁 -- 朱帝成 3:1 (11,3,-9,4)

3.赛福特海南队 -- 5.微山一中 3:2
林诗栋 -- 彭晟 3:2 (6,6,-9,-6,10)
王君毅鹏 -- 宋柏甫 2:3 (8,-9,6,-3,-8)
李元增 -- 姜震宇 3:2 (12,-5,9,-6,7)
林诗栋 -- 宋柏甫 0:3 (-7,-11,-9)
王君毅鹏 -- 彭晟 3:1 (7,8,-7,6)

9.湖北队 -- 13.天津队 3:1
陶育畅 -- 高杨 3:1 (10,-9,6,6)
华北 -- 王天阔 3:0 (7,6,8)
徐浩 -- 邱烁 0:3 (-8,-10,-10)
华北 -- 高杨 3:1 (10,-7,7,9)

1.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 8.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1:3
曾蓓勋 -- 陈尚玄 1:3 (6,-6,-8,-9)
田灏 -- 陈垣宇 3:0 (2,8,6)
孙旒钦 -- 陶冠百 0:3 (-9,-7,-7)
曾蓓勋 -- 陈垣宇 1:3 (-8,-5,6,-6)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 16.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 1:3
张靖松 -- 王瑞 0:3 (-6,-8,-10)
冯翊新 -- 康志浩 3:2 (-7,12,-8,12,5)
黄凯顿 -- 杨欣雨 0:3 (-5,-13,-8)
冯翊新 -- 王瑞 1:3 (12,-8,-7,-10)

7.深圳宝体榕汛队 -- 15.厦门市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3:0
杨曲隆 -- 郑芃垚 3:1 (6,9,-9,7)
童冠嶧 -- 周宇堃 3:1 (4,8,-9,8)
陳泳勳 -- 朱柏靖 3:2 (8,-9,9,-4,4)

2.上海体校曹燕华 -- 10.八一队 3:0
李浏雨浓 -- 周正 3:1 (-6,4,5,5)
柳维海 -- 曹方 3:1 (-9,5,3,4)
李闻天 -- 徐振尧 3:0 (9,3,9)

6.辽宁队 -- 14.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 3:2
孙士彧 -- 张淄沂 2:3 (-8,6,10,-5,-9)
梁国栋 -- 王晨曦 2:3 (9,10,-7,-9,-2)
潘吕欣 -- 朱帝成 3:2 (-8,-9,8,9,6)
孙士彧 -- 王晨曦 3:2 (15,-4,-6,8,2)
梁国栋 -- 张淄沂 3:1 (5,-8,6,4)

4.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 12.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2:3
胡俊豪 -- 蔡德常 1:3 (-8,-9,5,-8)
王树坤 -- 范国宁 0:3 (-9,-9,-5)
包源涛 -- 姚官泽 3:2 (-8,5,-10,11,7)
王树坤 -- 蔡德常 3:1 (1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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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俊豪 -- 范国宁 0:3 (-4,-9,-8)

5.微山一中 -- 13.天津队 3:1
彭晟 -- 陈浩天 0:3 (-6,-7,-6)
宋柏甫 -- 邱烁 3:1 (6,-9,4,8)
姜震宇 -- 王天阔 3:1 (-9,6,4,9)
宋柏甫 -- 陈浩天 3:0 (7,5,5)

3.赛福特海南队 -- 9.湖北队 0:3
王君毅鹏 -- 华北 0:3 (-8,-5,-7)
林诗栋 -- 陶育畅 1:3 (-5,6,-7,-11)
李元增 -- 卫扬坤 2:3 (8,-10,6,-9,-7)

1.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3:0
曾蓓勋 -- 冯翊新 3:2 (-9,4,8,-5,7)
孙旒钦 -- 张迪俊 3:0 (5,8,6)
田灏 -- 黄凯顿 3:0 (3,3,3)

8.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16.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 2:3
陈垣宇 -- 杨欣雨 1:3 (9,-15,-13,-4)
陶冠百 -- 王强 3:2 (-11,5,-3,6,8)
陈尚玄 -- 王瑞 2:3 (-8,-9,8,7,-2)
陈垣宇 -- 王强 3:2 (-9,6,2,-9,6)
陶冠百 -- 杨欣雨 1:3 (-9,-8,7,-9)

1.天津市勤勤运动俱乐部 -- 2.南京东大智能 3:0
廖泓然 -- 朱家俊 3:0 (7,3,10)
尹航 -- 闫铭辉 3:0 (9,5,5)
陈曦 -- 李卓明 3:0 (8,9,8)

3.上海龙腾 -- 4.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2:3
黄一舜 -- 王伟 0:3 (-2,-8,-8)
陈宇涛 -- 庞斌 3:0 (3,8,5)
孙正 -- 刘毅 2:3 (-11,-7,11,5,-11)
陈宇涛 -- 王伟 3:2 (-6,8,-10,7,9)
黄一舜 -- 庞斌 1:3 (-2,-10,13,-6)

5.辽源吉程公路有限公司 -- 6.山东鲁能队 3:0
王振 -- 刘祺龙 3:0 (9,6,7)
柳洋 -- 李斌彬 3:1 (5,-10,6,8)
朱健辉 -- 汪庭印 3:0 (5,8,4)

7.山西奥体一队 -- 8.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1:3
吴迪 -- 彭飞龙 3:2 (-3,-7,10,7,9)
张治华 -- 慈玺 0:3 (-7,-5,-7)
孙艺桐 -- 宋谦 0:3 (-8,-9,-8)
张治华 -- 彭飞龙 0:3 (-6,-7,-2)

9.青岛市乒乓球运动协会 -- 10.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3:2
汪佳男 -- 隋青宇 3:1 (-9,7,8,9)
杨晓夫 -- 王苏宇 0:3 (-8,-10,-14)
李佳彭 -- 徐岩 0:3 (-3,-5,-8)
汪佳男 -- 王苏宇 3:0 (9,3,7)
杨晓夫 -- 隋青宇 3:0 (7,9,6)

11.湖南队 -- 12.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0:3
白鹤 -- 谭若鹏 0:3 (-8,-2,-2)
龙屹 -- 吕冠潮 1:3 (-12,9,-8,-4)
易江南 -- 张鑫 0:3 (-7,-5,-8)

13.山西奥体二队 -- 14.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3:0
贾明 -- 冯梓盛 3:0 (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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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铖 -- 满派 3:0 (5,6,8)
刘子铭 -- 王新阳 3:1 (-6,9,7,9)

15.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 16.固安众达 1:3
赖数筠 -- 梁俨苧 1:3 (10,-9,-8,-4)
郑啸 -- 王一宁 3:2 (6,-7,9,-9,9)
谢东灼 -- 王晨策 1:3 (10,-7,-11,-7)
郑啸 -- 梁俨苧 2:3 (-10,-6,4,9,-12)

1.天津市勤勤运动俱乐部 -- 4.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3:1
廖泓然 -- 庞斌 3:0 (6,9,6)
尹航 -- 王伟 2:3 (-8,4,-15,5,-8)
陈曦 -- 刘毅 3:1 (6,11,-8,6)
廖泓然 -- 王伟 3:2 (-9,10,-4,7,11)

5.辽源吉程公路有限公司 -- 8.恒伟体育-广域浙大俱乐部 3:2
柳洋 -- 彭飞龙 2:3 (-7,-7,7,5,-2)
王振 -- 慈玺 3:1 (-9,5,8,5)
朱健辉 -- 宋谦 3:2 (-7,6,-9,10,11)
王振 -- 彭飞龙 2:3 (-10,7,-9,7,-9)
柳洋 -- 慈玺 3:0 (9,4,7)

9.青岛市乒乓球运动协会 -- 12.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3:0
汪佳男 -- 张鑫 3:2 (-10,12,7,-8,6)
杨晓夫 -- 谭若鹏 3:2 (12,-6,8,-11,6)
罗铮 -- 吕冠潮 3:0 (7,4,4)

13.山西奥体二队 -- 16.固安众达 3:2
刘子铭 -- 王一宁 1:3 (-6,-8,8,-6)
贾明 -- 梁俨苧 3:0 (7,9,8)
李铖 -- 陈思畅 3:1 (7,7,-5,6)
刘子铭 -- 梁俨苧 1:3 (11,-7,-7,-11)
贾明 -- 王一宁 3:2 (-8,9,7,-3,5)

1.正定县实验学校二队 -- 2.深圳宝体榕汛队 3:0
康志浩 -- 冯耀恩 3:1 (-8,7,11,7)
王瑞 -- 杨曲隆 3:0 (6,8,3)
杨欣雨 -- 童冠嶧 3:1 (-11,7,6,7)

3.浙江竞体乒乓球俱乐部 -- 4.微山一中 3:0
王树坤 -- 彭晟 3:1 (8,9,-9,4)
胡俊豪 -- 宋柏甫 3:1 (8,-7,6,8)
包源涛 -- 姜震宇 3:1 (9,-9,10,6)

5.赛福特海南队 -- 6.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 3:0
王君毅鹏 -- 王晨曦 3:2 (6,-4,-13,7,6)
林诗栋 -- 张淄沂 3:2 (-7,4,10,-6,9)
李元增 -- 朱帝成 3:0 (5,3,10)

7.上海体校曹燕华 -- 8.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1:3
柳维海 -- 曾蓓勋 0:3 (-8,-9,-10)
李闻天 -- 田灏 3:2 (-6,-8,8,8,6)
李浏雨浓 -- 孙旒钦 0:3 (-8,-10,-3)
李闻天 -- 曾蓓勋 1:3 (-7,7,-10,-5)

9.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 10.八一队 3:0
冯翊新 -- 周正 3:1 (8,-9,5,7)
张靖松 -- 曹方 3:0 (7,2,8)
张迪俊 -- 徐振尧 3:0 (3,8,9)

11.辽宁队 -- 12.湖北队 0:3
孙士彧 -- 卫扬坤 2:3 (-5,7,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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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国栋 -- 华北 0:3 (-8,-4,-4)
潘吕欣 -- 陶育畅 2:3 (-5,7,8,-6,-8)

13.天津队 -- 14.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2:3
高杨 -- 范国宁 3:1 (-5,8,8,9)
陈浩天 -- 蔡德常 0:3 (-11,-2,-6)
邱烁 -- 姚官泽 1:3 (4,-6,-7,-8)
高杨 -- 蔡德常 3:0 (4,3,3)
陈浩天 -- 范国宁 1:3 (-5,6,-5,-3)

15.厦门市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 16.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0:3
朱柏靖 -- 陈垣宇 0:3 (-7,-11,-7)
郑芃垚 -- 陈尚玄 0:3 (-7,-9,-1)
周宇堃 -- 陶冠百 1:3 (-12,-6,7,-7)

2.深圳宝体榕汛队 -- 4.微山一中 1:3
冯耀恩 -- 宋柏甫 0:3 (-13,-9,-9)
杨曲隆 -- 彭晟 3:2 (9,-6,13,-10,8)
童冠嶧 -- 姜震宇 0:3 (-12,-10,-6)
杨曲隆 -- 宋柏甫 1:3 (7,-5,-7,-11)

6.正定县实验学校一队 -- 7.上海体校曹燕华 1:3
王晨曦 -- 柳维海 1:3 (-6,10,-10,-7)
张淄沂 -- 李浏雨浓 3:1 (7,-8,6,5)
朱帝成 -- 李闻天 0:3 (-8,-7,-6)
王晨曦 -- 李浏雨浓 1:3 (-5,-9,8,-7)

10.八一队 -- 11.辽宁队 2:3
周正 -- 梁国栋 3:2 (-6,6,6,-8,9)
曹方 -- 孙士彧 0:3 (-7,-7,-5)
徐振尧 -- 潘吕欣 3:1 (4,-5,9,11)
曹方 -- 梁国栋 0:3 (-4,-5,-5)
周正 -- 孙士彧 0:3 (-8,-8,-5)

13.天津队 -- 15.厦门市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3:0
高杨 -- 周宇堃 3:1 (8,-10,6,1)
陈浩天 -- 朱柏靖 3:1 (-7,6,4,6)
王天阔 -- 郑芃垚 3:0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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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通知 

 

1.宁波大学临海乒校女子团

体贾晨变更为赵阁 

2.南京东大智能男子团体方

云峰替换为朱家俊，同时增加彩

晨。 

 
大会组委会 

2018 年 8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