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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第1名 天津科技大学

第2名 正定基地一队 第2名 大商新玛特

第3名 浙江财经大学 第3名 东北师范大学

第4名 山东鲁能 第4名 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

第5名 河海大学 第5名 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第6名 上海龙腾 第6名 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第7名 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第7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第8名 湖南师范大学 第8名 江西一队

第9名 中国乒乓球学院 第9名 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第10名 万和通信 第10名 云南亚讯

第11名 河南省林州市乒乓球协会俱乐部 第11名 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第12名 桐乡市茅盾中学 第12名 安徽省乒乓球队

第13名 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第13名 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第14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第14名 湖南长郡中学

第15名 内蒙古师范大学 第15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第16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四队 第16名 辽宁一队

第17名 江西队 第17名 正定基地一队

第18名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 第18名 正定基地二队

第19名 正定基地二队 第19名 辽宁二队

第20名 内蒙古球管中心 第20名 辽宁四队

第21名 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第21名 南通市通州区乒乓球运动学校一队

第22名 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第22名 辽宁三队

第23名 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第24名 云南一队

第25名 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第26名 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比赛名次表

男子团体 女子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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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鹰 赵好龙 李逸凡 曾海龙 肖超 宋继弘 石晓萱 刘洋洋 王一同 张杨思宇 崔炀钶 张晓靖

张淇宣 赵明宇 张祎宁

易展舟 弭瑞杰 任峻灿 李新洋 周俊霖 陈泊雨 樊建欣 李明明 秦诗琪 康钰杰 王一卓 郭少冉

马智涵 龙奕舟 徐书莹 佟欣

孙中绅 尹耀玮 张俊天 王景涛 赵紫阳 邱楠 姜领 孙笑竹 范硕 华月宁 闫禹橦 陈美彤

寿晨仰 武翟 林祥睿 赵含

穆泽宇 肖骐骏 范宇浩 史安航 张子健 韩岱霖 李宇星 冯晓琳 叶晓桦 米湘 许龄心 徐儒叶

刘倚尊 王蕴飞 王珂 何敏 黄倩仪 李雨辰

陈宇翔 陆剑波 李成树 焦禹璇 杨昊 刘小瑜 梁敬翎 郭海超 程皖宜 于子悦 王彦懿 楚宁

张育铭 斯信荣 穆荣臻 夏小茜

陈志阳 张天弘 何一飞 马跃 宋增位 付深武 陈彦妤 屈沛琳 李迎迎 张靖宜 尚宁 乔涵馨彤

李铁 章昊 王乙竹

史璨诚 张涵 袁玉成 付子桐 赵涵博 朱锐 马紫晗 张泽苒 邱泓珺

李永佳 李彤烨 宋嘉珊

喻琛 张明哲 戴子曾 王继哗 王冉冉 徐家梁 朱雨欣 姜佩伶 马小林

刘家诚 李梦玲

张铜 施宇 王田戈 吕朝阳 赵一恒 杜宇晨 陈思晓 周诗曼 印宁

顾宇航 黄韵茹

余林洋 尹健博 李宁 刘泓佐 周锦泉 王子豪 杨冬园 王怡宁 李姿熠

张治国 张敏 吴文豪 滕晓霖

安嘉成 聂冲 阎柯晓 景绘羽 王伊凡 张妍夷

阎柃晓 王涌 任紫瑜

杨铖 孙健豪 苗艺泷 陈妍 孟圆 张超怡

林子越

郭浩远 张天涵 牟洲 曹晰 李明珠 毕长娟

靳奥 史继晟 陈旭成 黄雅妮 朱琼宇 刘绚儿

赵元豪 涂予菲

石新鹏 杜金威 刘智鑫 时妃云 张笑侠 张韩潇

张壮

史宇博 李锦浩 朱胤鸣 张楠萱 褚曼琦 王姝文

比赛名次表
中国乒乓球通州训练基地  11月3-7日

男子团体 女子团体

第1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第17名
江西队

第1名
天津科技大学

第17名
正定基地一队

第2名
正定基地一队

第18名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

第2名
大商新玛特

第18名
正定基地二队

第19名
辽宁二队

第4名
山东鲁能

第20名
内蒙古球管中心

第4名
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

第20名
辽宁四队

第3名
浙江财经大学

第19名
正定基地二队

第3名
东北师范大学

第21名
南通市通州区乒乓球运动学校一队

第6名
上海龙腾

第22名
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第6名
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第22名
辽宁三队

第5名
河海大学

第21名
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第5名
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第8名
湖南师范大学 云南一队

第8名
江西一队

第7名
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第23名
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第7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第24名

第25名

第10名
万和通信

第26名
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第10名
云南亚讯

第9名
中国乒乓球学院 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第9名
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第12名
桐乡市茅盾中学

第12名
安徽省乒乓球队

第11名
河南省林州市乒乓球协会俱乐部

第11名
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第14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第14名
湖南长郡中学

第13名
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第13名
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第16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四队

第16名
辽宁一队

第15名
内蒙古师范大学

第15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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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积分 计算 名次

1 2 3 4 5 6 计算 名次

1 2 3 4 5 6 7 积分 计算 名次

1 2 3 4 5 6 计算 名次

7 1 4

3:13:0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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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7 2 3

1103:1

2

6162:30:33:2

1:30:3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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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9 4

5261:3

2:33:23:2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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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3:0 12 1

581:3

2:30:3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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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7 6

761:32:3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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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113:13:10:33:0

2:3 5 6

563:2

1103:03:03:1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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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13:10:30:33: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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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32:31:32:33:10: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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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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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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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团体第一阶段

3,4/4

14/12

3,4/4

12/14
3,4/4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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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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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和通信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四队

6

6 桐乡市茅盾中学

3:1 9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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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3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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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D 组

4

5

积分

1

2

3

中国乒乓球学院

河南省林州市乒乓球协会俱乐部

云南一队

内蒙古师范大学

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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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浙江财经大学

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5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上海龙腾

山东鲁能

江西队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

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正定基地二队

内蒙古球管中心

C 组

1

2

3

4

5

1

2

3

B 组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湖南师范大学

河海大学

正定基地一队

3

积分

A 组

4

5

6

7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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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1 1 3  3:1 2

4  3: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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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1 5

7  3:0 6 5  3:0 8

7  3:0 8

 3:0  4  3:2  14  3:0  1  3:0  6  3:0  11  3:0  13  3:2  16  3:2  10

12 7 15 9 3 5 2 8

9  3:1 10

12  3:2 9 11  3:2 10

12  3: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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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3:0 13

14  3:0 15 13  3:2 16

15  3:0 16

桐乡市茅盾中学

浙江财经大学

男子团体第二阶段·决1-16名

13

14

5

6

7

8

1

2

15

16

9

10

11

12

3

4

上海龙腾

中国乒乓球学院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正定基地一队

河海大学

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万和通信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内蒙古师范大学

河南省林州市乒乓球协会俱乐部

山东鲁能

湖南师范大学

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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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3:W-0 3

4

 3:W-0 3

 w-0:w-0 5  3:1 3

5

8  3:W-0 5

8

 3:W-0  14  3:W-0  13  3:W-0  12  3:W-0  5  3:0  16

4 9 3

9

12  3:1 9

12

13  3:W-0 12 9  3:W-0 16

 3:0 13

14

13  3:1 16

16

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9

10

11

12

男子团体第二阶段·决17-26名

5

6

7

8

1

2

3

4

内蒙古球管中心

轮空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四队

15

16

13

14

正定基地二队

云南一队

轮空

江西队

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

轮空

轮空

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轮空

轮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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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积分 计算 名次

1 2 3 4 5 计算 名次

1 2 3 4 5 计算 名次

1 2 3 4 5 6 积分 计算 名次

6

563:12:3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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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473:23:0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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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1103:03:03:0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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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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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03:1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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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33:20:30:3

183:03:13:03:0

积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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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53:20:30:3

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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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积分

1

273:13:0

2:30:30:30:3

3:0 3:0 3:0 3:0

3:2 7 4

652:3

2:3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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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9 2

563:21:3

3:1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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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10 1

383:03:1

6

1

D 组

2

3

4

5

东北师范大学

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

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湖南长郡中学

辽宁三队

南通市通州区乒乓球运动学校一队

C 组

5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5 辽宁二队

4 正定基地一队

3

4

安徽省乒乓球队

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1 天津科技大学

2 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3 辽宁一队

江西一队

1

A 组

2

3

4

1

2

女子团体第一阶段

3:0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5

6

正定基地二队

云南亚讯

辽宁四队

大商新玛特

B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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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0 4 3  3:0 1

4  3: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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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0 5

7  3:2 6 8  3:2 5

7  3:0 8

 3:2  14  3:1  11  3:0  15  3:0  4  3:0  3  3:0  8  3:2  5  3:2  9

7 2 6 10 12 13 16 1

10  3:0 9

11  3:1 10 12  3:1 9

11  3: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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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3:0 13

14  3:1 15 13  3:0 16

15  3:0 16

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

女子团体第二阶段·决1-16名

13

14

5

6

7

8

1

2

15

16

9

10

11

12

3

4

东北师范大学

安徽省乒乓球队

辽宁一队

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天津科技大学

云南亚讯

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江西一队

大商新玛特

湖南长郡中学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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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3:1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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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 5
 3:0 5

6

8  3:2 5

8

女子团体第二阶段·决17-22名

5

6

7

轮空

辽宁四队

南通市通州区乒乓球运动学校一队

正定基地二队

辽宁三队

轮空

辽宁二队

正定基地一队

8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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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组

1.万和通信 -- 3.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3:0

李宁 -- 张天涵 3:0 (8,9,8)

尹健博 -- 牟洲 3:0 (3,3,5)

余林洋 -- 郭浩远 3:0 (7,2,6)

2.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四队 -- 7.重庆市杨家坪中学 3:1

李锦浩 -- 李新洋 3:0 (5,4,4)

史宇博 -- 周俊霖 0:3 (-8,-9,-8)

朱胤鸣 -- 陈泊雨 3:0 (8,7,7)

李锦浩 -- 周俊霖 3:0 (4,9,8)

4.上海龙腾 -- 6.江西队 3:1

陈志阳 -- 肖超 3:1 (5,8,-8,5)

章昊 -- 宋继弘 3:2 (-5,-6,6,3,7)

李铁 -- 曾海龙 1:3 (8,-9,-5,-8)

陈志阳 -- 宋继弘 3:0 (9,8,7)

1.万和通信 -- 5.山东鲁能 3:0

李宁 -- 刘倚尊 3:0 (7,7,7)

尹健博 -- 穆泽宇 3:1 (9,7,-8,10)

余林洋 -- 肖骐骏 3:1 (7,6,-7,8)

3.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 7.重庆市杨家坪中学 3:0

张天涵 -- 李新洋 3:0 (2,12,8)

牟洲 -- 周俊霖 3:2 (5,9,-7,-7,9)

郭浩远 -- 陈泊雨 3:2 (-8,8,9,-9,9)

2.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四队 -- 4.上海龙腾 0:3

李锦浩 -- 陈志阳 0:3 (-6,-5,-5)

史宇博 -- 章昊 1:3 (-14,8,-7,-7)

朱胤鸣 -- 李铁 0:3 (-7,-6,-2)

1.万和通信 -- 7.重庆市杨家坪中学 3:0

余林洋 -- 李新洋 3:0 (6,6,4)

尹健博 -- 周俊霖 3:1 (8,5,-7,7)

李宁 -- 陈泊雨 3:0 (4,10,10)

5.山东鲁能 -- 6.江西队 3:2

刘倚尊 -- 曾海龙 3:1 (-3,10,6,6)

穆泽宇 -- 肖超 3:2 (-3,-11,4,10,4)

肖骐骏 -- 宋继弘 0:3 (-11,-3,-13)

穆泽宇 -- 曾海龙 0:3 (-8,-12,-9)

刘倚尊 -- 肖超 3:1 (7,8,-12,10)

3.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 4.上海龙腾 2:3

牟洲 -- 陈志阳 2:3 (9,-7,-9,6,-5)

张天涵 -- 章昊 3:2 (-10,12,-10,11,13)

郭浩远 -- 李铁 3:1 (-8,5,9,7)

张天涵 -- 陈志阳 0:3 (-6,-5,-9)

牟洲 -- 章昊 0:3 (-7,-6,-3)

1.万和通信 -- 6.江西队 3:0

尹健博 -- 宋继弘 3:0 (4,2,3)

李宁 -- 曾海龙 3:2 (-6,7,-11,6,9)

余林洋 -- 肖超 3:1 (7,3,-9,12)

7.重庆市杨家坪中学 -- 4.上海龙腾 1:3

周俊霖 -- 李铁 0:3 (-6,-4,-8)

李新洋 -- 章昊 1:3 (-6,-6,14,-6)

陈泊雨 -- 陈志阳 3:1 (8,-6,5,9)

周俊霖 -- 章昊 0:3 (-6,-4,-1)

5.山东鲁能 -- 2.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四队 3:0

穆泽宇 -- 史宇博 3:0 (7,7,12)

刘倚尊 -- 李锦浩 3:1 (8,-8,11,5)

范宇浩 -- 朱胤鸣 3:0 (9,8,7)

团体赛比分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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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赛比分明细

A组

1.万和通信 -- 4.上海龙腾 3:1

尹健博 -- 章昊 3:0 (9,6,4)

李宁 -- 陈志阳 2:3 (6,-9,-10,12,-2)

余林洋 -- 李铁 3:1 (8,3,-12,9)

李宁 -- 章昊 3:2 (11,8,-6,-9,2)

6.江西队 -- 2.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四队 3:1

曾海龙 -- 李锦浩 0:3 (-7,-5,-6)

宋继弘 -- 史宇博 3:1 (11,-9,9,10)

肖超 -- 朱胤鸣 3:0 (2,6,7)

宋继弘 -- 李锦浩 3:1 (10,5,-9,3)

5.山东鲁能 -- 3.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1:3

穆泽宇 -- 牟洲 2:3 (-7,10,7,-9,-9)

刘倚尊 -- 张天涵 3:1 (9,-10,9,10)

肖骐骏 -- 郭浩远 1:3 (6,-6,-4,-10)

穆泽宇 -- 张天涵 0:3 (-11,-10,-10)

1.万和通信 -- 2.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四队 3:2

尹健博 -- 史宇博 3:1 (11,6,-12,9)

余林洋 -- 李锦浩 2:3 (8,-7,-9,10,-8)

李宁 -- 朱胤鸣 3:0 (8,6,10)

余林洋 -- 史宇博 1:3 (-6,-6,14,-4)

尹健博 -- 李锦浩 3:1 (3,8,-4,10)

6.江西队 -- 3.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2:3

宋继弘 -- 牟洲 1:3 (-7,-8,5,-7)

曾海龙 -- 张天涵 1:3 (-9,4,-5,-9)

肖超 -- 郭浩远 3:0 (10,8,6)

宋继弘 -- 张天涵 3:2 (11,-3,-10,8,5)

曾海龙 -- 牟洲 2:3 (-9,10,-10,9,-8)

7.重庆市杨家坪中学 -- 5.山东鲁能 1:3

周俊霖 -- 刘倚尊 0:3 (-11,-7,-7)

李新洋 -- 穆泽宇 0:3 (-5,-9,-4)

陈泊雨 -- 范宇浩 3:1 (-2,8,9,8)

李新洋 -- 刘倚尊 0:3 (-10,-1,-4)

2.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四队 -- 3.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1:3

李锦浩 -- 张天涵 3:2 (-9,7,-10,8,9)

史宇博 -- 牟洲 2:3 (9,-4,8,-6,-7)

朱胤鸣 -- 郭浩远 2:3 (6,11,-8,-4,-9)

李锦浩 -- 牟洲 2:3 (6,-8,6,-9,-6)

4.上海龙腾 -- 5.山东鲁能 3:1

陈志阳 -- 穆泽宇 3:2 (9,-6,3,-6,10)

章昊 -- 刘倚尊 0:3 (-5,-8,-7)

李铁 -- 肖骐骏 3:1 (5,10,-6,13)

陈志阳 -- 刘倚尊 3:1 (7,-3,8,6)

6.江西队 -- 7.重庆市杨家坪中学 1:3

张淇宣 -- 周俊霖 0:3 (-3,-2,-8)

肖超 -- 李新洋 3:0 (10,11,12)

曾海龙 -- 陈泊雨 0:3 (-8,-5,-6)

张淇宣 -- 李新洋 0:3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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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赛比分明细

B组

1.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 3.河海大学 0:3

赵好龙 -- 陆剑波 0:3 (-10,-5,-9)

王宏鹰 -- 张育铭 2:3 (-8,5,8,-7,-8)

李逸凡 -- 斯信荣 1:3 (-9,11,-5,-5)

6.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 5.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3:2

马跃 -- 刘泓佐 3:1 (6,-8,10,9)

付深武 -- 周锦泉 3:0 (6,7,5)

宋增位 -- 王子豪 2:3 (-10,-10,9,9,-6)

马跃 -- 周锦泉 1:3 (-7,-6,5,-7)

付深武 -- 刘泓佐 3:0 (2,7,5)

2.湖南师范大学 -- 4.正定基地一队 0:3

戴子曾 -- 易展舟 0:3 (-7,-6,-8)

喻琛 -- 弭瑞杰 1:3 (7,-7,-5,-6)

张明哲 -- 马智涵 2:3 (-6,6,-9,8,-12)

1.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 5.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3:1

赵好龙 -- 王子豪 3:0 (4,6,5)

王宏鹰 -- 周锦泉 3:0 (9,9,9)

李逸凡 -- 刘泓佐 1:3 (-5,8,-7,-9)

赵好龙 -- 周锦泉 3:0 (6,9,1)

3.河海大学 -- 4.正定基地一队 1:3

陆剑波 -- 易展舟 2:3 (-11,9,9,-4,-9)

张育铭 -- 弭瑞杰 3:0 (6,10,8)

陈宇翔 -- 马智涵 1:3 (9,-5,-7,-7)

张育铭 -- 易展舟 0:3 (-8,-6,-8)

6.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 2.湖南师范大学 1:3

马跃 -- 张明哲 1:3 (6,-10,-12,-7)

付深武 -- 喻琛 3:1 (8,8,-6,9)

宋增位 -- 戴子曾 1:3 (7,-10,-7,-7)

马跃 -- 喻琛 2:3 (10,-6,-8,5,-5)

1.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 4.正定基地一队 1:3

赵好龙 -- 弭瑞杰 3:2 (-6,-8,5,9,9)

王宏鹰 -- 易展舟 0:3 (-9,-7,-11)

李逸凡 -- 马智涵 1:3 (-11,9,-7,-6)

赵好龙 -- 易展舟 0:3 (-12,-5,-7)

5.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 2.湖南师范大学 1:3

刘泓佐 -- 张明哲 2:3 (-8,7,9,-7,-4)

周锦泉 -- 喻琛 0:3 (-8,-5,-6)

王子豪 -- 刘家诚 3:2 (-11,9,10,-6,9)

刘泓佐 -- 喻琛 1:3 (-6,12,-10,-11)

3.河海大学 -- 6.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3:0

陆剑波 -- 马跃 3:2 (-9,-10,10,4,9)

斯信荣 -- 付深武 3:2 (-7,11,5,-9,5)

陈宇翔 -- 宋增位 3:0 (5,5,5)

1.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 2.湖南师范大学 1:3

赵好龙 -- 张明哲 3:0 (7,5,7)

王宏鹰 -- 喻琛 1:3 (-8,13,-8,-8)

李逸凡 -- 戴子曾 0:3 (-8,-9,-6)

赵好龙 -- 喻琛 0:3 (-8,-8,-6)

4.正定基地一队 -- 6.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3:0

弭瑞杰 -- 马跃 3:0 (14,1,9)

易展舟 -- 付深武 3:1 (-7,8,9,9)

马智涵 -- 宋增位 3:0 (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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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赛比分明细

B组

5.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 3.河海大学 0:3

周锦泉 -- 斯信荣 0:3 (-5,-6,-7)

王子豪 -- 张育铭 0:3 (-4,-7,-5)

刘泓佐 -- 陆剑波 1:3 (-9,6,-3,-7)

1.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 6.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3:1

赵好龙 -- 马跃 2:3 (2,-8,-8,8,-12)

王宏鹰 -- 付深武 3:0 (8,9,12)

李逸凡 -- 宋增位 3:2 (9,-6,-9,11,4)

赵好龙 -- 付深武 3:0 (7,7,5)

2.湖南师范大学 -- 3.河海大学 0:3

戴子曾 -- 张育铭 1:3 (-10,8,-8,-3)

喻琛 -- 斯信荣 0:3 (-6,-4,-3)

张明哲 -- 陆剑波 0:3 (-4,-9,-11)

4.正定基地一队 -- 5.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3:0

马智涵 -- 周锦泉 3:0 (7,11,8)

易展舟 -- 刘泓佐 3:0 (5,5,8)

弭瑞杰 -- 王子豪 3:1 (9,-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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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赛比分明细

C组

1.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 3.正定基地二队 3:2

史璨诚 -- 邱楠 3:2 (-8,15,-8,2,11)

张涵 -- 赵紫阳 3:0 (7,7,8)

李永佳 -- 林祥睿 0:3 (-8,-9,-7)

史璨诚 -- 赵紫阳 1:3 (-10,-5,5,-4)

张涵 -- 邱楠 3:0 (8,7,11)

2.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 7.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3:1

杨昊 -- 靳奥 1:3 (9,-8,-7,-10)

焦禹璇 -- 史继晟 3:1 (6,-10,11,7)

穆荣臻 -- 陈旭成 3:0 (9,6,5)

焦禹璇 -- 靳奥 3:1 (7,-11,9,6)

4.内蒙古球管中心 -- 6.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2:3

王珂 -- 吕朝阳 3:1 (6,4,-8,13)

史安航 -- 赵一恒 0:3 (-10,-5,-7)

韩岱霖 -- 杜宇晨 0:3 (-5,-8,-4)

王珂 -- 赵一恒 3:0 (2,4,2)

史安航 -- 吕朝阳 1:3 (6,-1,-7,-5)

1.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 5.浙江财经大学 1:3

张涵 -- 张俊天 3:1 (7,8,-8,7)

史璨诚 -- 武翟 0:3 (-3,-7,-5)

李永佳 -- 寿晨仰 2:3 (-5,9,4,-5,-6)

史璨诚 -- 张俊天 0:3 (-8,-9,-11)

3.正定基地二队 -- 7.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1:3

林祥睿 -- 史继晟 2:3 (-6,3,-9,4,-10)

赵紫阳 -- 靳奥 1:3 (-6,-16,5,-8)

邱楠 -- 赵元豪 3:0 (3,5,6)

林祥睿 -- 靳奥 0:3 (-7,-9,-7)

2.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 4.内蒙古球管中心 3:0

杨昊 -- 史安航 3:1 (7,8,-5,8)

焦禹璇 -- 张子健 3:1 (7,5,-6,6)

穆荣臻 -- 韩岱霖 3:0 (2,10,6)

1.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 7.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3:0

史璨诚 -- 史继晟 3:1 (7,-7,5,7)

张涵 -- 靳奥 3:0 (5,10,9)

李永佳 -- 陈旭成 3:1 (-9,10,9,12)

5.浙江财经大学 -- 6.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3:2

张俊天 -- 杜宇晨 3:1 (9,-9,3,6)

武翟 -- 吕朝阳 3:0 (5,9,9)

孙中绅 -- 赵一恒 1:3 (-6,7,-4,-3)

张俊天 -- 吕朝阳 2:3 (-9,6,6,-10,-4)

武翟 -- 杜宇晨 3:0 (7,9,3)

3.正定基地二队 -- 4.内蒙古球管中心 3:0

林祥睿 -- 史安航 3:0 (3,4,7)

邱楠 -- 张子健 3:0 (5,3,6)

赵紫阳 -- 韩岱霖 3:0 (11,4,1)

1.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 6.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3:1

张涵 -- 吕朝阳 3:1 (-10,6,7,6)

史璨诚 -- 赵一恒 2:3 (7,9,-12,-7,-8)

李永佳 -- 杜宇晨 3:0 (4,7,8)

史璨诚 -- 吕朝阳 3:2 (-9,-9,9,8,11)

7.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 4.内蒙古球管中心 3:1

史继晟 -- 史安航 2:3 (7,-7,-3,8,-7)

靳奥 -- 张子健 3:0 (10,7,6)

陈旭成 -- 韩岱霖 3:0 (6,10,7)

靳奥 -- 史安航 3:0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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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赛比分明细

C组

5.浙江财经大学 -- 2.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3:0

张俊天 -- 焦禹璇 3:0 (7,7,4)

寿晨仰 -- 杨昊 3:0 (7,3,5)

武翟 -- 穆荣臻 3:1 (5,6,-12,6)

1.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 4.内蒙古球管中心 3:0

史璨诚 -- 张子健 3:0 (7,7,2)

张涵 -- 史安航 3:1 (5,6,-9,7)

李永佳 -- 韩岱霖 3:0 (6,4,9)

6.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 2.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1:3

赵一恒 -- 穆荣臻 3:1 (-6,8,6,10)

吕朝阳 -- 焦禹璇 0:3 (-8,-6,-7)

杜宇晨 -- 杨昊 2:3 (10,-1,-3,9,-5)

赵一恒 -- 焦禹璇 2:3 (-10,-5,6,9,-4)

5.浙江财经大学 -- 3.正定基地二队 3:1

寿晨仰 -- 赵紫阳 3:0 (9,10,8)

张俊天 -- 林祥睿 3:2 (-7,7,9,-7,7)

孙中绅 -- 邱楠 2:3 (-9,2,-11,10,-11)

寿晨仰 -- 林祥睿 3:0 (11,6,8)

1.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 2.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2:3

史璨诚 -- 杨昊 3:2 (5,-7,-9,8,6)

张涵 -- 焦禹璇 1:3 (-9,8,-9,-8)

李永佳 -- 穆荣臻 3:1 (5,-9,9,4)

史璨诚 -- 焦禹璇 2:3 (9,-3,-10,5,-9)

张涵 -- 杨昊 2:3 (8,-7,-8,15,-10)

6.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 3.正定基地二队 3:2

杜宇晨 -- 邱楠 3:1 (8,-5,7,7)

吕朝阳 -- 赵紫阳 3:0 (6,3,5)

赵一恒 -- 林祥睿 1:3 (-10,9,-6,-12)

吕朝阳 -- 邱楠 0:3 (-10,-4,-9)

杜宇晨 -- 赵紫阳 3:1 (8,-8,4,5)

7.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 5.浙江财经大学 0:3

史继晟 -- 张俊天 0:3 (-9,-8,-8)

靳奥 -- 武翟 0:3 (-12,-6,-7)

赵元豪 -- 寿晨仰 0:3 (-7,-5,-7)

2.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 3.正定基地二队 3:0

杨昊 -- 林祥睿 3:1 (8,8,-6,6)

焦禹璇 -- 邱楠 3:1 (7,9,-10,8)

穆荣臻 -- 赵紫阳 3:2 (-4,-5,7,10,10)

4.内蒙古球管中心 -- 5.浙江财经大学 2:3

史安航 -- 尹耀玮 3:2 (9,7,-6,-11,13)

张子健 -- 孙中绅 1:3 (9,-7,-4,-9)

韩岱霖 -- 武翟 3:0 (3,6,6)

史安航 -- 孙中绅 0:3 (-6,-6,-6)

张子健 -- 尹耀玮 1:3 (-8,4,-9,-3)

6.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 7.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1:3

杜宇晨 -- 靳奥 1:3 (-3,-9,6,-7)

赵一恒 -- 史继晟 1:3 (-11,5,-6,-7)

吕朝阳 -- 陈旭成 3:1 (-10,5,7,8)

赵一恒 -- 靳奥 0:3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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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赛比分明细

D组

1.云南一队 -- 3.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3:2

王继哗 -- 付子桐 1:3 (-8,8,-9,-14)

王冉冉 -- 赵涵博 3:0 (8,9,9)

徐家梁 -- 李彤烨 3:0 (5,4,11)

王继哗 -- 赵涵博 1:3 (-7,9,-8,-7)

王冉冉 -- 付子桐 3:1 (8,8,-9,5)

6.桐乡市茅盾中学 -- 5.河南省林州市乒乓球协会俱乐部 1:3

孙健豪 -- 聂冲 3:2 (7,-2,-10,10,8)

林子越 -- 阎柃晓 0:3 (-8,-6,-10)

杨铖 -- 阎柯晓 1:3 (-7,-6,9,-9)

林子越 -- 聂冲 1:3 (-4,-7,9,-9)

2.内蒙古师范大学 -- 4.中国乒乓球学院 3:1

刘智鑫 -- 张铜 1:3 (9,-8,-3,-6)

杜金威 -- 顾宇航 3:0 (4,4,10)

石新鹏 -- 施宇 3:2 (-2,7,6,-6,7)

杜金威 -- 张铜 3:2 (8,-1,-7,11,6)

1.云南一队 -- 5.河南省林州市乒乓球协会俱乐部 1:3

徐家梁 -- 聂冲 0:3 (-5,-4,-5)

王冉冉 -- 阎柃晓 0:3 (-4,-3,-5)

王继哗 -- 阎柯晓 3:0 (7,9,8)

王冉冉 -- 聂冲 0:3 (-7,-7,-6)

3.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 4.中国乒乓球学院 3:2

赵涵博 -- 张铜 3:1 (4,9,-9,7)

付子桐 -- 施宇 0:3 (-10,-5,-14)

李彤烨 -- 顾宇航 1:3 (6,-3,-9,-3)

赵涵博 -- 施宇 3:2 (9,-7,6,-6,5)

付子桐 -- 张铜 3:1 (5,-5,8,9)

6.桐乡市茅盾中学 -- 2.内蒙古师范大学 1:3

孙健豪 -- 杜金威 3:1 (5,9,-10,8)

杨铖 -- 石新鹏 1:3 (-7,5,-8,-4)

林子越 -- 刘智鑫 1:3 (-6,8,-3,-7)

杨铖 -- 杜金威 0:3 (-6,-5,-4)

1.云南一队 -- 4.中国乒乓球学院 0:3

徐家梁 -- 施宇 2:3 (8,-7,13,-8,-6)

王继哗 -- 张铜 0:3 (-9,-8,-7)

王冉冉 -- 顾宇航 2:3 (5,12,-8,-7,-6)

5.河南省林州市乒乓球协会俱乐部 -- 2.内蒙古师范大学 3:1

聂冲 -- 石新鹏 3:1 (8,-11,8,9)

阎柃晓 -- 杜金威 3:1 (8,10,-9,4)

阎柯晓 -- 刘智鑫 1:3 (-11,-7,6,-8)

聂冲 -- 杜金威 3:1 (6,4,-9,4)

3.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 6.桐乡市茅盾中学 2:3

赵涵博 -- 孙健豪 0:3 (-3,-6,-5)

付子桐 -- 林子越 3:0 (8,7,10)

李彤烨 -- 苗艺泷 0:3 (-7,-2,-3)

赵涵博 -- 林子越 3:1 (9,-6,5,6)

付子桐 -- 孙健豪 0:3 (-3,-8,-5)

1.云南一队 -- 2.内蒙古师范大学 1:3

王继哗 -- 杜金威 1:3 (-7,4,-7,-1)

徐家梁 -- 刘智鑫 0:3 (-5,-8,-5)

王冉冉 -- 石新鹏 3:0 (9,8,7)

徐家梁 -- 杜金威 1:3 (-5,7,-8,-8)

男子团体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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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赛比分明细

D组

4.中国乒乓球学院 -- 6.桐乡市茅盾中学 3:2

张铜 -- 苗艺泷 3:1 (-8,6,6,6)

施宇 -- 孙健豪 2:3 (-5,-6,12,7,-5)

顾宇航 -- 杨铖 2:3 (9,5,-7,-10,-10)

张铜 -- 孙健豪 3:0 (6,9,9)

施宇 -- 苗艺泷 3:0 (7,5,8)

5.河南省林州市乒乓球协会俱乐部 -- 3.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3:0

聂冲 -- 赵涵博 3:1 (-9,4,8,9)

阎柃晓 -- 付子桐 3:0 (14,8,11)

阎柯晓 -- 朱锐 3:0 (10,8,9)

1.云南一队 -- 6.桐乡市茅盾中学 1:3

王继哗 -- 孙健豪 0:3 (-9,-8,-4)

徐家梁 -- 苗艺泷 3:2 (7,-6,-9,7,9)

王冉冉 -- 杨铖 2:3 (8,-9,-6,8,-6)

徐家梁 -- 孙健豪 1:3 (-7,8,-9,-13)

2.内蒙古师范大学 -- 3.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3:2

石新鹏 -- 付子桐 3:2 (-8,9,-9,7,11)

杜金威 -- 赵涵博 0:3 (-5,-7,-7)

刘智鑫 -- 李彤烨 3:0 (5,9,7)

石新鹏 -- 赵涵博 1:3 (8,-5,-8,-6)

杜金威 -- 付子桐 3:2 (5,-1,-7,10,9)

4.中国乒乓球学院 -- 5.河南省林州市乒乓球协会俱乐部 1:3

王田戈 -- 聂冲 0:3 (-4,-5,-10)

施宇 -- 阎柃晓 2:3 (-3,-8,7,5,-13)

顾宇航 -- 王涌 3:0 (2,16,3)

王田戈 -- 阎柃晓 1:3 (-9,6,-13,-10)

男子团体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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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名
1.河南省林州市乒乓球协会俱乐部 -- 2.山东鲁能 2:3

聂冲 -- 穆泽宇 3:1 (6,11,-2,9)

阎柃晓 -- 刘倚尊 1:3 (-5,5,-9,-4)

阎柯晓 -- 肖骐骏 3:1 (-10,5,2,10)

聂冲 -- 刘倚尊 2:3 (-10,11,-4,4,-5)

阎柃晓 -- 穆泽宇 0:3 (-10,-4,-5)

3.湖南师范大学 -- 4.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3:1

喻琛 -- 杨昊 3:1 (-12,2,8,5)

戴子曾 -- 焦禹璇 2:3 (2,-7,-9,6,-6)

张明哲 -- 穆荣臻 3:1 (8,9,-6,4)

喻琛 -- 焦禹璇 3:1 (5,12,-4,6)

5.上海龙腾 -- 6.中国乒乓球学院 3:1

陈志阳 -- 施宇 1:3 (8,-7,-15,-9)

章昊 -- 张铜 3:1 (-5,13,6,12)

李铁 -- 顾宇航 3:0 (8,8,9)

陈志阳 -- 张铜 3:2 (-5,8,-6,3,7)

7.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 8.正定基地一队 0:3

靳奥 -- 弭瑞杰 1:3 (-9,9,-9,-6)

史继晟 -- 易展舟 1:3 (-11,-8,4,-8)

陈旭成 -- 马智涵 1:3 (6,-9,-6,-5)

9.万和通信 -- 10.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1:3

李宁 -- 赵好龙 1:3 (8,-6,-8,-2)

尹健博 -- 王宏鹰 2:3 (-6,7,11,-11,-7)

余林洋 -- 李逸凡 3:0 (2,9,5)

尹健博 -- 赵好龙 2:3 (7,-12,8,-4,-6)

11.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 12.内蒙古师范大学 3:1

史璨诚 -- 刘智鑫 3:0 (8,8,7)

李永佳 -- 杜金威 3:2 (9,-8,2,-8,8)

张涵 -- 石新鹏 0:3 (-16,-14,-2)

史璨诚 -- 杜金威 3:2 (-7,12,7,-8,8)

13.河海大学 -- 14.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3:0

斯信荣 -- 张天涵 3:2 (-9,-9,7,7,7)

张育铭 -- 牟洲 3:2 (-13,6,-6,4,7)

陆剑波 -- 郭浩远 3:0 (8,6,2)

15.桐乡市茅盾中学 -- 16.浙江财经大学 0:3

孙健豪 -- 寿晨仰 0:3 (-7,-8,-8)

苗艺泷 -- 张俊天 0:3 (-1,-7,-3)

杨铖 -- 武翟 0:3 (-5,-4,-7)

1.河南省林州市乒乓球协会俱乐部 -- 4.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3:1

聂冲 -- 杨昊 3:0 (6,6,8)

阎柃晓 -- 焦禹璇 3:2 (9,9,-8,-5,8)

阎柯晓 -- 穆荣臻 1:3 (-8,9,-9,-7)

聂冲 -- 焦禹璇 3:1 (-9,8,5,8)

6.中国乒乓球学院 -- 7.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3:0

施宇 -- 靳奥 3:2 (6,2,-11,-6,15)

张铜 -- 史继晟 3:0 (5,2,12)

顾宇航 -- 陈旭成 3:1 (12,-8,7,9)

9.万和通信 -- 12.内蒙古师范大学 3:2

尹健博 -- 石新鹏 3:0 (8,10,4)

李宁 -- 杜金威 2:3 (-9,7,-10,6,-8)

余林洋 -- 刘智鑫 1:3 (-11,6,-8,-8)

李宁 -- 石新鹏 3:0 (9,5,1)

尹健博 -- 杜金威 3:0 (2,9,4)

团体赛比分明细

男子团体第二阶段

第 17 页



团体赛比分明细

1-16名
14.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 15.桐乡市茅盾中学 0:3

张天涵 -- 孙健豪 1:3 (-7,14,-6,-3)

牟洲 -- 杨铖 2:3 (-4,4,11,-8,-13)

郭浩远 -- 苗艺泷 2:3 (10,-11,-5,7,-9)

2.山东鲁能 -- 3.湖南师范大学 3:1

刘倚尊 -- 戴子曾 3:0 (7,12,6)

肖骐骏 -- 刘家诚 1:3 (-5,6,-6,-7)

范宇浩 -- 张明哲 3:2 (8,-7,10,-9,9)

刘倚尊 -- 刘家诚 3:0 (6,6,3)

5.上海龙腾 -- 8.正定基地一队 0:3

李铁 -- 弭瑞杰 2:3 (8,-8,-11,6,-2)

何一飞 -- 易展舟 0:3 (-5,-8,-9)

张天弘 -- 马智涵 0:3 (-8,-9,-9)

10.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 11.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3:2

王宏鹰 -- 史璨诚 3:1 (7,-10,8,8)

赵好龙 -- 李永佳 3:1 (8,-10,8,5)

李逸凡 -- 张涵 0:3 (-1,-15,-4)

赵好龙 -- 史璨诚 2:3 (-5,7,8,-7,-9)

王宏鹰 -- 李永佳 3:1 (11,-7,7,5)

13.河海大学 -- 16.浙江财经大学 2:3

张育铭 -- 尹耀玮 3:1 (2,8,-7,7)

斯信荣 -- 孙中绅 3:1 (-8,9,12,6)

陈宇翔 -- 武翟 0:3 (-2,-5,-6)

张育铭 -- 孙中绅 2:3 (10,-9,-8,6,-5)

斯信荣 -- 尹耀玮 2:3 (4,9,-8,-8,-7)

4.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 7.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2:3

穆荣臻 -- 陈旭成 3:2 (-9,-14,8,4,4)

杨昊 -- 赵元豪 3:2 (-7,9,-8,13,11)

焦禹璇 -- 靳奥 0:3 (-6,-9,-9)

穆荣臻 -- 赵元豪 2:3 (-8,9,8,-11,-10)

杨昊 -- 陈旭成 W-0:3

12.内蒙古师范大学 -- 14.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1:3

张壮 -- 郭浩远 1:3 (6,-8,-9,-8)

刘智鑫 -- 牟洲 3:1 (8,9,-10,5)

石新鹏 -- 张天涵 2:3 (-5,5,-6,7,-5)

张壮 -- 牟洲 0:3 (-10,-10,-7)

1.河南省林州市乒乓球协会俱乐部 -- 6.中国乒乓球学院 0:3

聂冲 -- 施宇 1:3 (5,-4,-3,-5)

阎柃晓 -- 张铜 2:3 (-7,6,8,-10,-7)

阎柯晓 -- 顾宇航 2:3 (7,-9,-4,5,-4)

9.万和通信 -- 15.桐乡市茅盾中学 3:0

尹健博 -- 杨铖 3:0 (4,4,3)

李宁 -- 孙健豪 3:1 (9,-9,6,6)

余林洋 -- 苗艺泷 3:1 (5,-9,5,8)

3.湖南师范大学 -- 5.上海龙腾 0:3

喻琛 -- 章昊 0:3 (-7,-9,-6)

刘家诚 -- 李铁 0:3 (-8,-6,-4)

戴子曾 -- 张天弘 0:3 (-9,-7,-9)

11.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 13.河海大学 2:3

张涵 -- 陆剑波 3:2 (-15,9,9,-12,4)

史璨诚 -- 陈宇翔 2:3 (-4,3,-7,9,-10)

李永佳 -- 斯信荣 0:3 (-9,-11,-9)

史璨诚 -- 陆剑波 3:2 (-9,9,-11,12,9)

张涵 -- 陈宇翔 1:3 (-9,-10,10,-9)

男子团体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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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赛比分明细

1-16名
2.山东鲁能 -- 8.正定基地一队 2:3

范宇浩 -- 易展舟 2:3 (-11,7,11,-9,-9)

刘倚尊 -- 弭瑞杰 3:0 (8,10,10)

穆泽宇 -- 马智涵 3:0 (7,3,7)

刘倚尊 -- 易展舟 1:3 (-6,16,-8,-6)

范宇浩 -- 弭瑞杰 0:3 (-8,-10,-1)

10.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 16.浙江财经大学 3:1

赵好龙 -- 尹耀玮 3:1 (7,9,-13,6)

王宏鹰 -- 孙中绅 3:1 (5,-7,4,11)

李逸凡 -- 武翟 0:3 (-6,-6,-4)

赵好龙 -- 孙中绅 3:0 (8,7,6)

4.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 12.内蒙古师范大学 3:0

焦禹璇 -- 张壮 3:0 (9,7,8)

穆荣臻 -- 石新鹏 3:0 (7,8,11)

杨昊 -- 刘智鑫 3:0 (6,5,3)

7.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 14.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2:3

赵元豪 -- 张天涵 0:3 (-4,-7,-6)

靳奥 -- 郭浩远 3:0 (8,9,7)

陈旭成 -- 牟洲 1:3 (-6,-9,8,-7)

赵元豪 -- 郭浩远 3:1 (7,-7,4,8)

靳奥 -- 张天涵 2:3 (5,-16,-9,6,-5)

1.河南省林州市乒乓球协会俱乐部 -- 15.桐乡市茅盾中学 3:0

阎柃晓 -- 林子越 3:0 (7,7,11)

聂冲 -- 杨铖 3:0 (8,6,9)

阎柯晓 -- 苗艺泷 3:0 (6,4,8)

6.中国乒乓球学院 -- 9.万和通信 3:0

顾宇航 -- 尹健博 3:0 (8,9,6)

施宇 -- 李宁 3:0 (2,11,9)

王田戈 -- 余林洋 3:0 (5,7,6)

3.湖南师范大学 -- 11.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0:3

戴子曾 -- 史璨诚 0:3 (-8,-9,-7)

刘家诚 -- 张涵 0:3 (-4,-2,-3)

喻琛 -- 李永佳 0:3 (-2,-6,-7)

5.上海龙腾 -- 13.河海大学 0:3

张天弘 -- 陈宇翔 1:3 (-8,-7,9,-6)

李铁 -- 斯信荣 0:3 (-9,-7,-8)

章昊 -- 陆剑波 2:3 (-9,8,7,-9,-8)

2.山东鲁能 -- 16.浙江财经大学 2:3

刘倚尊 -- 孙中绅 3:0 (10,3,7)

穆泽宇 -- 武翟 1:3 (-5,3,-9,-8)

肖骐骏 -- 尹耀玮 2:3 (-6,-4,2,6,-4)

刘倚尊 -- 武翟 3:2 (-8,7,9,-7,8)

穆泽宇 -- 孙中绅 0:3 (-10,-9,-6)

8.正定基地一队 -- 10.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2:3

弭瑞杰 -- 赵好龙 1:3 (-11,8,-2,-7)

易展舟 -- 王宏鹰 1:3 (-12,4,-9,-9)

马智涵 -- 李逸凡 3:1 (7,-8,3,9)

易展舟 -- 赵好龙 3:0 (9,9,9)

弭瑞杰 -- 王宏鹰 1:3 (-7,4,-9,-11)

男子团体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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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赛比分明细

17-26名
3.江西队 -- 4.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3:W-0

宋继弘 --
曾海龙 --
张淇宣 --

13.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 14.内蒙古球管中心 3:0

赵涵博 -- 张子健 3:0 (6,5,9)

付子桐 -- 史安航 3:1 (-13,6,8,7)

李彤烨 -- 韩岱霖 3:2 (-9,4,-6,8,11)

1.云南一队 -- 3.江西队 W-0:3

-- 宋继弘
-- 肖超
-- 张淇宣

5.重庆市杨家坪中学 -- 8.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3:W-0

李新洋 --
陈泊雨 --
周俊霖 --

9.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 12.正定基地二队 3:1

付深武 -- 林祥睿 3:1 (6,7,-10,3)

马跃 -- 邱楠 0:3 (-6,-7,-6)

宋增位 -- 赵紫阳 3:1 (6,14,-10,3)

马跃 -- 林祥睿 3:1 (8,7,-6,8)

13.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 16.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四队 1:3

付子桐 -- 李锦浩 3:1 (-7,8,3,10)

赵涵博 -- 史宇博 1:3 (-3,-8,10,-8)

李彤烨 -- 朱胤鸣 2:3 (-5,-6,8,6,-5)

赵涵博 -- 李锦浩 0:3 (-9,-3,-9)

1.云南一队 -- 8.西安超越乒羽一队 w-0:w-0

--
--
--

12.正定基地二队 -- 13.西安超越乒羽二队 3:W-0

邱楠 --
林祥睿 --
赵紫阳 --

3.江西队 -- 5.重庆市杨家坪中学 3:1

肖超 -- 周俊霖 3:2 (10,-3,7,-7,5)

宋继弘 -- 陈泊雨 3:1 (15,-10,15,5)

张淇宣 -- 李新洋 0:3 (-5,-6,-3)

宋继弘 -- 周俊霖 3:0 (6,8,7)

9.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 16.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四队 W-0:3

-- 李锦浩
-- 史宇博
-- 朱胤鸣

4.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 14.内蒙古球管中心 W-0:3

-- 张子健
-- 史安航
-- 韩岱霖

5.重庆市杨家坪中学 -- 9.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3:W-0

李新洋 --
周俊霖 --
陈泊雨 --

3.江西队 -- 16.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四队 0:3

张淇宣 -- 朱胤鸣 0:3 (-6,-12,-9)

宋继弘 -- 李锦浩 0:3 (-9,-6,-7)

肖超 -- 史宇博 0:3 (-8,-2,-9)

男子团体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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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组

1.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 3.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3:1

梁敬翎 -- 陈彦妤 3:0 (6,2,6)

郭海超 -- 屈沛琳 2:3 (-8,7,9,-8,-7)

程皖宜 -- 李迎迎 3:0 (7,8,4)

梁敬翎 -- 屈沛琳 3:2 (6,-6,-7,9,10)

6.辽宁四队 -- 5.云南亚讯 2:3

许龄心 -- 杨冬园 0:3 (-9,-2,-3)

米湘 -- 王怡宁 3:2 (10,-6,-5,5,7)

李雨辰 -- 李姿熠 3:1 (8,-9,6,8)

米湘 -- 杨冬园 0:3 (-7,-4,-3)

许龄心 -- 王怡宁 2:3 (10,-5,-2,4,-8)

2.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 4.正定基地二队 3:1

马紫晗 -- 王一卓 2:3 (17,4,-9,-6,-3)

邱泓珺 -- 康钰杰 3:0 (6,3,5)

张泽苒 -- 郭少冉 3:0 (9,7,3)

邱泓珺 -- 王一卓 3:0 (5,10,8)

1.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 5.云南亚讯 3:2

梁敬翎 -- 王怡宁 3:0 (7,6,10)

程皖宜 -- 杨冬园 0:3 (-9,-6,-8)

郭海超 -- 滕晓霖 3:0 (3,2,2)

梁敬翎 -- 杨冬园 1:3 (8,-6,-7,-4)

程皖宜 -- 王怡宁 3:0 (3,9,5)

3.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 4.正定基地二队 3:2

屈沛琳 -- 康钰杰 0:3 (-7,-8,-5)

陈彦妤 -- 王一卓 3:2 (9,-5,6,-4,8)

李迎迎 -- 郭少冉 3:1 (-7,5,7,6)

屈沛琳 -- 王一卓 1:3 (7,-12,-7,-2)

陈彦妤 -- 康钰杰 3:2 (8,4,-8,-10,5)

6.辽宁四队 -- 2.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0:3

许龄心 -- 邱泓珺 1:3 (-6,-1,9,-8)

米湘 -- 马紫晗 0:3 (-8,-9,-3)

李雨辰 -- 宋嘉珊 1:3 (6,-6,-5,-7)

1.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 4.正定基地二队 3:0

梁敬翎 -- 康钰杰 3:0 (1,9,7)

郭海超 -- 王一卓 3:1 (-7,7,3,3)

程皖宜 -- 郭少冉 3:0 (7,6,3)

5.云南亚讯 -- 2.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1:3

杨冬园 -- 张泽苒 3:0 (5,5,9)

王怡宁 -- 邱泓珺 1:3 (-2,8,-6,-6)

李姿熠 -- 宋嘉珊 0:3 (-5,-6,-6)

杨冬园 -- 邱泓珺 2:3 (2,-5,-9,12,-5)

3.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 6.辽宁四队 3:0

陈彦妤 -- 米湘 3:0 (5,3,9)

屈沛琳 -- 许龄心 3:1 (3,8,-8,6)

李迎迎 -- 李雨辰 3:0 (7,4,5)

1.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 2.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3:0

梁敬翎 -- 张泽苒 3:1 (-9,7,5,6)

郭海超 -- 邱泓珺 3:0 (9,8,7)

程皖宜 -- 马紫晗 3:0 (5,3,4)

4.正定基地二队 -- 6.辽宁四队 3:2

王一卓 -- 许龄心 3:0 (5,6,7)

康钰杰 -- 米湘 2:3 (-7,3,9,-9,-6)

郭少冉 -- 李雨辰 2:3 (11,-3,-6,9,-3)

王一卓 -- 米湘 3:1 (8,-7,7,8)

康钰杰 -- 许龄心 3:0 (6,1,4)

团体赛比分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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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赛比分明细

A组

5.云南亚讯 -- 3.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0:3

杨冬园 -- 屈沛琳 2:3 (-8,-6,6,7,-8)

王怡宁 -- 陈彦妤 0:3 (-6,-9,-3)

滕晓霖 -- 李迎迎 0:3 (-5,-6,-1)

1.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 6.辽宁四队 3:0

郭海超 -- 米湘 3:0 (7,9,8)

梁敬翎 -- 许龄心 3:0 (1,6,9)

程皖宜 -- 李雨辰 3:1 (-10,10,8,5)

2.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 3.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2:3

邱泓珺 -- 陈彦妤 3:0 (10,6,9)

张泽苒 -- 屈沛琳 1:3 (-10,-7,5,-6)

马紫晗 -- 李迎迎 2:3 (-8,7,7,-3,-9)

邱泓珺 -- 屈沛琳 3:1 (-5,2,8,4)

张泽苒 -- 陈彦妤 0:3 (-7,-8,-7)

4.正定基地二队 -- 5.云南亚讯 1:3

王一卓 -- 李姿熠 3:0 (3,2,6)

康钰杰 -- 杨冬园 0:3 (-5,-3,-5)

郭少冉 -- 王怡宁 0:3 (-8,-5,-7)

王一卓 -- 杨冬园 1:3 (-6,-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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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赛比分明细

B组

1.大商新玛特 -- 3.安徽省乒乓球队 3:0

佟欣 -- 陈妍 3:1 (6,-6,9,4)

秦诗琪 -- 孟圆 3:0 (3,2,9)

李明明 -- 张超怡 3:0 (5,4,6)

2.江西一队 -- 4.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3:0

姜佩伶 -- 王伊凡 3:1 (6,-7,4,7)

朱雨欣 -- 景绘羽 3:0 (8,9,9)

马小林 -- 任紫瑜 3:0 (6,3,8)

1.大商新玛特 -- 5.辽宁二队 3:0

秦诗琪 -- 闫禹橦 3:0 (7,9,8)

李明明 -- 华月宁 3:0 (6,6,1)

佟欣 -- 陈美彤 3:0 (4,7,2)

3.安徽省乒乓球队 -- 4.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3:0

孟圆 -- 景绘羽 3:1 (-7,7,6,10)

陈妍 -- 王伊凡 3:2 (5,-8,6,-2,7)

张超怡 -- 张妍夷 3:0 (5,5,9)

1.大商新玛特 -- 4.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3:0

李明明 -- 王伊凡 3:0 (7,8,7)

秦诗琪 -- 景绘羽 3:0 (9,6,7)

佟欣 -- 任紫瑜 3:0 (4,3,3)

5.辽宁二队 -- 2.江西一队 1:3

闫禹橦 -- 李梦玲 0:3 (-11,-8,-4)

华月宁 -- 姜佩伶 1:3 (8,-2,-4,-11)

陈美彤 -- 朱雨欣 3:1 (5,-9,10,9)

闫禹橦 -- 姜佩伶 1:3 (9,-7,-11,-4)

1.大商新玛特 -- 2.江西一队 3:0

佟欣 -- 姜佩伶 3:0 (7,3,7)

秦诗琪 -- 李梦玲 3:0 (7,6,8)

李明明 -- 马小林 3:0 (6,4,5)

5.辽宁二队 -- 3.安徽省乒乓球队 1:3

闫禹橦 -- 孟圆 3:0 (6,6,6)

华月宁 -- 陈妍 1:3 (5,-1,-9,-4)

陈美彤 -- 张超怡 0:3 (-8,-8,-9)

闫禹橦 -- 陈妍 2:3 (-5,-4,5,11,-7)

2.江西一队 -- 3.安徽省乒乓球队 3:0

姜佩伶 -- 孟圆 3:2 (-8,7,-7,3,5)

李梦玲 -- 陈妍 3:2 (-9,-6,5,10,10)

马小林 -- 张超怡 3:0 (9,8,10)

4.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 5.辽宁二队 3:2

景绘羽 -- 闫禹橦 2:3 (13,-9,6,-8,-8)

王伊凡 -- 陈美彤 3:0 (3,10,6)

张妍夷 -- 华月宁 0:3 (-5,-6,-12)

王伊凡 -- 闫禹橦 3:1 (-8,8,8,6)

景绘羽 -- 陈美彤 3:0 (1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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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赛比分明细

C组

1.天津科技大学 -- 3.辽宁一队 3:0

刘洋洋 -- 张楠萱 3:1 (5,6,-8,11)

石晓萱 -- 褚曼琦 3:0 (9,9,8)

王一同 -- 王姝文 3:0 (1,1,2)

2.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 4.正定基地一队 3:1

陈思晓 -- 张晓靖 3:1 (6,8,-9,8)

周诗曼 -- 张杨思宇 3:0 (3,9,4)

印宁 -- 崔炀钶 0:3 (-8,-8,-11)

周诗曼 -- 张晓靖 3:0 (3,4,8)

1.天津科技大学 -- 5.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3:0

王一同 -- 张韩潇 3:0 (3,4,5)

石晓萱 -- 时妃云 3:0 (6,6,7)

张祎宁 -- 张笑侠 3:2 (8,-6,-6,7,6)

3.辽宁一队 -- 4.正定基地一队 3:2

张楠萱 -- 张晓靖 2:3 (7,-12,6,-9,-7)

褚曼琦 -- 张杨思宇 3:2 (9,-7,-6,8,5)

王姝文 -- 崔炀钶 0:3 (-2,-4,-3)

褚曼琦 -- 张晓靖 3:2 (-6,8,6,-9,8)

张楠萱 -- 张杨思宇 3:2 (-8,8,-4,9,8)

1.天津科技大学 -- 4.正定基地一队 3:1

石晓萱 -- 张杨思宇 3:2 (7,7,-4,-9,8)

刘洋洋 -- 张晓靖 3:0 (8,2,6)

赵明宇 -- 崔炀钶 0:3 (-7,-7,-3)

石晓萱 -- 张晓靖 3:1 (-10,4,5,11)

5.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 2.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0:3

张韩潇 -- 陈思晓 0:3 (-2,-9,-5)

时妃云 -- 周诗曼 2:3 (-6,-3,12,11,-9)

张笑侠 -- 印宁 0:3 (-8,-4,-5)

1.天津科技大学 -- 2.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3:0

王一同 -- 周诗曼 3:1 (4,-5,7,6)

刘洋洋 -- 陈思晓 3:0 (6,5,3)

石晓萱 -- 印宁 3:0 (4,6,9)

5.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 3.辽宁一队 3:1

时妃云 -- 张楠萱 3:2 (-9,4,-5,4,8)

张韩潇 -- 褚曼琦 0:3 (-4,-8,-5)

张笑侠 -- 王姝文 3:0 (4,6,4)

时妃云 -- 褚曼琦 3:1 (-5,8,7,4)

2.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 3.辽宁一队 3:0

陈思晓 -- 褚曼琦 3:1 (9,-9,8,12)

周诗曼 -- 张楠萱 3:0 (2,4,4)

印宁 -- 王姝文 3:0 (2,7,1)

4.正定基地一队 -- 5.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0:3

张杨思宇 -- 时妃云 2:3 (9,-6,10,-4,-9)

张晓靖 -- 张韩潇 2:3 (5,-13,6,-11,-9)

崔炀钶 -- 张笑侠 2:3 (6,-4,-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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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赛比分明细

D组

1.东北师范大学 -- 3.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3:1

姜领 -- 曹晰 3:1 (-9,1,4,8)

赵含 -- 毕长娟 3:1 (9,6,-3,2)

孙笑竹 -- 李明珠 0:3 (-4,-6,-7)

赵含 -- 曹晰 3:2 (-8,9,11,-9,9)

6.南通市通州区乒乓球运动学校一队 -- 5.辽宁三队 3:1

夏小茜 -- 尚宁 3:1 (5,-12,2,7)

于子悦 -- 张靖宜 2:3 (-13,-8,7,7,-5)

王彦懿 -- 王乙竹 3:1 (-8,6,8,9)

夏小茜 -- 张靖宜 3:0 (7,9,9)

2.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 -- 4.湖南长郡中学 3:0

冯晓琳 -- 黄雅妮 3:0 (7,4,6)

黄倩仪 -- 涂予菲 3:0 (3,5,5)

叶晓桦 -- 刘绚儿 3:0 (11,4,10)

1.东北师范大学 -- 5.辽宁三队 3:0

姜领 -- 张靖宜 3:0 (4,5,7)

赵含 -- 乔涵馨彤 3:0 (4,3,3)

孙笑竹 -- 王乙竹 3:0 (6,5,8)

3.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 4.湖南长郡中学 3:2

毕长娟 -- 黄雅妮 0:3 (-9,-6,-8)

曹晰 -- 刘绚儿 3:0 (5,4,7)

李明珠 -- 朱琼宇 1:3 (-9,4,-7,-10)

曹晰 -- 黄雅妮 3:0 (8,6,8)

毕长娟 -- 刘绚儿 3:2 (2,5,-8,-11,11)

6.南通市通州区乒乓球运动学校一队 -- 2.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 0:3

于子悦 -- 黄倩仪 0:3 (-5,-10,-3)

夏小茜 -- 冯晓琳 2:3 (-4,-6,6,12,-5)

王彦懿 -- 叶晓桦 0:3 (-6,-7,-10)

1.东北师范大学 -- 4.湖南长郡中学 3:0

赵含 -- 黄雅妮 3:2 (-7,7,4,-3,9)

姜领 -- 涂予菲 3:1 (-8,14,8,2)

孙笑竹 -- 朱琼宇 3:0 (6,6,9)

5.辽宁三队 -- 2.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 0:3

乔涵馨彤 -- 冯晓琳 0:3 (-1,-5,-4)

张靖宜 -- 黄倩仪 0:3 (-9,-2,-7)

王乙竹 -- 叶晓桦 0:3 (-3,-5,-6)

3.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 6.南通市通州区乒乓球运动学校一队 3:0

毕长娟 -- 夏小茜 3:2 (9,-6,-8,4,9)

曹晰 -- 于子悦 3:0 (12,5,5)

李明珠 -- 楚宁 3:0 (8,6,8)

1.东北师范大学 -- 2.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 2:3

姜领 -- 黄倩仪 3:1 (12,-11,6,1)

赵含 -- 冯晓琳 1:3 (-4,7,-11,-11)

孙笑竹 -- 叶晓桦 3:2 (-5,-11,6,9,3)

姜领 -- 冯晓琳 0:3 (-4,-5,-10)

赵含 -- 黄倩仪 2:3 (-7,8,9,-13,-4)

4.湖南长郡中学 -- 6.南通市通州区乒乓球运动学校一队 3:2

刘绚儿 -- 夏小茜 0:3 (-6,-10,-10)

黄雅妮 -- 于子悦 3:0 (8,7,5)

朱琼宇 -- 王彦懿 3:2 (-2,-7,1,9,6)

黄雅妮 -- 夏小茜 2:3 (8,7,-6,-7,-7)

刘绚儿 -- 于子悦 3:1 (7,-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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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赛比分明细

D组

5.辽宁三队 -- 3.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0:3

张靖宜 -- 毕长娟 0:3 (-9,-3,-8)

尚宁 -- 曹晰 0:3 (-8,-3,-6)

王乙竹 -- 李明珠 2:3 (6,2,-6,-6,-7)

1.东北师范大学 -- 6.南通市通州区乒乓球运动学校一队 3:0

赵含 -- 夏小茜 3:0 (2,8,3)

姜领 -- 楚宁 3:0 (7,8,5)

孙笑竹 -- 王彦懿 3:0 (9,11,6)

2.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 -- 3.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3:0

冯晓琳 -- 毕长娟 3:0 (8,6,3)

黄倩仪 -- 曹晰 3:0 (11,8,9)

李宇星 -- 李明珠 3:0 (4,7,5)

4.湖南长郡中学 -- 5.辽宁三队 3:0

黄雅妮 -- 乔涵馨彤 3:0 (5,7,5)

涂予菲 -- 张靖宜 3:1 (9,-6,8,7)

朱琼宇 -- 王乙竹 3:0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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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名
1.大商新玛特 -- 2.湖南长郡中学 3:0

秦诗琪 -- 黄雅妮 3:0 (10,7,8)

李明明 -- 涂予菲 3:0 (6,3,6)

佟欣 -- 朱琼宇 3:0 (1,3,3)

3.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 4.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3:1

邱泓珺 -- 周诗曼 3:1 (7,6,-3,8)

张泽苒 -- 陈思晓 0:3 (-4,-2,-3)

马紫晗 -- 印宁 3:2 (-9,9,8,-7,5)

邱泓珺 -- 陈思晓 3:1 (-9,5,9,6)

5.东北师范大学 -- 6.安徽省乒乓球队 3:0

姜领 -- 孟圆 3:0 (9,4,3)

赵含 -- 陈妍 3:0 (7,5,6)

孙笑竹 -- 张超怡 3:2 (-10,8,7,-9,6)

7.辽宁一队 -- 8.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0:3

张楠萱 -- 梁敬翎 0:3 (-4,-3,-1)

褚曼琦 -- 郭海超 0:3 (-8,-9,-10)

王姝文 -- 程皖宜 0:3 (-3,-10,-3)

9.天津科技大学 -- 10.云南亚讯 3:0

王一同 -- 王怡宁 3:1 (5,-9,4,1)

刘洋洋 -- 杨冬园 3:0 (5,8,5)

石晓萱 -- 李姿熠 3:0 (3,5,4)

11.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 12.江西一队 2:3

毕长娟 -- 姜佩伶 3:1 (10,5,-8,9)

曹晰 -- 李梦玲 2:3 (6,-5,7,-8,-7)

李明珠 -- 马小林 3:1 (9,4,-5,6)

曹晰 -- 姜佩伶 0:3 (-8,-8,-16)

毕长娟 -- 李梦玲 2:3 (9,-9,4,-1,-9)

13.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 14.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3:0

陈彦妤 -- 时妃云 3:0 (9,12,7)

屈沛琳 -- 张韩潇 3:0 (4,10,5)

李迎迎 -- 张笑侠 3:1 (9,7,-10,6)

15.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 16.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 0:3

王伊凡 -- 黄倩仪 0:3 (-7,-8,-11)

任紫瑜 -- 冯晓琳 0:3 (-3,-4,-1)

景绘羽 -- 叶晓桦 2:3 (9,-5,7,-6,-11)

2.湖南长郡中学 -- 4.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0:3

刘绚儿 -- 陈思晓 0:3 (-2,-6,-3)

黄雅妮 -- 周诗曼 1:3 (-9,-9,5,-8)

涂予菲 -- 印宁 1:3 (-5,5,-6,-7)

6.安徽省乒乓球队 -- 7.辽宁一队 3:2

孟圆 -- 褚曼琦 2:3 (7,-15,8,-7,-5)

陈妍 -- 张楠萱 3:1 (9,-9,1,10)

张超怡 -- 王姝文 3:0 (8,7,6)

陈妍 -- 褚曼琦 2:3 (-7,4,-11,9,-6)

孟圆 -- 张楠萱 3:0 (6,5,5)

10.云南亚讯 -- 11.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3:1

滕晓霖 -- 曹晰 0:3 (-4,-1,-7)

杨冬园 -- 毕长娟 3:0 (6,7,6)

王怡宁 -- 李明珠 3:0 (9,7,8)

杨冬园 -- 曹晰 3:2 (-8,5,5,-2,8)

团体赛比分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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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赛比分明细

1-16名
14.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 15.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1:3

时妃云 -- 张妍夷 3:1 (-10,2,4,5)

张韩潇 -- 王伊凡 0:3 (-4,-8,-7)

张笑侠 -- 景绘羽 0:3 (-4,-11,-4)

时妃云 -- 王伊凡 2:3 (10,-9,9,-8,-9)

1.大商新玛特 -- 3.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3:0

李明明 -- 马紫晗 3:2 (-8,7,-6,4,4)

佟欣 -- 邱泓珺 3:0 (7,7,6)

秦诗琪 -- 宋嘉珊 3:0 (4,4,8)

5.东北师范大学 -- 8.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3:2

姜领 -- 郭海超 3:0 (10,8,9)

赵含 -- 梁敬翎 1:3 (-6,8,-7,-8)

孙笑竹 -- 程皖宜 0:3 (-2,-9,-4)

姜领 -- 梁敬翎 3:0 (9,8,4)

赵含 -- 郭海超 3:2 (10,-3,-8,9,7)

9.天津科技大学 -- 12.江西一队 3:1

王一同 -- 李梦玲 3:1 (-3,5,9,6)

刘洋洋 -- 姜佩伶 2:3 (-6,-8,10,6,-3)

石晓萱 -- 马小林 3:1 (1,-7,6,5)

王一同 -- 姜佩伶 3:0 (7,8,4)

13.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 16.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 0:3

屈沛琳 -- 李宇星 0:3 (-8,-8,-8)

李迎迎 -- 冯晓琳 1:3 (-7,6,-3,-9)

陈彦妤 -- 黄倩仪 0:3 (-5,-4,-2)

2.湖南长郡中学 -- 7.辽宁一队 3:1

刘绚儿 -- 褚曼琦 1:3 (-7,4,-5,-7)

黄雅妮 -- 张楠萱 3:0 (6,6,7)

涂予菲 -- 王姝文 3:0 (8,8,5)

黄雅妮 -- 褚曼琦 3:2 (-6,3,-8,8,2)

11.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 14.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3:1

曹晰 -- 时妃云 1:3 (5,-8,-3,-8)

毕长娟 -- 张韩潇 3:0 (5,7,8)

李明珠 -- 张笑侠 3:0 (2,6,5)

毕长娟 -- 时妃云 3:0 (1,8,9)

4.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 6.安徽省乒乓球队 3:0

陈思晓 -- 陈妍 3:0 (4,9,6)

周诗曼 -- 孟圆 3:0 (6,9,1)

印宁 -- 张超怡 3:2 (4,9,-5,-10,13)

10.云南亚讯 -- 15.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3:1

杨冬园 -- 景绘羽 3:0 (9,8,7)

王怡宁 -- 王伊凡 1:3 (-5,-6,7,-8)

李姿熠 -- 任紫瑜 3:1 (7,7,-5,2)

杨冬园 -- 王伊凡 3:1 (8,-10,9,8)

3.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 8.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1:3

张泽苒 -- 梁敬翎 0:3 (-4,-6,-9)

邱泓珺 -- 程皖宜 3:2 (4,-4,-10,6,9)

马紫晗 -- 郭海超 1:3 (14,-9,-8,-9)

邱泓珺 -- 梁敬翎 1:3 (8,-5,-3,-6)

12.江西一队 -- 13.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2:3

马小林 -- 屈沛琳 0:3 (-9,-5,-4)

姜佩伶 -- 陈彦妤 3:0 (8,6,5)

朱雨欣 -- 李迎迎 3:2 (11,-6,-7,2,7)

姜佩伶 -- 屈沛琳 1:3 (-6,4,-11,-7)

马小林 -- 陈彦妤 0:3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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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赛比分明细

1-16名
1.大商新玛特 -- 5.东北师范大学 3:0

秦诗琪 -- 姜领 3:0 (1,10,3)

李明明 -- 赵含 3:1 (-7,9,5,5)

佟欣 -- 孙笑竹 3:0 (11,3,7)

9.天津科技大学 -- 16.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 3:0

王一同 -- 黄倩仪 3:2 (-7,6,-9,6,5)

刘洋洋 -- 冯晓琳 3:0 (13,9,12)

石晓萱 -- 李宇星 3:2 (-7,7,6,-7,9)

7.辽宁一队 -- 14.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二队 2:3

褚曼琦 -- 张笑侠 3:0 (6,6,11)

张楠萱 -- 时妃云 1:3 (-9,-5,4,-9)

王姝文 -- 张韩潇 0:3 (-4,-3,-10)

张楠萱 -- 张笑侠 3:0 (7,7,8)

褚曼琦 -- 时妃云 2:3 (-9,-4,7,10,-8)

2.湖南长郡中学 -- 11.重庆市乒乓球二队 1:3

刘绚儿 -- 毕长娟 0:3 (-7,-7,-2)

涂予菲 -- 李明珠 3:1 (6,-12,10,12)

朱琼宇 -- 曹晰 0:3 (-3,-5,-8)

涂予菲 -- 毕长娟 0:3 (-9,-10,-11)

6.安徽省乒乓球队 -- 15.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0:3

孟圆 -- 王伊凡 1:3 (9,-5,-7,-6)

陈妍 -- 景绘羽 0:3 (-8,-8,-3)

张超怡 -- 张妍夷 0:3 (-9,-11,-10)

4.重庆市育才中学一队 -- 10.云南亚讯 3:0

陈思晓 -- 王怡宁 3:1 (-10,10,9,8)

周诗曼 -- 李姿熠 3:0 (1,6,4)

印宁 -- 滕晓霖 3:0 (1,4,2)

3.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队 -- 12.江西一队 3:0

邱泓珺 -- 朱雨欣 3:0 (4,6,7)

马紫晗 -- 姜佩伶 3:0 (4,7,9)

张泽苒 -- 马小林 3:0 (9,3,7)

8.中国政法大学吕梁泰化集团 -- 13.重庆市乒乓球一队 3:0

郭海超 -- 屈沛琳 3:1 (10,9,-4,7)

梁敬翎 -- 陈彦妤 3:0 (3,5,4)

程皖宜 -- 李迎迎 3:0 (9,7,10)

5.东北师范大学 -- 16.广州体育学院广汽传祺 3:2

赵含 -- 黄倩仪 3:2 (5,5,-10,-7,3)

姜领 -- 冯晓琳 2:3 (-12,10,-6,9,-7)

孙笑竹 -- 李宇星 0:3 (-7,-8,-10)

姜领 -- 黄倩仪 3:2 (7,-9,9,-9,8)

赵含 -- 冯晓琳 3:1 (-13,9,7,10)

1.大商新玛特 -- 9.天津科技大学 2:3

李明明 -- 王一同 3:1 (9,8,-9,15)

秦诗琪 -- 石晓萱 3:0 (6,8,5)

佟欣 -- 刘洋洋 2:3 (-8,-7,8,7,-12)

秦诗琪 -- 王一同 2:3 (9,-9,8,-3,-7)

李明明 -- 石晓萱 2:3 (-7,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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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赛比分明细

17-22名
3.辽宁四队 -- 4.南通市通州区乒乓球运动学校一队 3:2

米湘 -- 王彦懿 3:1 (8,7,-6,5)

许龄心 -- 夏小茜 0:3 (-3,-8,-4)

李雨辰 -- 于子悦 1:3 (-4,-6,8,-5)

米湘 -- 夏小茜 3:2 (9,-9,-6,5,9)

许龄心 -- 王彦懿 3:0 (3,9,12)

5.正定基地二队 -- 6.辽宁三队 3:0

王一卓 -- 乔涵馨彤 3:0 (2,4,8)

康钰杰 -- 尚宁 3:0 (5,8,9)

郭少冉 -- 王乙竹 3:0 (11,5,9)

1.正定基地一队 -- 3.辽宁四队 3:1

张晓靖 -- 米湘 1:3 (-9,7,-3,-8)

张杨思宇 -- 李雨辰 3:0 (3,9,6)

崔炀钶 -- 许龄心 3:1 (5,-10,4,4)

张杨思宇 -- 米湘 3:1 (3,-8,7,6)

5.正定基地二队 -- 8.辽宁二队 3:2

王一卓 -- 陈美彤 3:0 (5,5,6)

康钰杰 -- 闫禹橦 0:3 (-8,-2,-4)

郭少冉 -- 华月宁 3:1 (6,7,-5,6)

王一卓 -- 闫禹橦 1:3 (-6,-7,2,-11)

康钰杰 -- 陈美彤 3:1 (-8,15,2,6)

4.南通市通州区乒乓球运动学校一队 -- 6.辽宁三队 3:0

夏小茜 -- 乔涵馨彤 3:0 (7,4,4)

于子悦 -- 尚宁 3:0 (7,13,4)

楚宁 -- 王乙竹 3:1 (-11,11,5,11)

3.辽宁四队 -- 8.辽宁二队 2:3

米湘 -- 闫禹橦 3:1 (-9,10,6,7)

许龄心 -- 华月宁 0:3 (-10,-6,-5)

李雨辰 -- 陈美彤 0:3 (-3,-7,-5)

米湘 -- 华月宁 3:0 (6,4,5)

许龄心 -- 闫禹橦 1:3 (-13,4,-6,-6)

1.正定基地一队 -- 5.正定基地二队 3:1

张晓靖 -- 王一卓 0:3 (-9,-8,-7)

张杨思宇 -- 康钰杰 3:0 (7,2,7)

崔炀钶 -- 郭少冉 3:1 (-8,7,5,15)

张晓靖 -- 康钰杰 3:1 (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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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团体 浙江财经大学 贾润青  变更为  尹耀玮

女子团体 正定基地一队 崔炀  更正为  崔炀钶

女子团体 上海龙腾乒乓球队 宣萱、季昕凌、虞果

运动员报名变更情况

一、变更报名的运动员

二、更正报名的运动员

三、报名未报到的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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