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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

体育道德风尚奖

体育道德风尚运动队

北京先农坛体校

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山东胜利东胜体校队

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

体育道德风尚运动员

王晓楠 何京林 袁铭池 徐奕 刘轩赫

梁家怡 王怡宁 陈亚轩 张恩润 朱立铖

冷大棚 陈  熠 张翔宇 冷雨桐 许鸿锐

陈垣宇 蒯  曼

体育道德风尚裁判员

王雅莉 曹  爽 许小林 范华村 孙荑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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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名次表

男 子 团 体

名次 代表队 运动员

第1名 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陈垣宇 黄友政 陈亚轩 沈烽 缪辰阳

第2名 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祝佳祺 郑禺捷 龚圣涵 于继宁 张琪锐

第3名 福建省体校 朱立铖 陈俊菘 冯明周 林俊煌 *

第4名 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张明昊 王廷宇 郑志祥 马泽霖 潘浩杰

第5名

北京先农坛体校 邓海鹏 田楚凡 李昊腾 王恺威 张艺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杨曲隆 李禹昊 高申童 葛恒汛 余政洋

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陶育畅 李仕杰 陈金龙 陶哲翀 赵欣鹏

石家庄市少年儿童业余体校 胡东申 刘乙麟 李元赫 卢兆嘉 线世瑞

第9名

辽宁省体育学校 程昱博 赵薄云 刘轩赫 陈垣蒴 黄则澄

甘肃省白银市体校 肖骐骏 范宇浩 杨明坤 周子豪 刘方佳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王卿伊 费浚航 王天祺 胡畅 顾浩歌

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 吴卓伦 刘星宇 敖华磊 李相成 蒋博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业余体校 林诗栋 李吴迪 李宇翔 赵恒坤 罗浩翔

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唐金 何京林 杨如进 谢昀熹 赵骢越

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姚鈞濤 于諾 陳顥樺 劉縉諾 萬啟山

六盘水市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校 冷大棚 江承昕 斯日特 张榜言 张玉曦

黑龙江省体育运动学校 梁兴卓 侯睿扬 刘倚尊 贾舜诚 孙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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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名次表

女 子 团 体

名次 代表队 运动员

第1名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陈熠 楚涵雯 马小惠 胡薏柠铧 李怡

第2名 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蒯曼 丁子格 李泽燕 张芸菡 叶琇淯

第3名 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 冷雨桐 纪竺君 刘星池 廖艺舟 高雨欣

第4名 山东胜利东胜体校队 张毓蕾 徐奕 孙晓萌 刘盈辰 刘凤智

第5名

北京先农坛体校 张翔宇 覃予萱 吴欣瑶 胡诗瑶 马昊滢

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梁家怡 曾友琳 王一晗 丛文司青 叶婷

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范姝涵 郑好 王晓楠 黄婧雅 戈宇纯

南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金梦妍 薛羽婷 张晓树 王珠 李函叙

第9名

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 谢佳彤 纵歌曼 高嘉遥 梁美娟 冯卓琳

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 刘亚兰 张恩润 于洋 周倩婷 王筱露

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陳劭藍 嚴浩晴 江芷林 黃凱彤 許煒

辽宁省体育学校 张歆悦 姜茜源 白雨涵 依楚杭 杨钧涵

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徐也婷 戚亚楠 叶清杨 陈俊彰 周杭

重庆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 刘宇凯 廖容竹妍 屈沛琳 陈彦妤 田旻一

福建省体校 李嘉妮 肖雨洁 吴陈韵 李佳佳 姚梓旋

甘肃省白银市体校 周柄如 袁铭池 宫煜晖 王昱欢 *

昆明市体育学校 王怡宁 李姿熠 解铭姝 赵欣然 崔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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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名次表

男 子 单 打

名次 姓名 代表队

第1名 林诗栋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业余体校

第2名 张明昊 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第3名 朱立铖 福建省体校

第4名 沈烽 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第5名

于继宁 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李昊腾 北京先农坛体校

邓海鹏 北京先农坛体校

许鸿锐 吉林省体育运动学校

第9名

陈亚轩 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龚圣涵 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何俊輝 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黄则澄 辽宁省体育学校

胡东申 石家庄市少年儿童业余体校

李禹昊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魏一 安徽省体校

陶育畅 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姚鈞濤 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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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名次表

女 子 单 打

名次 姓名 代表队

第1名 蒯曼 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第2名 陈熠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第3名 徐奕 山东胜利东胜体校队

第4名 张翔宇 北京先农坛体校

第5名

胡薏柠铧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王一朵 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

梁家怡 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范姝涵 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第9名

楚涵雯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张恩润 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

姚梓旋 福建省体校

金梦妍 南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丁子格 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刘星池 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

张晓树 南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陳思澄 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陳劭藍 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刘宇凯 重庆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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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名次表

男 子 双 打

名次 姓名 姓名 代表队

第1名 黄友政 陈垣宇 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第2名 林俊煌 朱立铖 福建省体校

第3名 李昊腾 邓海鹏 北京先农坛体校

第4名 江承昕 冷大棚 六盘水市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校

第5名

王天祺 费浚航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蒋世辉 李明泽 南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张靖瀚 张上 山东胜利东胜体校队

刘轩赫 赵薄云 辽宁省体育学校

第9名

杨如进 何京林 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贾舜诚 刘倚尊 黑龙江省体育运动学校

王廷宇 张明昊 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郑禺捷 祝佳祺 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谢昀熹 唐金 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于继宁 龚圣涵 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李仕杰 陶育畅 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李禹昊 杨曲隆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于諾 陳顥樺 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何俊輝 許浩桓 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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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名次表

女 子 双 打

名次 姓名 姓名 代表队

第1名 丁子格 蒯曼 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第2名 孙晓萌 徐奕 山东胜利东胜体校队

第3名 胡薏柠铧 楚涵雯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第4名 纪竺君 冷雨桐 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

第5名

黄婧雅 王晓楠 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马小惠 陈熠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姚梓旋 李佳佳 福建省体校

薛羽婷 金梦妍 南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第9名

冯卓琳 高嘉遥 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

袁铭池 周柄如 甘肃省白银市体校

陳劭藍 嚴浩晴 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屈沛琳 刘宇凯 重庆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

陈彦妤 廖容竹妍 重庆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

杨雨菲 马恒妤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郑好 范姝涵 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吴欣瑶 张翔宇 北京先农坛体校

丛文司青 王一晗 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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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名次表

混 合 双 打

名次 姓名 性别 姓名 性别 代表队

第1名 陈垣宇 男 蒯曼 女 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第2名 杨曲隆 男 陈熠 女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第3名 邓海鹏 男 张翔宇 女 北京先农坛体校

第4名 李明泽 男 金梦妍 女 南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第5名

陶育畅 男 范姝涵 女 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张明昊 男 梁家怡 女 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夏志芃 男 纪竺君 女 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

张靖瀚 男 徐奕 女 山东胜利东胜体校队

第9名

刘轩赫 男 张歆悦 女 辽宁省体育学校

孔令辉 男 刘宇凯 女 重庆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

李禹昊 男 楚涵雯 女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韩云麒 男 孙晓萌 女 山东胜利东胜体校队

蒋世辉 男 张晓树 女 南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周子杨 男 解铭姝 女 昆明市体育学校

高申童 男 李怡 女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黄友政 男 丁子格 女 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姚鈞濤 男 嚴浩晴 女 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何俊輝 男 陳思澄 女 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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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成绩公告

男子团体第一阶段

A 组 1 2 3 4 积分 计算 名次
1

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2:3 3:0 3:1 5 3,5/4 1

2
辽宁省体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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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甘肃省白银市体校

0:3 1:3 0:3 3 4

4
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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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组 1 2 3 4 积分 计算 名次
1

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3:0 3:0 3:0 6 1

2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0:3 1:3 3:2 4 3

3
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0:3 3:1 3:0 5 2

4
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

0:3 2:3 0:3 3 4

C 组 1 2 3 4 积分 计算 名次
1

石家庄市少年儿童业余体校
1:3 3:2 3:0 5 2

2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3:1 3:1 3:0 6 1

3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业余体校

2:3 1:3 3:1 4 3

4
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0:3 0:3 1:3 3 4

D 组 1 2 3 4 5 积分 计算 名次
1

福建省体校
3:2 3:2 3:0 3:2 8 1

2
北京先农坛体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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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黑龙江省体育运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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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六盘水市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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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2:3 1:3 3:1 3:2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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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成绩公告

男子团体第一阶段（A组）

1.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 3.甘肃省白银市体校 3:0

于继宁 -- 刘方佳○ 3:0 (13,7,3)

祝佳祺● -- 肖骐骏 3:0 (9,7,6)

龚圣涵 -- 周子豪 3:0 (7,7,11)

4.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 2.辽宁省体育学校 3:1

陶育畅● -- 赵薄云○ 3:0 (6,7,12)

赵欣鹏 -- 刘轩赫 2:3 (9,-5,6,-7,-6)

李仕杰 -- 陈垣蒴 3:2 (-3,5,11,-6,10)

陶育畅● -- 刘轩赫 3:2 (6,-7,7,-6,12)

1.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 2.辽宁省体育学校 2:3

祝佳祺● -- 赵薄云○ 0:3 (-5,-5,-7)

于继宁 -- 刘轩赫 2:3 (8,-9,9,-5,-9)

龚圣涵 -- 黄则澄 3:0 (2,6,3)

祝佳祺● -- 刘轩赫 3:0 (8,12,8)

于继宁 -- 赵薄云○ 0:3 (-2,-8,-8)

3.甘肃省白银市体校 -- 4.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0:3

肖骐骏 -- 李仕杰 2:3 (-6,-6,9,5,-8)

刘方佳○ -- 陶育畅● 0:3 (-4,-6,-4)

周子豪 -- 赵欣鹏 2:3 (8,-7,8,-5,-3)

1.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 4.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3:1

龚圣涵 -- 陶育畅● 1:3 (-6,9,-8,-11)

祝佳祺● -- 李仕杰 3:1 (6,9,-6,5)

于继宁 -- 赵欣鹏 3:0 (9,10,7)

祝佳祺● -- 陶育畅● 3:1 (3,-6,8,9)

2.辽宁省体育学校 -- 3.甘肃省白银市体校 3:1

刘轩赫 -- 周子豪 3:1 (-6,4,8,7)

赵薄云○ -- 范宇浩 3:0 (2,6,5)

程昱博 -- 刘方佳○ 0:3 (-7,-9,-2)

刘轩赫 -- 范宇浩 3:0 (1,10,10)

●直拍  ○颗粒进攻  ★削球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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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成绩公告

男子团体第一阶段（B组）

1.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 3.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3:0
陈亚轩● -- 王廷宇 3:2 (-5,7,4,-9,10)
陈垣宇 -- 张明昊 3:1 (4,12,-2,5)
黄友政 -- 郑志祥● 3:1 (-9,7,9,7)

4.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 -- 2.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2:3
敖华磊 -- 费浚航 1:3 (7,-2,-9,-8)
刘星宇 -- 王卿伊 3:1 (-7,9,9,9)
吴卓伦● -- 王天祺○ 3:0 (5,5,2)
敖华磊 -- 王卿伊 0:3 (-7,-3,-8)
刘星宇 -- 费浚航 1:3 (-4,-6,6,-12)

1.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 2.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3:0
沈烽○ -- 费浚航 3:0 (9,7,6)
陈亚轩● -- 顾浩歌 3:1 (8,-12,9,3)
缪辰阳★ -- 王天祺○ 3:2 (-7,-8,3,8,4)

3.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 4.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 3:0
张明昊 -- 敖华磊 3:0 (4,7,5)
王廷宇 -- 刘星宇 3:0 (9,9,5)
郑志祥● -- 吴卓伦● 3:0 (10,8,9)

1.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 4.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 3:0
陈亚轩● -- 李相成○ 3:0 (4,3,4)
黄友政 -- 敖华磊 3:0 (4,6,3)
陈垣宇 -- 蒋博 3:0 (9,10,10)

2.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 3.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1:3
王天祺○ -- 张明昊 3:1 (-6,9,12,8)
费浚航 -- 王廷宇 2:3 (7,-2,5,-4,-3)
王卿伊 -- 郑志祥● 0:3 (-5,-3,-10)
费浚航 -- 张明昊 2:3 (7,-6,4,-8,-8)

●直拍  ○颗粒进攻  ★削球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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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成绩公告

男子团体第一阶段（C组）

1.石家庄市少年儿童业余体校 -- 3.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业余体校 3:2
刘乙麟 -- 林诗栋 0:3 (-8,-8,-8)
胡东申★ -- 李吴迪 3:0 (8,11,7)
李元赫 -- 李宇翔● 3:0 (4,3,3)
胡东申★ -- 林诗栋 2:3 (-9,9,-6,9,-11)
刘乙麟 -- 李吴迪 3:1 (11,-9,7,11)

4.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 2.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0:3
唐金 -- 李禹昊 0:3 (-10,-4,-4)
何京林 -- 杨曲隆○ 0:3 (-3,-8,-9)
谢昀熹● -- 高申童★ 0:3 (-4,-4,-12)

1.石家庄市少年儿童业余体校 -- 2.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1:3
胡东申★ -- 杨曲隆○ 1:3 (-9,9,-9,-7)
刘乙麟 -- 李禹昊 1:3 (-9,-7,8,-6)
李元赫 -- 葛恒汛 3:0 (6,11,4)
胡东申★ -- 李禹昊 0:3 (-7,-9,-12)

3.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业余体校 -- 4.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3:1
李宇翔● -- 何京林 0:3 (-7,-4,-3)
林诗栋 -- 唐金 3:0 (6,10,7)
李吴迪 -- 谢昀熹● 3:1 (10,-9,6,7)
林诗栋 -- 何京林 3:0 (6,10,7)

1.石家庄市少年儿童业余体校 -- 4.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3:0
胡东申★ -- 唐金 3:0 (13,4,7)
李元赫 -- 杨如进 3:0 (4,4,11)
刘乙麟 -- 谢昀熹● 3:1 (-4,6,6,8)

2.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 3.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业余体校 3:1
高申童★ -- 林诗栋 0:3 (-7,-7,-7)
杨曲隆○ -- 李宇翔● 3:0 (4,3,5)
李禹昊 -- 李吴迪 3:1 (-5,4,11,3)
杨曲隆○ -- 林诗栋 3:0 (2,2,5)

●直拍  ○颗粒进攻  ★削球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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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成绩公告

男子团体第一阶段（D组）

1.福建省体校 -- 3.黑龙江省体育运动学校 3:2
陈俊菘○ -- 刘倚尊 1:3 (7,-9,-8,-9)

朱立铖 -- 侯睿扬 3:0 (4,4,1)

冯明周 -- 孙杨★ 0:3 (-11,-4,-7)
朱立铖 -- 刘倚尊 3:2 (5,-7,-9,4,2)
陈俊菘○ -- 侯睿扬 3:1 (4,15,-8,8)

2.北京先农坛体校 -- 4.六盘水市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校 3:1

田楚凡 -- 冷大棚 1:3 (-10,-5,14,-4)

邓海鹏 -- 江承昕● 3:0 (6,8,3)
李昊腾● -- 斯日特 3:0 (3,10,12)

邓海鹏 -- 冷大棚 3:0 (7,6,3)
1.福建省体校 -- 5.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3:2

陈俊菘○ -- 姚鈞濤 3:2 (-9,7,-5,11,2)

朱立铖 -- 于諾 3:2 (-9,8,-5,4,11)
冯明周 -- 劉縉諾★ 1:3 (-10,7,-11,-4)

朱立铖 -- 姚鈞濤 2:3 (-8,1,-8,11,-12)
陈俊菘○ -- 于諾 3:2 (-2,-1,4,6,7)

3.黑龙江省体育运动学校 -- 4.六盘水市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校 2:3

孙杨★ -- 冷大棚 2:3 (-4,8,-5,4,-4)
侯睿扬 -- 江承昕● 3:1 (-9,7,5,10)

贾舜诚 -- 斯日特 1:3 (-5,7,-9,-9)

侯睿扬 -- 冷大棚 3:2 (5,-4,5,-5,10)

孙杨★ -- 江承昕● 0:3 (-7,-6,-9)
1.福建省体校 -- 4.六盘水市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校 3:0

朱立铖 -- 江承昕● 3:0 (10,5,7)
陈俊菘○ -- 冷大棚 3:2 (9,-8,-8,8,6)

冯明周 -- 斯日特 3:0 (7,5,6)
5.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 2.北京先农坛体校 1:3

姚鈞濤 -- 田楚凡 3:1 (-8,8,10,9)
陳顥樺 -- 邓海鹏 1:3 (-9,5,-7,-9)

劉縉諾★ -- 李昊腾● 0:3 (-9,-7,-2)

姚鈞濤 -- 邓海鹏 1:3 (11,-5,-6,-6)

●直拍  ○颗粒进攻  ★削球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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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成绩公告

男子团体第一阶段（D组）

1.福建省体校 -- 2.北京先农坛体校 3:2
陈俊菘○ -- 邓海鹏 2:3 (-5,8,-8,8,-5)

朱立铖 -- 李昊腾● 3:0 (4,2,6)

冯明周 -- 田楚凡 1:3 (-5,6,-6,-9)
朱立铖 -- 邓海鹏 3:0 (10,10,7)
陈俊菘○ -- 李昊腾● 3:0 (9,9,5)

5.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 3.黑龙江省体育运动学校 3:1

于諾 -- 梁兴卓 3:2 (6,11,-9,-9,5)

陳顥樺 -- 侯睿扬 3:1 (-10,9,3,9)
劉縉諾★ -- 孙杨★ 0:3 (-4,-9,-8)

于諾 -- 侯睿扬 3:2 (5,6,-11,-7,3)
2.北京先农坛体校 -- 3.黑龙江省体育运动学校 3:0

田楚凡 -- 梁兴卓 3:0 (5,7,4)
李昊腾● -- 贾舜诚 3:1 (-9,11,10,5)
张艺● -- 孙杨★ 3:2 (6,-7,5,-7,10)

4.六盘水市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校 -- 5.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2:3

冷大棚 -- 于諾 3:1 (9,10,-11,9)
江承昕● -- 姚鈞濤 0:3 (-9,-4,-10)

斯日特 -- 劉縉諾★ 3:0 (5,8,4)
冷大棚 -- 姚鈞濤 2:3 (7,9,-9,-8,-5)
江承昕● -- 于諾 0:3 (-9,-8,-3)

●直拍  ○颗粒进攻  ★削球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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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成绩公告

男子团体第二阶段

1 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3:1 
1

2 北京先农坛体校
3 3:1 1

3 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3:1 

4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3

1:3 
5

0:3 
8

5 福建省体校

3 1

3:1 
5

6 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7 石家庄市少年儿童业余体校

5 1:3 8

0:3 

8 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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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成绩公告

男子团体第二阶段

1.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 2.北京先农坛体校 3:1
祝佳祺● -- 田楚凡 3:1 (7,8,-11,9)
龚圣涵 -- 邓海鹏 2:3 (10,-4,-8,7,-3)
于继宁 -- 李昊腾● 3:1 (10,7,-5,12)
祝佳祺● -- 邓海鹏 3:1 (8,10,-9,3)

3.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 4.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3:1
张明昊 -- 李禹昊 3:1 (-6,7,10,7)
王廷宇 -- 杨曲隆○ 3:2 (-4,10,7,-8,7)
郑志祥● -- 高申童★ 0:3 (-7,-11,-8)
张明昊 -- 杨曲隆○ 3:1 (-10,4,5,4)

5.福建省体校 -- 6.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3:1
陈俊菘○ -- 陶育畅● 1:3 (-6,10,-11,-9)
朱立铖 -- 李仕杰 3:0 (6,3,6)
冯明周 -- 赵欣鹏 3:2 (8,-9,-9,8,10)
朱立铖 -- 陶育畅● 3:1 (11,-11,10,10)

7.石家庄市少年儿童业余体校 -- 8.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0:3
李元赫 -- 陈亚轩● 2:3 (14,-3,9,-6,-9)
胡东申★ -- 陈垣宇 0:3 (-7,-7,-9)
刘乙麟 -- 黄友政 0:3 (-10,-7,-11)

1.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 3.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3:1
祝佳祺● -- 王廷宇 3:1 (7,8,-5,4)
于继宁 -- 张明昊 2:3 (-10,9,-8,8,-9)
龚圣涵 -- 郑志祥● 3:2 (-10,8,6,-8,11)
祝佳祺● -- 张明昊 3:0 (8,6,9)

5.福建省体校 -- 8.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1:3
朱立铖 -- 陈垣宇 3:2 (7,-8,-9,9,9)
陈俊菘○ -- 陈亚轩● 1:3 (-4,9,-8,-10)
冯明周 -- 黄友政 0:3 (-9,-2,-5)
朱立铖 -- 陈亚轩● 2:3 (-8,-7,8,13,-9)

3.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 5.福建省体校 1:3
张明昊 -- 陈俊菘○ 1:3 (10,-8,-6,-9)
王廷宇 -- 朱立铖 2:3 (-9,10,-7,12,-8)
郑志祥● -- 冯明周 3:2 (-7,3,7,-4,9)
张明昊 -- 朱立铖 2:3 (-7,-8,5,9,-1)

1.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 8.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0:3
祝佳祺● -- 陈垣宇 2:3 (-7,6,-9,9,-10)
龚圣涵 -- 陈亚轩● 1:3 (10,-5,-9,-10)
于继宁 -- 黄友政 0:3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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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成绩公告

女子团体第一阶段

A 组 1 2 3 4 积分 计算 名次
1

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
0:3 0:3 3:0 4 3

2
北京先农坛体校

3:0 3:1 3:0 6 1

3
南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3:0 1:3 3:1 5 2

4
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

0:3 0:3 1:3 3 4

B 组 1 2 3 4 5 积分 计算 名次
1

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
3:1 3:0 3:0 3:0 8 1

2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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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辽宁省体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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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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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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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组 1 2 3 4 积分 计算 名次
1

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3:2 3:0 3:1 6 1

2
山东胜利东胜体校队

2:3 3:0 3:0 5 2

3
重庆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

0:3 0:3 3:1 4 3

4
福建省体校

1:3 0:3 1:3 3 4

D 组 1 2 3 4 积分 计算 名次
1

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3:2 3:2 3:0 6 1

2
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2:3 3:0 3:0 5 2

3
甘肃省白银市体校

2:3 0:3 3:1 4 3

4
昆明市体育学校

0:3 0:3 1:3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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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成绩公告

女子团体第一阶段（A组）

1.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 -- 3.南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0:3

纵歌曼 -- 王珠 0:3 (-11,-7,-8)

谢佳彤 -- 张晓树 0:3 (-8,-11,-10)

梁美娟○ -- 李函叙★ 0:3 (-10,-9,-6)

4.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 -- 2.北京先农坛体校 0:3

张恩润○ -- 覃予萱 1:3 (7,-8,-11,-8)

刘亚兰★ -- 张翔宇 0:3 (-7,-8,-3)

周倩婷 -- 马昊滢● 2:3 (-9,5,6,-10,-10)

1.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 -- 2.北京先农坛体校 0:3

纵歌曼 -- 张翔宇 1:3 (-3,-8,7,-7)

谢佳彤 -- 覃予萱 2:3 (-5,11,-2,9,-7)

梁美娟○ -- 马昊滢● 1:3 (9,-9,-7,-5)

3.南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 4.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 3:1

金梦妍 -- 张恩润○ 3:2 (-9,5,12,-9,10)

王珠 -- 刘亚兰★ 0:3 (-8,-9,-3)

李函叙★ -- 周倩婷 3:2 (-5,-8,11,7,2)

金梦妍 -- 刘亚兰★ 3:1 (7,-8,4,9)

1.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 -- 4.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 3:0

谢佳彤 -- 王筱露 3:0 (6,9,6)

纵歌曼 -- 张恩润○ 3:1 (-10,6,4,5)

梁美娟○ -- 于洋 3:0 (6,5,8)

2.北京先农坛体校 -- 3.南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3:1

覃予萱 -- 王珠 3:1 (5,3,-9,12)

张翔宇 -- 张晓树 3:2 (-8,4,-8,9,6)

马昊滢● -- 李函叙★ 2:3 (-11,-10,6,9,-9)

张翔宇 -- 王珠 3:2 (-6,6,1,-12,8)

●直拍  ○颗粒进攻  ★削球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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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成绩公告

女子团体第一阶段（B组）

1.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 -- 3.辽宁省体育学校 3:0

冷雨桐 -- 依楚杭○ 3:0 (3,6,5)

刘星池○ -- 张歆悦 3:1 (-10,9,9,9)

纪竺君○ -- 白雨涵● 3:1 (-10,1,3,1)

2.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 4.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3:0

陈熠 -- 陈俊彰 3:0 (8,6,8)

马小惠 -- 戚亚楠 3:0 (8,9,11)

楚涵雯○ -- 徐也婷○ 3:0 (7,9,6)

1.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 -- 5.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3:0

纪竺君○ -- 陳劭藍 3:0 (7,7,4)

冷雨桐 -- 許煒 3:0 (5,3,2)

刘星池○ -- 黃凱彤○ 3:0 (6,5,6)

3.辽宁省体育学校 -- 4.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3:2

张歆悦 -- 徐也婷○ 3:0 (6,7,7)

姜茜源 -- 戚亚楠 1:3 (10,-9,-2,-8)

白雨涵● -- 叶清杨★ 3:1 (4,-7,9,7)

张歆悦 -- 戚亚楠 0:3 (-5,-7,-4)

姜茜源 -- 徐也婷○ 3:1 (8,-5,4,8)

1.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 -- 4.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3:0

冷雨桐 -- 陈俊彰 3:0 (8,7,7)

刘星池○ -- 戚亚楠 3:1 (-7,6,9,9)

纪竺君○ -- 叶清杨★ 3:2 (8,-9,-9,4,6)

5.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 2.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0:3

嚴浩晴 -- 陈熠 0:3 (-7,-2,-1)

陳劭藍 -- 楚涵雯○ 2:3 (-9,5,6,-8,-6)

黃凱彤○ -- 马小惠 0:3 (-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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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成绩公告

女子团体第一阶段（B组）

1.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 -- 2.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3:1

冷雨桐 -- 马小惠 3:0 (5,8,10)

刘星池○ -- 陈熠 0:3 (-6,-7,-4)

纪竺君○ -- 楚涵雯○ 3:1 (10,10,-9,4)

冷雨桐 -- 陈熠 3:0 (9,5,10)

5.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 3.辽宁省体育学校 3:1

嚴浩晴 -- 张歆悦 2:3 (9,9,-13,-5,-3)

陳劭藍 -- 姜茜源 3:0 (5,12,10)

黃凱彤○ -- 白雨涵● 3:1 (7,-8,4,3)

陳劭藍 -- 张歆悦 3:2 (9,-7,-4,7,10)

2.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 3.辽宁省体育学校 3:0

陈熠 -- 依楚杭○ 3:0 (6,3,5)

马小惠 -- 张歆悦 3:0 (8,4,6)

楚涵雯○ -- 杨钧涵 3:1 (2,10,-9,5)

4.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 5.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1:3

叶清杨★ -- 陳劭藍 2:3 (6,-4,9,-9,-11)

戚亚楠 -- 嚴浩晴 3:1 (4,-4,6,1)

徐也婷○ -- 黃凱彤○ 1:3 (7,-4,-9,-7)

戚亚楠 -- 陳劭藍 2:3 (9,-10,6,-8,-11)

●直拍  ○颗粒进攻  ★削球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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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成绩公告

女子团体第一阶段（C组）

1.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 3.重庆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 3:0

蒯曼 -- 田旻一 3:1 (4,10,-8,8)

丁子格 -- 刘宇凯○ 3:0 (4,6,9)

李泽燕★ -- 廖容竹妍★ 3:0 (9,10,4)

4.福建省体校 -- 2.山东胜利东胜体校队 0:3

姚梓旋 -- 孙晓萌○ 1:3 (-5,-6,6,-8)

李嘉妮 -- 徐奕 1:3 (10,-6,-4,-6)

吴陈韵○ -- 张毓蕾 0:3 (-14,-7,-3)

1.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 2.山东胜利东胜体校队 3:2

蒯曼 -- 孙晓萌○ 3:0 (3,8,9)

丁子格 -- 徐奕 1:3 (-13,-9,6,-9)

李泽燕★ -- 张毓蕾 3:1 (9,10,-6,4)

蒯曼 -- 徐奕 2:3 (8,-10,9,-12,-4)

丁子格 -- 孙晓萌○ 3:1 (-7,8,7,8)

3.重庆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 -- 4.福建省体校 3:1

刘宇凯○ -- 李嘉妮 3:1 (-9,7,7,8)

廖容竹妍★ -- 姚梓旋 3:2 (-7,4,9,-11,6)

屈沛琳○ -- 吴陈韵○ 2:3 (6,4,-8,-6,-8)

刘宇凯○ -- 姚梓旋 3:0 (3,15,4)

1.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 4.福建省体校 3:1

丁子格 -- 姚梓旋 1:3 (-9,-10,9,-8)

蒯曼 -- 肖雨洁 3:0 (7,4,9)

李泽燕★ -- 吴陈韵○ 3:0 (6,4,2)

蒯曼 -- 姚梓旋 3:0 (6,7,8)

2.山东胜利东胜体校队 -- 3.重庆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 3:0

孙晓萌○ -- 刘宇凯○ 3:0 (3,6,9)

徐奕 -- 田旻一 3:1 (-9,7,4,9)

张毓蕾 -- 廖容竹妍★ 3:1 (10,-7,8,7)

●直拍  ○颗粒进攻  ★削球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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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成绩公告

女子团体第一阶段（D组）

1.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 3.甘肃省白银市体校 3:2

梁家怡● -- 宫煜晖 3:0 (6,9,7)

叶婷● -- 周柄如 1:3 (7,-11,-8,-7)

曾友琳 -- 袁铭池○ 3:0 (7,6,7)

梁家怡● -- 周柄如 2:3 (7,-4,11,-8,-4)

叶婷● -- 宫煜晖 3:0 (2,2,9)

4.昆明市体育学校 -- 2.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0:3

解铭姝○ -- 范姝涵 1:3 (-5,-9,6,-8)

赵欣然 -- 王晓楠 2:3 (5,-5,10,-9,-9)

王怡宁 -- 郑好● 2:3 (5,-5,10,-9,-9)

1.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 2.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3:2

叶婷● -- 范姝涵 3:1 (9,-4,9,2)

梁家怡● -- 王晓楠 0:3 (-6,-7,-8)

曾友琳 -- 郑好● 3:1 (-8,7,10,9)

梁家怡● -- 范姝涵 1:3 (-5,-6,8,-6)

叶婷● -- 王晓楠 3:1 (4,-11,7,8)

3.甘肃省白银市体校 -- 4.昆明市体育学校 3:1

周柄如 -- 解铭姝○ 3:2 (8,6,-7,-5,8)

王昱欢 -- 赵欣然 1:3 (-10,10,-8,-7)

袁铭池○ -- 崔译文 3:1 (-7,8,6,12)

周柄如 -- 赵欣然 3:0 (8,6,12)

1.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 4.昆明市体育学校 3:0

叶婷● -- 赵欣然 3:0 (9,8,6)

曾友琳 -- 解铭姝○ 3:0 (5,5,4)

王一晗 -- 李姿熠○ 3:0 (9,4,5)

2.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 3.甘肃省白银市体校 3:0

王晓楠 -- 周柄如 3:1 (9,-5,2,3)

范姝涵 -- 王昱欢 3:0 (6,8,9)

郑好● -- 袁铭池○ 3:1 (5,-7,6,8)

●直拍  ○颗粒进攻  ★削球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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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成绩公告

女子团体第二阶段

1 北京先农坛体校

0:3 
2

2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3 3:0 2

3 山东胜利东胜体校队

3:2 

4 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3

1:3 
8

3:2 
2

5 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3 5

3:0 
5

6 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7 南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8 3:1 5

2:3 

8 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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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成绩公告

女子团体第二阶段

1.北京先农坛体校 -- 2.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0:3
覃予萱 -- 陈熠 2:3 (5,-5,4,-6,-9)
张翔宇 -- 马小惠 2:3 (-9,6,-6,8,-10)
马昊滢● -- 楚涵雯○ 2:3 (11,-6,10,-4,-7)

3.山东胜利东胜体校队 -- 4.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3:2
孙晓萌○ -- 梁家怡● 1:3 (-7,10,-10,-9)
徐奕 -- 叶婷● 3:2 (7,-10,-6,7,2)
张毓蕾 -- 曾友琳 3:0 (6,4,7)
徐奕 -- 梁家怡● 2:3 (-7,4,7,-9,-7)

孙晓萌○ -- 叶婷● 3:2 (7,7,-9,-6,9)
5.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 6.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3:0

蒯曼 -- 范姝涵 3:1 (-7,7,6,6)
丁子格 -- 王晓楠 3:2 (7,-5,4,-9,5)
李泽燕★ -- 郑好● 3:2 (-7,-7,7,4,7)

7.南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 8.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 2:3
王珠 -- 冷雨桐 3:0 (10,8,6)
金梦妍 -- 刘星池○ 3:1 (6,11,-11,12)
李函叙★ -- 纪竺君○ 0:3 (-7,-5,-5)
金梦妍 -- 冷雨桐 2:3 (2,-6,8,-2,-8)
王珠 -- 刘星池○ 1:3 (-9,8,-11,-9)

2.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 3.山东胜利东胜体校队 3:0
陈熠 -- 孙晓萌○ 3:0 (2,8,6)
马小惠 -- 徐奕 3:2 (5,9,-7,-9,7)
楚涵雯○ -- 张毓蕾 3:0 (9,9,14)

5.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 8.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 3:1
李泽燕★ -- 冷雨桐 3:0 (11,6,5)
蒯曼 -- 刘星池○ 3:1 (5,-9,4,10)
丁子格 -- 纪竺君○ 1:3 (-10,6,-9,-6)
蒯曼 -- 冷雨桐 3:1 (-6,10,1,9)

3.山东胜利东胜体校队 -- 8.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 1:3
孙晓萌○ -- 冷雨桐 0:3 (-7,-9,-9)
徐奕 -- 纪竺君○ 3:1 (6,-10,9,7)
张毓蕾 -- 刘星池○ 0:3 (-7,-10,-7)
徐奕 -- 冷雨桐 1:3 (9,-10,-8,-9)

2.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 5.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3:2
楚涵雯○ -- 蒯曼 0:3 (-6,-5,-13)
陈熠 -- 李泽燕★ 3:0 (4,7,8)
马小惠 -- 丁子格 0:3 (-11,-6,-9)
陈熠 -- 蒯曼 3:0 (9,7,10)

楚涵雯○ -- 李泽燕★ 3:0 (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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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单项预选赛

男子单打

11A 李禹昊(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9,-11,7,6,7,-7,12) 

 4:3  
11A

11B 姚鈞濤(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女子单打

7A 徐奕(山东胜利东胜体校队)
(7,8,6,8) 

 4:0
7A

7B 陳劭藍(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15A 刘宇凯(重庆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
W-0:4 15B

15B 陳思澄(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W-0:4 

男子双打

7A 李昊腾/邓海鹏(北京先农坛体校)
(8,6,-9,8) 

 3:1
7A

7B 于諾/陳顥樺(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14A 刘轩赫/赵薄云(辽宁省体育学校)
(5,2,4) 14A

14B 何俊輝/許浩桓(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3:0

女子双打

6A 丛文司青/王一晗(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9,-9,-8) 

 0:3  
6B

6B 陳劭藍/嚴浩晴(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混合双打

2A 邓海鹏/张翔宇(北京先农坛体校)
(7,8,5) 

 3:0
2A

2B 姚鈞濤/嚴浩晴(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10A 杨曲隆/陈熠(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6,8,4) 10A

10B 何俊輝/陳思澄(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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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成绩公告

男 子 单 打

1 陈亚轩(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6,6,-8,-10,-13,7,-10) 
 3:4 2

2 于继宁(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7,-7,-3,7,4,-8,-1) 
 3:4 4

3 龚圣涵(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8,-9,-3,-6,-7) 

4 林诗栋(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业余体校)
 1:4 4

6 (7,-5,3,9,7)  4:1 4

5 何俊輝(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5,-1,-4,-9) 
 0:4 6

6 朱立铖(福建省体校)
(7,-9,1,3,10) 

7 李昊腾(北京先农坛体校)
 4:1 6

(-10,5,3,3,-5,9) 

8 黄则澄(辽宁省体育学校)
 4:2 7

(4,-7,7,3,-8,-5,11) 
 4:3        6

(10,7,7,6) 
 4:0      4

9 胡东申(石家庄市少年儿童业余体校)
             12          13

(-9,5,4,-9,-6,-7) 
 2:4 10

10 邓海鹏(北京先农坛体校)
(-9,6,-8,-5,7,-10) 

 2:4 12

11 李禹昊(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3,-11,7,-10,3,-5) 

12 沈烽(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2:4 12

13 张明昊(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12(-8,8,-4,-11,-4)  1:4 13

(5,7,5,-9,6) 
 4:1 13

14 魏一(安徽省体校)
(-4,-5,6,-4,7,7,5) 

15 陶育畅(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4:3 13

(-9,-8,-7,-2) 

16 许鸿锐(吉林省体育运动学校)
 0: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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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成绩公告

女 子 单 打

1 蒯曼(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7,5,4,9) 

 4:0 1

2 楚涵雯(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5,7,4,7) 
 4:0 1

3 张恩润(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

(-4,-6,-8,-8) 

4 胡薏柠铧(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0:4 4

7 (11,-9,-10,8,5,7)  4:2 1

5 王一朵(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

(-7,7,9,-9,-9,8,8) 
 4:3 5

6 姚梓旋(福建省体校)
(-12,-7,-5,-3) 

7 徐奕(山东胜利东胜体校队)
 0:4 7

(-12,12,-9,6,-9,7,2) 

8 金梦妍(南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4:3 7

(-4,9,7,-10,9,-8,5) 
 4:3   7

(7,7,-10,7,8) 
 4:1    1

9 梁家怡(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12       16

(10,8,-7,7,8) 
 4:1 9

10 丁子格(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7,-10,-5,-9,-8) 
 1:4 12

11 刘星池(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

(4,-6,-9,-4,-12) 

12 张翔宇(北京先农坛体校)
 1:4 12

13 范姝涵(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12 (8,8,-5,-4,-7,-9)  2:4 16

(9,10,4,9) 
 4:0 13

14 张晓树(南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5,-6,-11,-11,-5) 

15 陳思澄(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1:4 16

(-5,-4,-5,-5) 

16 陈熠(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0: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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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成绩公告

男 子 双 打

1 林俊煌/朱立铖(福建省体校)
(7,-7,-9,8,8) 

 3:2 1

2 杨如进/何京林(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8,-11,6,2) 
 3:1 1

3 贾舜诚/刘倚尊(黑龙江省体育运动学校)

(-8,-9,-6) 

4 王天祺/费浚航(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0:3 4

7 (-8,3,6,-11,-4,9,7)  4:3 1

5 王廷宇/张明昊(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8,-5,11,9,-5) 
 2:3 6

6 蒋世辉/李明泽(南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6,13,-13,-12) 

7 李昊腾/邓海鹏(北京先农坛体校)
 1: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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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郑禺捷/祝佳祺(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3:2 7

(11,-5,8,4,8) 
 4:1   7

(-5,-9,-5,-4) 
 0:4   16

9 江承昕/冷大棚(六盘水市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校)
  9         1

(10,-4,10,-7,3) 
 3:2 9

10 谢昀熹/唐金(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4,10,5) 
 3:0 9

11 于继宁/龚圣涵(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10,-5,-8) 

12 张靖瀚/张上(山东胜利东胜体校队)
 0:3 12

13 李仕杰/陶育畅(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9 (-8,10,-7,-2,-10)  1:4 16

(-8,8,-5,-8) 
 1:3 14

14 刘轩赫/赵薄云(辽宁省体育学校)

(6,-4,-7,5,-7) 

15 李禹昊/杨曲隆(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2:3 16

(-8,-6,-11) 

16 黄友政/陈垣宇(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0: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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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成绩公告

女 子 双 打

1 丁子格/蒯曼(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15,1,4) 
 3:0 1

2 冯卓琳/高嘉遥(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

(4,9,-10,10) 
 3:1 1

3 袁铭池/周柄如(甘肃省白银市体校)

(8,-9,-13,-7) 

4 黄婧雅/王晓楠(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1:3 4

5 (5,4,8,-6,6)  4:1 1

5 纪竺君/冷雨桐(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

(6,6,9) 
 3:0 5

6 陳劭藍/嚴浩晴(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7,6,8) 

7 屈沛琳/刘宇凯(重庆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
 3:0 5

W-0:3 

8 马小惠/陈熠(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W-0:3 8

(9,5,6,-10,-9,-10,-8) 
 3:4   15

(-10,-7,9,8,7,6) 
 4:2     1

9 陈彦妤/廖容竹妍(重庆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

5          10

(-4,8,-12,-10) 
 1:3 10

10 孙晓萌/徐奕(山东胜利东胜体校队)

(-10,5,9,6) 
 3:1 10

11 姚梓旋/李佳佳(福建省体校)
(-9,9,-8,12,9) 

12 杨雨菲/马恒妤(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3:2 11

13 郑好/范姝涵(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15 (9,10,-7,8,7)  4:1 10

(9,-4,-4,-9) 
 1:3 14

14 薛羽婷/金梦妍(南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4,-8,-9,-3) 

15 胡薏柠铧/楚涵雯(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1:3 15

(6,9,-8,9) 

16 吴欣瑶/张翔宇(北京先农坛体校)
 3: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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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决赛（体校乙组）成绩公告

混 合 双 打

1 刘轩赫/张歆悦(辽宁省体育学校)

(6,-8,11,-5,-6) 
 2:3 2

2 邓海鹏/张翔宇(北京先农坛体校)

(6,-6,-6,10,11) 
 3:2 2

3 孔令辉/刘宇凯(重庆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

(-8,-12,-2) 

4 陶育畅/范姝涵(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0:3 4

2 (-8,-3,6,-5,9,-4)  2:4 8

5 张明昊/梁家怡(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5,4,-10,5) 
 3:1 5

6 李禹昊/楚涵雯(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7,-2,12,-5,-9) 

7 韩云麒/孙晓萌(山东胜利东胜体校队)
 2:3 8

(-5,-6,-6) 

8 陈垣宇/蒯曼(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0:3 8

(-8,10,-8,6,7,6) 
 4:2     2

(-9,-8,8,6,7,10) 
 4:2  8

9 蒋世辉/张晓树(南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15  10

(-9,-6,-8) 
 0:3 10

10 杨曲隆/陈熠(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5,11,-7,-6,7) 
 3:2 10

11 夏志芃/纪竺君(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

(11,7,9) 

12 周子杨/解铭姝(昆明市体育学校)
 3:0 11

13 张靖瀚/徐奕(山东胜利东胜体校队)
15 (8,7,8,9)  4:0 10

(7,5,1) 
 3:0 13

14 高申童/李怡(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6,-7,-5) 

15 李明泽/金梦妍(南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0:3 15

(9,8,9) 

16 黄友政/丁子格(江苏省少年业余体校)
 3: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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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情况说明

代 表 队 队 名 变 更

序号 原队名 变更后

1 浙江台州队 浙江省台州市少年体校

运 动 员 信 息 变 更

序号 姓名 性别 代表队 变更后

1 马小蕙 男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马小惠

2 許浩恒 男 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許浩桓

3 劉縉諾 男 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劉縉諾★

4 黃凱彤 女 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黃凱彤○

教练员、队医信息变更以纸质版成绩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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