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队名 名次 队名
第1名 南京东大智能 第1名 中孚信息乒乓球俱乐部

第2名 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第2名 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第3名 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第3名 福建省乒乓球队

第4名 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第4名 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第5名 辽源吉程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第5名 宁波大学

第6名 河南商丘立洁乒乓球俱乐部 第6名 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第7名 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第7名 山东体彩

第8名 河南常新宏达 第8名 中国乒乓球学院

第9名 天津队 第9名 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第10名 山东鲁能队 第10名 杭州宏策乒乓球俱乐部

第11名 上海龙腾 第11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第12名 固安众达 第12名 云南亚讯

第13名 八一队一队 第13名 湖南队

第14名 湖南队 第14名 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第15名 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第15名 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第16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第16名 山东鲁能队

第17名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第17名 上海体校曹燕华（上大附中）

第18名 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第18名 黑龙江二队

第19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第19名 黑龙江一队

第20名 正定一中（正华） 第20名 山西奥体队

第21名 福建省乒乓球队 第21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第22名 湖北省乒乓球队 第22名 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第23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第23名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第24名 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第24名 上海皖酒集团俱乐部

第25名 四川长虹 第25名 河北二队

第26名 山东淄博万乔乒乓球俱乐部 第26名 河南·濮阳

第27名 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第27名 武汉宏大队

第28名 八一队二队 第28名 吉林大学

第29名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第29名 河北一队

第30名 安徽惠友 第30名 青岛嘉联体育（弃权）

第31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第31名

第32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第3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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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第1名 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第2名 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第2名 福建省乒乓球队

第3名 山东鲁能队 第3名 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第4名 河南商丘立洁乒乓球俱乐部 第4名 中国乒乓球学院

第5名 固安众达 第5名 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第6名 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第6名 杭州宏策乒乓球俱乐部

第7名 湖南队 第7名 云南亚讯

第8名 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第8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第9名 正定一中（正华） 第9名 黑龙江二队

第10名 四川长虹 第10名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第11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第11名 黑龙江一队

第12名 山东淄博万乔乒乓球俱乐部 第12名 上海皖酒集团俱乐部

第13名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第13名 武汉宏大队

第14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第14名 河北二队

第15名 湖北省乒乓球队 第15名 青岛嘉联体育（弃权）

第16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第16名

名次 队名 名次 队名
第1名 南京东大智能 第1名 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第2名 天津队 第2名 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第3名 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第3名 山东鲁能队

第4名 辽源吉程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第4名 山东体彩

第5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第5名 中孚信息乒乓球俱乐部

第6名 河南常新宏达 第6名 宁波大学

第7名 八一队一队 第7名 湖南队

第8名 上海龙腾 第8名 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第9名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第9名 山西奥体队

第10名 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第10名 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第11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第11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第12名 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第12名 河北一队

第13名 福建省乒乓球队 第13名 河南·濮阳

第14名 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第14名 吉林大学

第15名 安徽惠友 第15名 上海体校曹燕华（上大附中）

第16名 八一队二队 第1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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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源吉程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第1名 中孚信息乒乓球俱乐部

第2名 南京东大智能 第2名 宁波大学

第3名 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第3名 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第4名 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第4名 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第5名 河南商丘立洁乒乓球俱乐部 第5名 山东体彩

第6名 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第6名 福建省乒乓球队

第7名 天津队 第7名 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第8名 山东鲁能队 第8名 杭州宏策乒乓球俱乐部

第9名 河南常新宏达 第9名 中国乒乓球学院

第10名 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第10名 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第11名 上海龙腾 第11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第12名 固安众达 第12名 云南亚讯

第13名 八一队一队 第13名 湖南队

第14名 湖南队 第14名 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第15名 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第15名 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第16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第16名 山东鲁能队

名次 队名 名次 队名
第17名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第17名 上海体校曹燕华（上大附中）

第18名 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第18名 黑龙江二队

第19名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第19名 黑龙江一队

第20名 正定一中（正华） 第20名 河南·濮阳

第21名 四川长虹 第21名 山西奥体队

第22名 福建省乒乓球队 第22名 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第23名 山东淄博万乔乒乓球俱乐部 第23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第24名 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第24名 武汉宏大队

第25名 湖北省乒乓球队 第25名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第26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第26名 吉林大学

第27名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第27名 上海皖酒集团俱乐部

第28名 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第28名 河北二队

第29名 八一队二队 第29名 河北一队

第30名 安徽惠友 第30名 青岛嘉联体育（弃权）

第31名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第31名

第32名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第3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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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中孚信息乒乓球俱乐部

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省乒乓球队

南京东大智能 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辽源吉程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乒乓球学院

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山东体彩

河南商丘立洁乒乓球俱乐部 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河南常新宏达 宁波大学

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天津队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上海龙腾 杭州宏策乒乓球俱乐部

湖南队 云南亚讯

八一队一队 湖南队

固安众达

山东鲁能队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名次 队名 名次 队名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湖北省乒乓球队 山西奥体队

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黑龙江二队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上海体校曹燕华（上大附中）

正定一中（正华） 山东鲁能队

福建省乒乓球队 黑龙江一队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山东淄博万乔乒乓球俱乐部 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四川长虹 上海皖酒集团俱乐部

八一队二队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河北二队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河北一队

安徽惠友 武汉宏大队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吉林大学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河南·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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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淘汰赛和附加赛成绩

男子团体（决前4名） 女子团体（决前4名）

男子团体（决后4名） 女子团体（决后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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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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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团体第一次淘汰赛和附加赛（A组）

1

2

13

14

5

6

7

8

3

4

黑龙江二队

W-0:3 3:1 1:3 

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青岛嘉联体育（弃权）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中国乒乓球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轮空

云南亚讯

黑龙江一队

1:3 3:1 

河北二队

福建省乒乓球队

杭州宏策乒乓球俱乐部

武汉宏大队

上海皖酒集团俱乐部

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3: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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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团体第一次淘汰赛和附加赛（B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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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体校曹燕华（上大附中）

3:1 3:0 3:1 

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河南·濮阳

湖南队

中孚信息乒乓球俱乐部

轮空

山东体彩

山西奥体队

2:3 3:2 

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山东鲁能队

宁波大学

河北一队

吉林大学

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3: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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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团体第一次淘汰赛和附加赛（A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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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安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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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山东淄博万乔乒乓球俱乐部

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河南商丘立洁乒乓球俱乐部

正定一中（正华）

湖北省乒乓球队

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1:3 2:3 

四川长虹

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鲁能队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湖南队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0: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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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团体第一次淘汰赛和附加赛（B组）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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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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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上海龙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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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乒乓球队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南京东大智能

八一队二队

八一队一队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3:2 3:0 

安徽惠友

辽源吉程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队

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河南常新宏达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3: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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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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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

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3:0 3:2 0:3 

山东体彩

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云南亚讯

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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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团体第二次淘汰赛和附加赛（1-16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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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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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1 2:3 0:3 3:1 

山东鲁能队

杭州宏策乒乓球俱乐部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福建省乒乓球队

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中孚信息乒乓球俱乐部

中国乒乓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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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

青岛嘉联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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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二队

轮空

河北二队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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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团体第二次淘汰赛和附加赛（17-32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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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1

2

3

4

W-0:3 1:3 2:3 3:1 

山西奥体队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上海体校曹燕华（上大附中）

武汉宏大队

河北一队

0:3 

上海皖酒集团俱乐部

河南·濮阳

轮空

2: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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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队

南京东大智能

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上海龙腾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山东鲁能队

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3:0 1:3 

辽源吉程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固安众达

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天津队

男子团体第二次淘汰赛和附加赛（1-16名）

1

2

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八一队一队

河南常新宏达

河南商丘立洁乒乓球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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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15

16

9

10

11

12

13

14

5

6

7

8

11



2 3:2 1

3 3:0 2 4 3:2 1

0:3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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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0 5

3:0 3:0 

7 6 8 5

2:3 

7 8

10 7 6 2 12 8 5 1

3 15 11 13 4 14 16 9

10 3:2 9

10 0:3 11 12 3:0 9

1:3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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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0:3 14

3:0 1:3 

15 13 14 16

0:3 

15 16

3:0 

安徽惠友

正定一中（正华）

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山东淄博万乔乒乓球俱乐部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福建省乒乓球队

3:0 3:0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八一队二队

四川长虹

男子团体第二次淘汰赛和附加赛（17-32名）

1

2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湖北省乒乓球队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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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15

16

9

10

11

12

13

14

5

6

7

8

12



1

3

5

8

9

12

14

16

山东体彩

云南亚讯

湖南队

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中孚信息乒乓球俱乐部

轮空

中国乒乓球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3:1

15

16

13

2:3

14

杭州宏策乒乓球俱乐部

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轮空

宁波大学

9

10

1:3

11

0:3

12

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轮空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福建省乒乓球队

5

3:0

6

女子团体第三次淘汰赛和附加赛（决前4名）

1

2

3:0

3

3:1

4

1:3

7

0:3

8

13



2 3:1 1

2

0:3

3 2:3 4

6 3:0 5

6

2:3

7 0:3 8

10 3:2 9

10

1:3

11 1:3 12

13 14

1:3

13

2:3

15 0:3 16

15

16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河北二队

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12

13

14

河南·濮阳

黑龙江一队

9

10

11

山东鲁能队

吉林大学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上海体校曹燕华（上大附中）

7

8

武汉宏大队

上海皖酒集团俱乐部

4

5

6

黑龙江二队

山西奥体队

女子团体第三次淘汰赛和附加赛（决后4名）

1

2

3

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河北一队

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14



1

3

3

5

8

8

9

9

12

14

16

16

0:3

15

0:3

16

13

0:3

14

山东鲁能队

河南常新宏达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南京东大智能

0:3

7

0:3

8

9

3:0

10

3:0

11

0:3

12

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八一队一队

固安众达

5

3:0

6

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上海龙腾

男子团体第三次淘汰赛和附加赛（决前4名）

1

3:0

2

1:3

3

3:0

4

河南商丘立洁乒乓球俱乐部

湖南队

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辽源吉程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天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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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0 1

2

2:3

3:1

4 3

5 6

1:3

7

3:0

7 0:3 8

10 3:0 9

11

3:1

11 1:3 12

13 14

0:3

15

3:0

15 2:3 16

15

16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12

13

14

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福建省乒乓球队

9

10

11

八一队二队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7

8

正定一中（正华）

安徽惠友

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4

5

6

四川长虹

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山东淄博万乔乒乓球俱乐部

男子团体第三次淘汰赛和附加赛（决后4名）

1

2

3

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湖北省乒乓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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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云南亚讯 -- 4.黑龙江一队 3:1

单晓婧 -- 李昱諄 3:2 (-8,9,-8,7,10)
陈萧竹 -- 吕彤 1:3 (9,-8,-5,-8)
陈祺琪 -- 吴玥彤 3:0 (11,5,6)
单晓婧 -- 吕彤 3:0 (10,7,11)

5.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 6.青岛嘉联体育（弃权） 3:W-0

7.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8.中国乒乓球学院 1:3

徐佳瑞 -- 李莹 1:3 (-9,11,-6,-6)
李泽燕 -- 黄丁若 0:3 (-9,-6,-3)
丁子格 -- 顾翎铃 3:2 (5,8,-6,-5,8)
徐佳瑞 -- 黄丁若 0:3 (-9,-8,-5)

9.杭州宏策乒乓球俱乐部 -- 10.武汉宏大队 3:0

刘星池 -- 郭佳 3:0 (7,9,10)
纪竺君 -- 王栩嘉 3:0 (10,9,2)
王哲 -- 杨壹 3:1 (-6,7,3,3)

11.上海皖酒集团俱乐部 -- 12.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0:3

崔雪聪 -- 郭心怡 0:3 (-5,-4,-7)
陶静静 -- 蒋桐 1:3 (-12,-7,7,-7)
李雨蒙 -- 张翔宇 0:3 (-3,-10,-3)

13.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 14.黑龙江二队 3:2

彭诗诗 -- 曾紫艳 3:1 (7,3,-7,8)
詹利平 -- 王鑫钰 3:1 (-6,6,6,5)
杨诗璐 -- 崔容赫 1:3 (-6,-8,8,-8)
彭诗诗 -- 王鑫钰 1:3 (7,-6,-9,-12)
詹利平 -- 曾紫艳 3:0 (8,7,11)

15.河北二队 -- 16.福建省乒乓球队 0:3

6.青岛嘉联体育（弃权） -- 7.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W-0:3

10.武汉宏大队 -- 11.上海皖酒集团俱乐部 2:3

王栩嘉 -- 陶静静 3:0 (6,8,7)
杨壹 -- 崔雪聪 3:2 (8,-7,-7,16,12)
姚宜宜 -- 姜欣翊 0:3 (-3,-3,-4)
王栩嘉 -- 崔雪聪 2:3 (4,3,-6,-10,-9)
杨壹 -- 陶静静 2:3 (8,-5,-7,9,-9)

14.黑龙江二队 -- 15.河北二队 3:0

曾紫艳 -- 刘潇瑶 3:2 (-6,8,-8,8,11)
王鑫钰 -- 李思源 3:1 (4,11,-9,9)
崔容赫 -- 黄玉博 3:0 (8,6,6)

1.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 3.云南亚讯 3:0

杨悦媛 -- 单晓婧 3:2 (7,8,-8,-8,6)
王昆 -- 陈萧竹 3:0 (6,4,10)
王圣迪 -- 陈祺琪 3:1 (8,11,-11,9)

5.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 8.中国乒乓球学院 1:3

朱玲慧 -- 李莹 1:3 (-6,7,-7,-6)
王一凡 -- 黄丁若 0:3 (-9,-2,-8)
许诺 -- 顾翎铃 3:0 (9,9,5)
王一凡 -- 李莹 2:3 (-6,-4,4,8,-6)

女子团体第一次淘汰赛和附加赛（A组）详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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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杭州宏策乒乓球俱乐部 -- 12.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0:3

刘星池 -- 郭心怡 1:3 (-3,6,-7,-5)
纪竺君 -- 蒋桐 2:3 (6,-10,3,-7,-4)
王哲 -- 张翔宇 1:3 (7,-4,-9,-8)

13.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 16.福建省乒乓球队 0:3

詹利平 -- 沈思昉 1:3 (7,-13,-7,-8)
彭诗诗 -- 李仁思佳 1:3 (9,-6,-4,-3)
周静儿 -- 王昕昕 1:3 (8,-8,-7,-7)

10.武汉宏大队 -- 15.河北二队 3:0

杨壹 -- 刘潇瑶 3:0 (7,6,8)
郭佳 -- 李思源 3:1 (3,5,-5,1)
王栩嘉 -- 黄玉博 3:2 (-7,-8,8,7,5)

4.黑龙江一队 -- 7.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1:3

李昱諄 -- 徐佳瑞 2:3 (-7,9,3,-7,-6)
吕彤 -- 丁子格 3:0 (7,7,3)
吴玥彤 -- 李泽燕 0:3 (-9,-3,-9)
吕彤 -- 徐佳瑞 0:3 (-5,-11,-7)

11.上海皖酒集团俱乐部 -- 14.黑龙江二队 1:3

罗芷君 -- 曾紫艳 0:3 (-8,-5,-7)
姜欣翊 -- 王鑫钰 3:0 (8,9,6)
李雨蒙 -- 崔容赫 2:3 (-5,5,7,-5,-9)
罗芷君 -- 王鑫钰 1:3 (-6,-7,9,-10)

3.云南亚讯 -- 5.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2:3

陈萧竹 -- 王一凡 1:3 (-6,10,-2,-9)
单晓婧 -- 朱玲慧 3:1 (7,-9,5,6)
陈祺琪 -- 许诺 0:3 (-15,-2,-4)
单晓婧 -- 王一凡 3:0 (7,7,8)
陈萧竹 -- 朱玲慧 2:3 (8,5,-5,-7,-6)

9.杭州宏策乒乓球俱乐部 -- 13.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3:2

刘星池 -- 詹利平 1:3 (-6,2,-6,-13)
纪竺君 -- 彭诗诗 3:2 (-10,9,-6,9,17)
王哲 -- 杨诗璐 3:1 (15,6,-6,7)
纪竺君 -- 詹利平 2:3 (7,6,-6,-6,-9)
刘星池 -- 彭诗诗 3:0 (8,10,5)

1.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 8.中国乒乓球学院 3:1

王昆 -- 李莹 3:0 (5,9,3)
王圣迪 -- 黄丁若 2:3 (7,-12,-8,4,-7)
杨悦媛 -- 顾翎铃 3:2 (6,-12,-5,18,11)
王圣迪 -- 李莹 3:0 (5,4,6)

12.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 16.福建省乒乓球队 2:3

蒋桐 -- 李仁思佳 1:3 (-8,9,-7,-3)
郭心怡 -- 沈思昉 3:1 (4,8,-7,10)
张翔宇 -- 王昕昕 2:3 (10,-7,-7,6,-5)
郭心怡 -- 李仁思佳 3:0 (5,9,7)
蒋桐 -- 沈思昉 0:3 (-3,-4,-8)

6.青岛嘉联体育（弃权） -- 10.武汉宏大队 W-0:3

4.黑龙江一队 -- 11.上海皖酒集团俱乐部 3:1

吕彤 -- 崔雪聪 3:0 (6,3,5)
李昱諄 -- 姜欣翊 3:1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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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玥彤 -- 陶静静 0:3 (-8,-7,-10)
吕彤 -- 姜欣翊 3:1 (10,-10,7,8)

7.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14.黑龙江二队 1:3

徐佳瑞 -- 曾紫艳 2:3 (5,-8,-10,6,-6)
李泽燕 -- 王鑫钰 1:3 (-4,7,-10,-8)
张芸菡 -- 崔容赫 3:0 (14,6,8)
徐佳瑞 -- 王鑫钰 2:3 (-6,10,-7,6,-7)

3.云南亚讯 -- 13.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3:1

单晓婧 -- 彭诗诗 3:1 (10,15,-8,9)
陈萧竹 -- 杨诗璐 1:3 (-6,6,-7,-10)
陈祺琪 -- 周静儿 3:0 (6,3,7)
单晓婧 -- 杨诗璐 3:2 (-9,10,6,-8,4)

5.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 9.杭州宏策乒乓球俱乐部 3:0

许诺 -- 刘星池 3:2 (7,-10,2,-8,11)
朱玲慧 -- 纪竺君 3:0 (7,6,7)
王一凡 -- 王哲 3:1 (5,-7,8,6)

8.中国乒乓球学院 -- 12.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1:3

黄丁若 -- 张翔宇 2:3 (7,5,-7,-7,-11)
李莹 -- 郭心怡 0:3 (-7,-6,-6)
顾翎铃 -- 覃予萱 3:2 (-14,10,-6,7,3)
黄丁若 -- 郭心怡 1:3 (-3,-9,8,-6)

1.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 16.福建省乒乓球队 3:1

杨悦媛 -- 李仁思佳 3:2 (10,5,-8,-9,10)
王昆 -- 沈思昉 3:0 (8,4,3)
王圣迪 -- 王昕昕 1:3 (-8,4,-7,-6)
王昆 -- 李仁思佳 3:0 (10,11,6)

3.山东体彩 -- 4.山西奥体队 3:0

黄禹乔 -- 胡家荣 3:0 (12,9,7)
高雅楠 -- 魏雅洁 3:0 (10,2,7)
王丽倩 -- 赵承林 3:2 (-8,5,11,-11,7)

5.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 6.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3:2

郭轩琪 -- 高婧怡 3:0 (5,7,8)
左玥 -- 方晓宇 3:2 (4,-7,6,-9,6)
胡悦妍 -- 唐思琪 0:3 (-8,-6,-5)
左玥 -- 高婧怡 2:3 (-15,9,7,-9,-10)
郭轩琪 -- 方晓宇 3:2 (10,-1,-12,6,7)

7.河南·濮阳 -- 8.湖南队 2:3

田源 -- 朱思冰 2:3 (8,-4,11,-6,-6)
金梦妍 -- 胡熙梓 3:2 (10,7,-8,-6,8)
刘艺茗 -- 张潇予 3:2 (-2,4,-9,7,9)
金梦妍 -- 朱思冰 0:3 (-11,-5,-8)
田源 -- 胡熙梓 1:3 (-8,-4,6,-7)

9.宁波大学 -- 10.河北一队 3:0

张文静 -- 王净歆 3:1 (4,7,-5,6)
谢心悦 -- 马昕月 3:2 (8,-9,-8,8,7)
王宏 -- 谷金怡 3:1 (5,-5,7,2)

11.吉林大学 -- 12.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0:3

董雪莹 -- 张钊 0:3 (-4,-2,-9)
张亚卓 -- 李雯茜 0:3 (-5,-7,-6)

女子团体第一次淘汰赛和附加赛（B组）详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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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丝雨 -- 邵洛萱 1:3 (-7,-8,9,-2)
13.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 14.上海体校曹燕华（上大附中） 3:1

陈雯妍 -- 杨霁雯 3:2 (-9,-5,6,3,2)
方思涵 -- 陈星羽 3:0 (9,7,13)
李幼芃 -- 马小惠 2:3 (3,7,-8,-14,-7)
方思涵 -- 杨霁雯 3:0 (7,9,5)

15.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 16.山东鲁能队 0:3

6.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 7.河南·濮阳 3:2

方晓宇 -- 金梦妍 3:0 (2,7,6)
高婧怡 -- 田源 2:3 (-7,6,-7,8,-5)
唐思琪 -- 刘艺茗 3:2 (-5,6,4,-6,8)
高婧怡 -- 金梦妍 2:3 (8,7,-7,-8,-9)
方晓宇 -- 田源 3:2 (-4,3,9,-8,6)

10.河北一队 -- 11.吉林大学 3:1

马昕月 -- 董雪莹 3:1 (3,-9,1,7)
王净歆 -- 张亚卓 0:3 (-6,-11,-9)
谷金怡 -- 刘馨凝 3:1 (-10,9,10,8)
马昕月 -- 张亚卓 3:2 (7,-10,5,-8,9)

14.上海体校曹燕华（上大附中） -- 15.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2:3

陈星羽 -- 杨胜 1:3 (-8,-10,5,-5)
杨霁雯 -- 范姝涵 3:2 (5,-8,2,-8,6)
马小惠 -- 王晓楠 3:0 (6,7,7)
杨霁雯 -- 杨胜 1:3 (-9,-6,4,-11)
陈星羽 -- 范姝涵 2:3 (7,-9,-8,2,-2)

1.中孚信息乒乓球俱乐部 -- 3.山东体彩 1:3

郭芮辰 -- 王丽倩 0:3 (-6,-9,-10)
刘颖 -- 高雅楠 3:1 (3,-5,9,12)
张笑荷 -- 黄禹乔 0:3 (-3,-4,-8)
郭芮辰 -- 高雅楠 0:3 (-10,-6,-2)

5.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 8.湖南队 3:0

左玥 -- 朱思冰 3:0 (7,10,2)
郭轩琪 -- 胡熙梓 3:1 (-7,8,5,9)
胡悦妍 -- 张潇予 3:0 (4,5,12)

9.宁波大学 -- 12.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1:3

张文静 -- 李雯茜 1:3 (-8,-5,8,-7)
贾晨 -- 张钊 2:3 (-9,12,8,-7,-3)
谢心悦 -- 邵洛萱 3:2 (-7,3,-3,5,9)
张文静 -- 张钊 0:3 (-9,-2,-7)

13.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 16.山东鲁能队 2:3

方思涵 -- 孙晓萌 1:3 (-6,-9,6,-5)
陈雯妍 -- 徐奕 1:3 (-9,-4,5,-8)
李幼芃 -- 周柄如 3:0 (9,9,7)
方思涵 -- 徐奕 3:1 (10,-5,8,5)
陈雯妍 -- 孙晓萌 0:3 (-3,-4,-4)

11.吉林大学 -- 14.上海体校曹燕华（上大附中） 3:1

刘馨凝 -- 马小惠 3:2 (-6,9,-6,9,10)
张亚卓 -- 陈星羽 2:3 (8,-7,11,-7,-10)
郭伊明 -- 易爱川 3:2 (-8,3,9,-9,13)
张亚卓 -- 马小惠 3:0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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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山西奥体队 -- 6.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3:2

胡家荣 -- 唐思琪 1:3 (-6,-8,8,-8)
魏雅洁 -- 方晓宇 3:2 (7,9,-3,-8,5)
赵承林 -- 邱泓珺 3:1 (9,-9,5,9)
胡家荣 -- 方晓宇 0:3 (-8,-9,-9)
魏雅洁 -- 唐思琪 3:1 (7,-10,5,8)

10.河北一队 -- 15.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2:3

马昕月 -- 杨胜 0:3 (-11,-7,-5)
王净歆 -- 范姝涵 3:1 (12,9,-13,10)
谷金怡 -- 王晓楠 3:2 (-5,7,-6,12,6)
马昕月 -- 范姝涵 1:3 (-5,8,-4,-9)
王净歆 -- 杨胜 0:3 (-7,-8,-4)

1.中孚信息乒乓球俱乐部 -- 8.湖南队 3:0

侯琳 -- 朱思冰 3:0 (5,9,5)
郭芮辰 -- 胡熙梓 3:0 (6,2,3)
刘颖 -- 张潇予 3:0 (6,3,5)

9.宁波大学 -- 13.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3:1

谢心悦 -- 方思涵 3:1 (7,8,-9,7)
张文静 -- 陈雯妍 3:1 (8,-9,7,9)
贾晨 -- 李幼芃 0:3 (-8,-7,-5)
张文静 -- 方思涵 3:0 (6,8,3)

3.山东体彩 -- 5.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2:3

高雅楠 -- 郭轩琪 0:3 (-3,-9,-8)
黄禹乔 -- 左玥 3:2 (-7,-8,10,5,9)
王丽倩 -- 胡悦妍 3:1 (7,9,-10,12)
高雅楠 -- 左玥 0:3 (-6,-8,-4)
黄禹乔 -- 郭轩琪 0:3 (-11,-9,-6)

12.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 16.山东鲁能队 3:0

张钊 -- 徐奕 3:1 (-9,11,5,8)
李雯茜 -- 孙晓萌 3:0 (6,3,2)
邵洛萱 -- 周柄如 3:0 (6,7,9)

7.河南·濮阳 -- 11.吉林大学 3:1

田源 -- 郭丝雨 3:1 (8,-7,8,10)
金梦妍 -- 张亚卓 3:2 (-9,9,14,-7,9)
刘艺茗 -- 刘馨凝 0:3 (-5,-6,-8)
田源 -- 张亚卓 3:2 (-9,9,7,-6,9)

6.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 10.河北一队 3:0

唐思琪 -- 谷金怡 3:2 (4,5,-8,-9,5)
方晓宇 -- 王净歆 3:1 (5,5,-9,7)
邱泓珺 -- 程可意 3:0 (4,7,5)

4.山西奥体队 -- 15.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3:1

胡家荣 -- 杨胜 1:3 (7,-4,-9,-7)
魏雅洁 -- 范姝涵 3:2 (-4,7,-10,9,4)
赵承林 -- 郑好 3:1 (7,5,-8,1)
胡家荣 -- 范姝涵 3:2 (11,7,-7,-8,12)

8.湖南队 -- 13.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3:1

朱思冰 -- 张浩榕 3:0 (5,8,8)
胡熙梓 -- 李幼芃 3:1 (2,9,-2,5)
张潇予 -- 方思涵 0:3 (-5,-10,-6)
朱思冰 -- 李幼芃 3:1 (3,-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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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孚信息乒乓球俱乐部 -- 9.宁波大学 3:1

侯琳 -- 张文静 1:3 (-7,-5,8,-9)
郭芮辰 -- 谢心悦 3:0 (7,6,3)
刘颖 -- 刘嘉溢 3:0 (4,6,2)
郭芮辰 -- 张文静 3:0 (7,5,5)

3.山东体彩 -- 16.山东鲁能队 2:3

王丽倩 -- 徐奕 3:1 (-10,6,11,7)
高雅楠 -- 孙晓萌 2:3 (8,-11,-9,5,-4)
黄禹乔 -- 周柄如 2:3 (7,-9,8,-10,-11)
高雅楠 -- 徐奕 3:1 (9,9,-9,3)
王丽倩 -- 孙晓萌 0:3 (-9,-10,-13)

5.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 12.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3:2

郭轩琪 -- 张钊 1:3 (-8,6,-1,-4)
左玥 -- 李雯茜 3:1 (10,-6,8,6)
胡悦妍 -- 吴欣瑶 3:1 (5,8,-4,10)
左玥 -- 张钊 1:3 (8,-5,-2,-9)
郭轩琪 -- 李雯茜 3:1 (-8,4,6,5)

1.河南商丘立洁乒乓球俱乐部 -- 2.正定一中（正华） 3:0

3.湖北省乒乓球队 -- 4.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1:3

华北 -- 杨英皓 2:3 (9,-10,5,-9,-6)
陶育畅 -- 田灏 3:0 (11,4,9)
徐浩 -- 彭晟 2:3 (4,-8,10,-11,-10)
华北 -- 田灏 0:3 (-8,-10,-9)

5.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 6.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3:0

王麒凯 -- 张迪俊 3:2 (4,8,-7,-6,3)
吴家骥 -- 张靖松 3:0 (2,3,5)
齐震 -- 黄冠轩 3:0 (9,3,6)

7.山东淄博万乔乒乓球俱乐部 -- 8.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1:3

康志浩 -- 翟超 1:3 (8,-8,-4,-8)
王瑞 -- 陈曦 0:3 (-6,-5,-10)
王文豪 -- 尹航 3:2 (11,-9,8,-7,7)
王瑞 -- 翟超 0:3 (-7,-4,-5)

9.山东鲁能队 -- 10.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3:1

刘祺龙 -- 赖数筠 1:3 (-8,-8,6,-9)
赖启鉴 -- 谢东灼 3:2 (-6,-8,9,9,9)
李斌彬 -- 张博奥 3:2 (10,7,-9,-7,9)
赖启鉴 -- 赖数筠 3:0 (9,8,5)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 12.湖南队 1:3

蔡德常 -- 白鹤 3:2 (-7,6,-10,9,5)
范国宁 -- 龙屹 1:3 (13,-5,-4,-6)
姚官泽 -- 易江南 2:3 (6,-7,8,-11,-10)
蔡德常 -- 龙屹 0:3 (-3,-8,-5)

13.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 14.固安众达 0:3

陈旭彬 -- 郑啸 1:3 (-7,8,-7,-9)
朱骁睿 -- 张弛 1:3 (-8,-6,4,-9)
李锦浩 -- 周德灏 0:3 (-9,-4,-6)

15.四川长虹 -- 16.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0:3

男子团体第一次淘汰赛和附加赛（A组）详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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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定一中（正华） -- 3.湖北省乒乓球队 3:1

刘润硕 -- 华北 1:3 (-8,5,-7,-9)
张淄沂 -- 陶育畅 3:1 (11,-2,7,16)
张怿飞 -- 徐浩 3:0 (9,9,11)
张淄沂 -- 华北 3:1 (-9,5,2,7)

6.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7.山东淄博万乔乒乓球俱乐部 1:3

黄凯顿 -- 王瑞 1:3 (9,-8,-13,-4)
张靖松 -- 康志浩 2:3 (10,-5,-7,7,-11)
黄冠轩 -- 王文豪 3:0 (9,8,6)
张靖松 -- 王瑞 2:3 (6,-6,8,-11,-3)

10.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1:3

谢东灼 -- 范国宁 2:3 (-2,10,-3,14,-5)
赖数筠 -- 蔡德常 3:2 (-7,17,8,-7,6)
张博奥 -- 姚官泽 0:3 (-7,-5,-9)
谢东灼 -- 蔡德常 0:3 (-7,-5,-9)

13.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 15.四川长虹 1:3

陈旭彬 -- 张津瑞 2:3 (9,11,-2,-12,-8)
朱骁睿 -- 宋信科 3:1 (9,-2,10,10)
史宇博 -- 向楠翔 0:3 (-5,-8,-12)
陈旭彬 -- 宋信科 0:3 (-3,-7,-7)

1.河南商丘立洁乒乓球俱乐部 -- 4.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3:0

陈鑫 -- 邓海鹏 3:0 (6,6,6)
刘燚 -- 彭晟 3:0 (7,9,4)
张超越 -- 田灏 3:2 (-8,-9,9,9,10)

5.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 8.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0:3

王麒凯 -- 陈曦 1:3 (-9,-10,7,-3)
吴家骥 -- 翟超 0:3 (-7,-7,-10)
齐震 -- 尹航 0:3 (-8,-7,-5)

9.山东鲁能队 -- 12.湖南队 3:0

李斌彬 -- 龙屹 3:1 (-3,6,5,7)
赖启鉴 -- 易江南 3:1 (10,9,-11,2)
汪庭印 -- 李朋波 3:1 (-9,6,9,5)

14.固安众达 -- 16.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1:3

周德灏 -- 王臻 0:3 (-5,-7,-10)
张弛 -- 介健伟 0:3 (-8,-6,-6)
郑啸 -- 孟义皓 3:0 (1,1,1)
张弛 -- 王臻 0:3 (-9,-5,-9)

3.湖北省乒乓球队 -- 6.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1:3

华北 -- 张迪俊 3:0 (10,5,9)
陶育畅 -- 张靖松 1:3 (5,-9,-10,-11)
徐浩 -- 黄冠轩 2:3 (-10,6,-6,2,-12)
华北 -- 张靖松 2:3 (-11,6,-11,7,-9)

10.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 13.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3:0

赖数筠 -- 李锦浩 3:0 (9,9,6)
谢东灼 -- 朱骁睿 3:1 (9,-5,8,10)
张博奥 -- 史宇博 3:0 (7,8,9)

2.正定一中（正华） -- 7.山东淄博万乔乒乓球俱乐部 3:1

刘润硕 -- 王瑞 1:3 (9,-3,-6,-7)
张淄沂 -- 康志浩 3:2 (8,-7,10,-9,3)
张怿飞 -- 王文豪 3:2 (-3,5,-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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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淄沂 -- 王瑞 3:1 (6,8,-11,9)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 15.四川长虹 1:3

范国宁 -- 宋信科 2:3 (-6,8,9,-9,-10)
蔡德常 -- 张津瑞 3:1 (7,-8,5,8)
姚官泽 -- 向楠翔 1:3 (-10,-9,10,-9)
蔡德常 -- 宋信科 1:3 (-8,-7,3,-7)

4.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 5.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0:3

杨英皓 -- 吴家骥 0:3 (-5,-9,-7)
田灏 -- 王麒凯 1:3 (8,-9,-10,-9)
邓海鹏 -- 冯极 1:3 (-9,10,-4,-6)

12.湖南队 -- 14.固安众达 1:3

龙屹 -- 张弛 3:2 (-9,-5,15,7,6)
易江南 -- 郑啸 0:3 (-4,-7,-5)
李朋波 -- 周德灏 0:3 (-8,-5,-8)
龙屹 -- 郑啸 1:3 (-5,7,-7,-11)

1.河南商丘立洁乒乓球俱乐部 -- 8.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2:3

张超越 -- 翟超 3:1 (9,6,-9,7)
刘燚 -- 陈曦 2:3 (-8,-9,7,6,-7)
陈鑫 -- 尹航 3:0 (4,6,1)
刘燚 -- 翟超 1:3 (-8,8,-8,-2)
张超越 -- 陈曦 1:3 (10,-10,-6,-6)

9.山东鲁能队 -- 16.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2:3

李斌彬 -- 王臻 3:0 (9,8,9)
赖启鉴 -- 杨晓夫 0:3 (-3,-3,-7)
刘祺龙 -- 介健伟 3:1 (7,9,-10,11)
赖启鉴 -- 王臻 1:3 (-4,8,-6,-6)
李斌彬 -- 杨晓夫 0:3 (-7,-7,-10)

3.湖北省乒乓球队 -- 13.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3:0

陶育畅 -- 朱骁睿 3:1 (-6,6,6,6)
徐浩 -- 史宇博 3:0 (6,6,11)
华北 -- 李锦浩 3:0 (6,8,4)

6.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10.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0:3

黄凯顿 -- 赖数筠 0:3 (-7,-7,-4)
张迪俊 -- 谢东灼 1:3 (-7,5,-2,-8)
黄冠轩 -- 张博奥 2:3 (6,11,-10,-8,-7)

7.山东淄博万乔乒乓球俱乐部 --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0:3

王瑞 -- 范国宁 0:3 (-9,-8,-3)
康志浩 -- 蔡德常 1:3 (-1,4,-9,-8)
王文豪 -- 姚官泽 1:3 (8,-3,-14,-8)

2.正定一中（正华） -- 15.四川长虹 3:0

刘润硕 -- 宋信科 3:2 (7,-9,6,-8,7)
张淄沂 -- 张津瑞 3:0 (7,7,9)
王强 -- 向楠翔 3:0 (7,5,6)

4.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 12.湖南队 0:3

孙旒钦 -- 易江南 1:3 (3,-8,-7,-8)
彭晟 -- 李朋波 0:3 (-9,-12,-8)
邓海鹏 -- 龙屹 1:3 (8,-11,-10,-3)

5.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 14.固安众达 1:3

刘成洋 -- 刘铸 3:0 (10,4,4)
齐震 -- 张弛 0:3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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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极 -- 周德灏 0:3 (-7,-8,-6)
刘成洋 -- 张弛 0:3 (-6,-6,-2)

1.河南商丘立洁乒乓球俱乐部 -- 9.山东鲁能队 1:3

刘燚 -- 刘祺龙 2:3 (6,5,-7,-9,-5)
俞泽远 -- 汪庭印 0:3 (-8,-6,-7)
李天江 -- 李斌彬 3:0 (4,7,6)
俞泽远 -- 刘祺龙 2:3 (4,-7,7,-4,-2)

8.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 16.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2:3

尹航 -- 王臻 2:3 (8,4,-9,-5,-6)
翟超 -- 杨晓夫 3:1 (5,10,-9,7)
陈曦 -- 介健伟 2:3 (-7,9,-3,7,-5)
翟超 -- 王臻 3:1 (-8,9,7,12)
尹航 -- 杨晓夫 0:3 (-7,-10,-8)

1.南京东大智能 -- 2.八一队二队 3:0

3.八一队一队 -- 4.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3:0

刘寒风 -- 满派 3:0 (9,8,8)
谢聪凡 -- 王新阳 3:0 (5,9,6)
黄友政 -- 冯梓盛 3:0 (9,9,6)

5.福建省乒乓球队 -- 6.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1:3

林洋 -- 陈鑫铨 2:3 (6,9,-7,-6,-9)
魏颖 -- 谭若鹏 0:3 (-8,-6,-4)
李明隆 -- 张鑫 3:1 (9,5,-7,9)
林洋 -- 谭若鹏 0:3 (-6,-11,-6)

7.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 8.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0:3

王晨策 -- 黄新敏 2:3 (8,-4,11,-5,-9)
李汶翀 -- 王伟 0:3 (-4,-9,-7)
王尔康 -- 庞斌 1:3 (-5,-8,7,-8)
9.天津队 -- 10.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3:0
韩企曜 -- 林诗栋 3:0 (6,8,13)
高杨 -- 王鹏 3:0 (6,7,6)
宋佳旺 -- 李吴迪 3:0 (9,8,8)

11.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 12.河南常新宏达 2:3

祝佳祺 -- 徐豪 3:1 (7,5,-6,10)
王树坤 -- 潘登 3:2 (11,-9,8,-10,8)
胡俊豪 -- 姚文嘉 2:3 (3,7,-9,-6,-9)
祝佳祺 -- 潘登 1:3 (8,-12,-7,-5)
王树坤 -- 徐豪 1:3 (13,-5,-2,-3)

13.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14.上海龙腾 1:3

陈亚轩 -- 孙正 1:3 (-6,7,-3,-9)
衡寅号 -- 陈宇涛 3:0 (8,8,11)
周汐君 -- 杨曲隆 2:3 (-12,-8,7,9,-5)
衡寅号 -- 孙正 0:3 (-11,-6,-7)

15.安徽惠友 -- 16.辽源吉程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0:3

2.八一队二队 -- 4.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0:3

冷大棚 -- 王新阳 1:3 (6,-6,-3,-5)
曹方 -- 满派 0:3 (-3,-7,-6)
徐振尧 -- 冯梓盛 0:3 (-5,-5,-6)

男子团体第一次淘汰赛和附加赛（B组）详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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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福建省乒乓球队 -- 7.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2:3

林洋 -- 王尔康 3:1 (-10,9,6,9)
李明隆 -- 王晨策 1:3 (13,-10,-8,-6)
魏颖 -- 李汶翀 3:1 (-8,6,9,6)
林洋 -- 王晨策 0:3 (-5,-10,-5)
李明隆 -- 王尔康 1:3 (-7,-10,9,-9)

10.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 11.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2:3

林诗栋 -- 祝佳祺 3:0 (8,8,3)
王鹏 -- 王树坤 0:3 (-6,-9,-10)
李吴迪 -- 胡俊豪 3:2 (10,-7,-7,10,11)
王鹏 -- 祝佳祺 1:3 (-6,-7,8,-5)
林诗栋 -- 王树坤 1:3 (-5,-6,8,-2)

13.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15.安徽惠友 3:1

衡寅号 -- 杨博 3:0 (8,5,5)
周汐君 -- 姚炳辰 2:3 (-8,4,-10,6,-9)
陈亚轩 -- 于子恒 3:0 (9,8,7)
周汐君 -- 杨博 3:0 (5,3,6)

1.南京东大智能 -- 3.八一队一队 3:1

习胜 -- 谢聪凡 3:0 (8,6,11)
魏世皓 -- 黄友政 3:1 (6,-7,8,8)
钱伟航 -- 刘寒风 0:3 (-6,-8,-8)
魏世皓 -- 谢聪凡 3:1 (4,7,-8,10)

6.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 8.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0:3

陈鑫铨 -- 王伟 1:3 (-4,5,-8,-7)
谭若鹏 -- 庞斌 2:3 (5,6,-1,-7,-7)
张鑫 -- 黄新敏 0:3 (-5,-11,-9)

9.天津队 -- 12.河南常新宏达 3:1

韩企曜 -- 姚文嘉 2:3 (-11,-9,9,9,-9)
高杨 -- 徐豪 3:0 (6,6,3)
宋佳旺 -- 潘登 3:2 (-6,6,8,-6,7)
高杨 -- 姚文嘉 3:2 (-6,9,-6,2,5)

14.上海龙腾 -- 16.辽源吉程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1:3

孙正 -- 柳洋 3:2 (-7,-6,7,9,8)
杨曲隆 -- 王振 1:3 (9,-8,-8,-8)
李禹昊 -- 朱健辉 1:3 (-7,9,-7,-8)
孙正 -- 王振 2:3 (-7,-4,7,4,-8)

2.八一队二队 -- 5.福建省乒乓球队 1:3

冷大棚 -- 李明隆 2:3 (-12,5,8,-5,-7)
徐振尧 -- 林洋 0:3 (-9,-2,-11)
曹方 -- 魏颖 3:1 (-5,9,9,2)
冷大棚 -- 林洋 0:3 (-9,-8,-9)

10.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 15.安徽惠友 3:0

林诗栋 -- 姚炳辰 3:0 (7,7,5)
王鹏 -- 杨博 3:0 (6,5,7)
李吴迪 -- 于子恒 3:2 (-9,5,8,-11,5)

4.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7.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1:3

王新阳 -- 王晨策 2:3 (-5,7,3,-5,-8)
满派 -- 王尔康 3:0 (8,6,7)
冯梓盛 -- 李汶翀 1:3 (10,-10,-8,-6)
满派 -- 王晨策 2:3 (-3,10,-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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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 13.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1:3

祝佳祺 -- 陈亚轩 3:2 (2,10,-10,-10,5)
王树坤 -- 衡寅号 0:3 (-10,-8,-9)
于继宁 -- 周汐君 2:3 (-9,7,4,-7,-9)
祝佳祺 -- 衡寅号 2:3 (-7,-9,5,9,-9)

3.八一队一队 -- 6.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0:3

刘寒风 -- 陈鑫铨 1:3 (-3,-5,9,-6)
黄友政 -- 谭若鹏 2:3 (-8,-7,5,9,-9)
高梓轩 -- 张鑫 0:3 (-2,-4,-6)

12.河南常新宏达 -- 14.上海龙腾 3:0

姚文嘉 -- 陈宇涛 3:2 (5,-6,7,-2,7)
潘登 -- 孙正 3:1 (-6,10,7,9)
徐豪 -- 杨曲隆 3:2 (-9,10,-9,2,8)

1.南京东大智能 -- 8.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3:0

韩传熙 -- 王伟 3:2 (12,-6,-9,7,6)
魏世皓 -- 庞斌 3:0 (7,6,5)
习胜 -- 黄新敏 3:1 (2,12,-10,2)

9.天津队 -- 16.辽源吉程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3:2

宋佳旺 -- 王振 2:3 (9,8,-4,-5,-6)
高杨 -- 柳洋 3:2 (-13,-10,4,9,11)
韩企曜 -- 朱健辉 0:3 (-10,-11,-12)
高杨 -- 王振 3:2 (6,-4,7,-10,11)
宋佳旺 -- 柳洋 3:1 (10,-9,6,7)

2.八一队二队 -- 15.安徽惠友 2:3

曹方 -- 杨博 0:3 (-8,-6,-8)
冷大棚 -- 姚炳辰 1:3 (-6,-3,11,-5)
徐振尧 -- 顾凯文 3:2 (9,-2,-6,8,5)
冷大棚 -- 杨博 3:1 (1,-4,8,9)
曹方 -- 姚炳辰 2:3 (4,-6,-8,6,-6)

5.福建省乒乓球队 -- 10.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3:2

李明隆 -- 林诗栋 2:3 (7,8,-9,-7,-8)
林洋 -- 王鹏 3:2 (6,-9,-9,7,6)
魏颖 -- 李吴迪 2:3 (10,-4,6,-8,-10)
林洋 -- 林诗栋 3:1 (-7,9,11,3)
李明隆 -- 王鹏 3:1 (9,9,-8,7)

4.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11.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3:0

王新阳 -- 祝佳祺 3:2 (-9,12,8,-9,8)
满派 -- 王树坤 3:1 (10,7,-9,8)
冯梓盛 -- 于继宁 3:1 (6,-7,4,9)

7.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 13.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1:3

李汶翀 -- 陈亚轩 2:3 (10,-7,-9,8,-6)
王尔康 -- 衡寅号 0:3 (-2,-10,-6)
王晨策 -- 周汐君 3:0 (8,4,7)
王尔康 -- 陈亚轩 0:3 (-2,-8,-7)

3.八一队一队 -- 14.上海龙腾 3:1

刘寒风 -- 陈宇涛 3:0 (6,5,7)
黄友政 -- 孙正 3:1 (8,11,-5,8)
高梓轩 -- 李禹昊 0:3 (-6,-12,-12)
刘寒风 -- 孙正 3:1 (4,8,-7,8)

6.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 12.河南常新宏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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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心博 -- 吴麒海 3:2 (8,6,-7,-8,2)
张鑫 -- 叶圣达 3:0 (9,5,9)
许榆明 -- 姚文嘉 0:3 (-7,-8,-6)
张鑫 -- 吴麒海 3:0 (2,10,11)

8.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 16.辽源吉程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3:2

王晓卿 -- 朱健辉 0:3 (-1,-12,-4)
杨丰硕 -- 王震林 3:2 (-9,6,8,-7,9)
庞斌 -- 冯子路 3:0 (1,4,7)
杨丰硕 -- 朱健辉 0:3 (-1,-4,-4)
王晓卿 -- 王震林 3:1 (-7,9,4,7)

1.南京东大智能 -- 9.天津队 3:0

魏世皓 -- 陈浩天 3:0 (11,7,2)
习胜 -- 韩企曜 3:0 (7,9,7)
黄博 -- 刘洪毓 3:0 (7,6,4)

1.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 2.湖南队 3:2

王圣迪 -- 朱思冰 1:3 (-10,6,-7,-7)
王昆 -- 胡熙梓 3:1 (9,-9,7,10)
杨悦媛 -- 张潇予 3:2 (-5,9,9,-5,4)
王昆 -- 朱思冰 0:3 (-12,-7,-3)
王圣迪 -- 胡熙梓 3:1 (7,6,-9,8)

3.宁波大学 -- 4.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3:2

王宏 -- 郭心怡 1:3 (7,-7,-4,-6)
张文静 -- 张翔宇 3:0 (6,1,5)
谢心悦 -- 覃予萱 3:1 (9,-9,7,9)
张文静 -- 郭心怡 2:3 (-4,4,-5,9,-6)
王宏 -- 张翔宇 3:0 (5,6,9)

5.山东体彩 -- 6.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3:0

高雅楠 -- 许诺 3:2 (-7,10,5,-10,11)
黄禹乔 -- 王一凡 3:2 (-8,8,5,-9,7)
王丽倩 -- 朱玲慧 3:0 (4,11,10)

7.云南亚讯 -- 8.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1:3

陈萧竹 -- 张钊 0:3 (-1,-4,-5)
单晓婧 -- 李雯茜 3:1 (10,-8,6,8)
陈祺琪 -- 邵洛萱 0:3 (-14,-4,-7)
单晓婧 -- 张钊 1:3 (8,-5,-4,-8)

9.福建省乒乓球队 -- 10.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3:1

沈思昉 -- 陈雯妍 0:3 (-10,-4,-7)
李仁思佳 -- 方思涵 3:0 (6,7,6)
王昕昕 -- 李幼芃 3:2 (-10,5,-5,7,9)
李仁思佳 -- 陈雯妍 3:1 (-9,9,10,6)

11.中孚信息乒乓球俱乐部 -- 12.中国乒乓球学院 3:1

刘颖 -- 顾翎铃 3:0 (4,6,6)
郭芮辰 -- 李莹 3:0 (7,6,9)
侯琳 -- 黄丁若 2:3 (5,10,-6,-6,-9)
郭芮辰 -- 顾翎铃 3:0 (6,5,7)

13.山东鲁能队 -- 14.杭州宏策乒乓球俱乐部 2:3

徐奕 -- 刘星池 1:3 (-10,11,-9,-9)
孙晓萌 -- 纪竺君 3:1 (6,-8,3,6)
周柄如 -- 王哲 3:1 (9,7,-4,9)

女子团体第二次淘汰赛和附加赛（1-16名）详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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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萌 -- 刘星池 0:3 (-8,-9,-12)
徐奕 -- 纪竺君 1:3 (7,-11,-2,-8)

1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 16.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1:3

詹利平 -- 郭轩琪 2:3 (9,3,-8,-11,-8)
彭诗诗 -- 左玥 2:3 (-7,3,-6,9,-4)
杨诗璐 -- 胡悦妍 3:0 (7,7,8)
詹利平 -- 左玥 0:3 (-9,-9,-8)

2.湖南队 -- 4.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1:3

胡熙梓 -- 郭心怡 2:3 (4,6,-7,-6,-2)
朱思冰 -- 蒋桐 3:1 (4,5,-9,8)
张潇予 -- 张翔宇 0:3 (-5,-8,-11)
朱思冰 -- 郭心怡 1:3 (-13,9,-4,-7)

6.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 7.云南亚讯 0:3

王一凡 -- 单晓婧 1:3 (9,-7,-4,-8)
许诺 -- 陈祺琪 0:3 (-7,-13,-10)
朱玲慧 -- 陈萧竹 2:3 (5,-6,7,-10,-8)

10.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 12.中国乒乓球学院 1:3

陈雯妍 -- 李莹 0:3 (-7,-6,-3)
方思涵 -- 黄丁若 3:0 (4,8,4)
李幼芃 -- 顾翎铃 2:3 (16,-6,-9,5,-4)
方思涵 -- 李莹 2:3 (-5,-8,4,8,-4)

13.山东鲁能队 -- 1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1:3

徐奕 -- 彭诗诗 2:3 (-8,8,-9,7,-13)
孙晓萌 -- 詹利平 3:2 (9,11,-9,-9,7)
周柄如 -- 杨诗璐 0:3 (-9,-4,-8)
孙晓萌 -- 彭诗诗 0:3 (-11,-6,-7)

1.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 3.宁波大学 1:3

王昆 -- 张文静 2:3 (6,4,-9,-5,-7)
王圣迪 -- 王宏 1:3 (-5,9,-10,-8)
杨悦媛 -- 谢心悦 3:2 (6,10,-8,-6,11)
王圣迪 -- 张文静 0:3 (-8,-5,-7)

5.山东体彩 -- 8.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1:3

高雅楠 -- 李雯茜 3:0 (9,11,9)
王丽倩 -- 张钊 0:3 (-10,-3,-7)
黄禹乔 -- 邵洛萱 1:3 (-3,-5,7,-6)
高雅楠 -- 张钊 2:3 (-2,10,-8,6,-7)

9.福建省乒乓球队 -- 11.中孚信息乒乓球俱乐部 0:3

李仁思佳 -- 刘颖 1:3 (10,-8,-7,-8)
王昕昕 -- 郭芮辰 1:3 (-2,7,-12,-6)
沈思昉 -- 侯琳 2:3 (14,-7,9,-11,-5)

14.杭州宏策乒乓球俱乐部 -- 16.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1:3

纪竺君 -- 郭轩琪 2:3 (5,-4,-9,7,-10)
刘星池 -- 左玥 1:3 (-7,-8,10,-7)
王哲 -- 胡悦妍 3:2 (-9,7,8,-10,4)
纪竺君 -- 左玥 2:3 (9,5,-9,-9,-9)

2.湖南队 -- 6.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3:2

胡熙梓 -- 王一凡 0:3 (-5,-8,-8)
朱思冰 -- 许诺 2:3 (-8,-5,12,4,-7)
张潇予 -- 朱玲慧 3:0 (4,9,2)
朱思冰 -- 王一凡 3:1 (8,-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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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熙梓 -- 许诺 3:1 (9,9,-11,7)
10.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 13.山东鲁能队 3:0

陈雯妍 -- 孙晓萌 3:1 (-7,8,9,2)
方思涵 -- 徐奕 3:0 (7,8,7)
李幼芃 -- 周柄如 3:1 (-3,5,6,9)

4.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 7.云南亚讯 3:0

张翔宇 -- 单晓婧 3:0 (2,9,8)
郭心怡 -- 陈祺琪 3:0 (9,4,10)
覃予萱 -- 陈萧竹 3:1 (-13,9,10,7)

12.中国乒乓球学院 -- 1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3:1

李莹 -- 彭诗诗 3:2 (6,-2,-9,11,9)
黄丁若 -- 杨诗璐 2:3 (7,-1,-4,3,-9)
顾翎铃 -- 詹利平 3:1 (-6,9,6,10)
李莹 -- 杨诗璐 3:2 (7,-2,-9,7,7)

1.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 5.山东体彩 0:3

高源 -- 王丽倩 0:3 (-4,-6,-3)
杨悦媛 -- 高雅楠 0:3 (-9,-9,-11)
李硕 -- 黄禹乔 1:3 (-1,8,-6,-5)

9.福建省乒乓球队 -- 14.杭州宏策乒乓球俱乐部 3:0

李仁思佳 -- 刘星池 3:0 (4,2,5)
沈思昉 -- 纪竺君 3:0 (6,9,6)
王昕昕 -- 王哲 3:2 (-6,-11,6,5,10)

3.宁波大学 -- 8.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3:1

张文静 -- 李雯茜 3:1 (-9,8,10,5)
谢心悦 -- 张钊 2:3 (9,-5,-8,9,-11)
王宏 -- 邵洛萱 3:1 (6,-6,4,8)
张文静 -- 张钊 3:2 (-6,-4,8,6,5)

11.中孚信息乒乓球俱乐部 -- 16.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3:1

刘颖 -- 左玥 1:3 (-9,-9,5,-7)
郭芮辰 -- 郭轩琪 3:2 (-6,7,-5,10,4)
侯琳 -- 胡悦妍 3:1 (8,7,-8,7)
郭芮辰 -- 左玥 3:1 (-10,7,7,3)

6.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 13.山东鲁能队 3:1

朱玲慧 -- 孙晓萌 3:1 (9,10,-5,9)
王一凡 -- 徐奕 1:3 (-8,8,-7,-11)
许诺 -- 周柄如 3:2 (9,-10,9,-10,8)
朱玲慧 -- 徐奕 3:0 (6,8,7)

2.湖南队 -- 10.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3:1

胡熙梓 -- 方思涵 3:2 (-7,9,-6,6,8)
朱思冰 -- 陈雯妍 3:0 (9,6,4)
张潇予 -- 李幼芃 0:3 (-3,-8,-9)
朱思冰 -- 方思涵 3:0 (2,7,3)

7.云南亚讯 -- 1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2:3

陈祺琪 -- 周静儿 3:2 (-7,-2,7,7,13)
罗悦 -- 詹利平 0:3 (-8,-6,-3)
单晓婧 -- 杨诗璐 3:2 (7,-10,-3,5,1)
罗悦 -- 周静儿 0:3 (-8,-3,-5)
陈祺琪 -- 詹利平 1:3 (5,-9,-7,-10)

4.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 12.中国乒乓球学院 0:3

蒋桐 -- 黄丁若 2:3 (-6,8,-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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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宇 -- 顾翎铃 0:3 (-1,-5,-7)
覃予萱 -- 李莹 0:3 (-7,-7,-11)

1.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 14.杭州宏策乒乓球俱乐部 3:1

李硕 -- 刘星池 3:1 (-9,12,6,5)
杨悦媛 -- 纪竺君 2:3 (10,9,-8,-11,-13)
高源 -- 王哲 3:0 (7,7,7)
杨悦媛 -- 刘星池 3:0 (9,8,5)

5.山东体彩 -- 9.福建省乒乓球队 3:0

高雅楠 -- 吴沁怡 3:0 (13,3,5)
王丽倩 -- 沈思昉 3:0 (8,7,7)
黄禹乔 -- 王昕昕 3:2 (-7,-8,10,7,8)

8.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 16.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3:2

张钊 -- 郭轩琪 3:2 (-5,3,10,-6,8)
邵洛萱 -- 左玥 3:0 (6,14,5)
李雯茜 -- 胡悦妍 1:3 (7,-6,-10,-6)
张钊 -- 左玥 2:3 (-9,7,3,-1,-10)
邵洛萱 -- 郭轩琪 3:2 (1,-7,9,-4,13)

3.宁波大学 -- 11.中孚信息乒乓球俱乐部 0:3

王宏 -- 侯琳 0:3 (-7,-4,-8)
谢心悦 -- 郭芮辰 0:3 (-8,-4,-2)
贾晨 -- 刘颖 0:3 (-2,-6,-4)

3.河北二队 -- 4.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1:3

刘潇瑶 -- 方晓宇 0:3 (-8,-8,-9)
李思源 -- 高婧怡 3:0 (7,9,7)
黄玉博 -- 唐思琪 0:3 (-11,-5,-3)
刘潇瑶 -- 高婧怡 1:3 (7,-2,-9,-6)

5.黑龙江一队 -- 6.吉林大学 3:2

李昱諄 -- 张亚卓 3:0 (6,3,7)
吕彤 -- 董雪莹 3:1 (12,-10,9,8)
吴玥彤 -- 刘馨凝 1:3 (7,-6,-9,-9)
吕彤 -- 张亚卓 1:3 (-1,-6,11,-5)
李昱諄 -- 董雪莹 3:1 (5,-9,11,10)

7.青岛嘉联体育（弃权） -- 8.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W-0:3

9.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10.上海体校曹燕华（上大附中） 0:3

丁子格 -- 杨霁雯 1:3 (8,-5,-9,-9)
徐佳瑞 -- 马小惠 2:3 (10,-8,-9,7,-2)
张芸菡 -- 陈星羽 0:3 (-9,-6,-9)

11.武汉宏大队 -- 12.河北一队 3:2

杨壹 -- 马昕月 1:3 (9,-4,-4,-7)
郭佳 -- 王净歆 3:1 (-9,8,8,4)
王栩嘉 -- 谷金怡 3:0 (1,5,4)
郭佳 -- 马昕月 1:3 (7,-5,-6,-8)
杨壹 -- 王净歆 3:1 (-9,8,9,4)

13.上海皖酒集团俱乐部 -- 14.河南·濮阳 2:3

崔雪聪 -- 田源 2:3 (8,-5,10,-4,-9)
陶静静 -- 金梦妍 3:2 (-9,-11,8,8,9)
姜欣翊 -- 刘艺茗 3:0 (11,9,5)
陶静静 -- 田源 0:3 (-9,-7,-9)

女子团体第二次淘汰赛和附加赛（17-32名）详细成绩

31



崔雪聪 -- 金梦妍 0:3 (-5,-3,-4)
6.吉林大学 -- 7.青岛嘉联体育（弃权） 3:W-0

9.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12.河北一队 3:0

徐佳瑞 -- 王净歆 3:1 (-9,8,9,8)
丁子格 -- 马昕月 3:2 (-5,-3,10,10,6)
李泽燕 -- 谷金怡 3:2 (-6,5,3,-6,6)

1.黑龙江二队 -- 4.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3:1

曾紫艳 -- 唐思琪 0:3 (-6,-9,-5)
王鑫钰 -- 方晓宇 3:2 (5,6,-9,-7,4)
崔容赫 -- 邱泓珺 3:1 (5,8,-5,4)
王鑫钰 -- 唐思琪 3:1 (7,-10,7,9)

5.黑龙江一队 -- 8.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3:1

吕彤 -- 杨胜 3:2 (9,-15,8,-6,9)
李昱諄 -- 范姝涵 3:1 (-6,10,7,6)
吴玥彤 -- 王晓楠 1:3 (7,-7,-8,-9)
吕彤 -- 范姝涵 3:1 (9,8,-9,7)

10.上海体校曹燕华（上大附中） -- 11.武汉宏大队 3:0

马小惠 -- 杨壹 3:0 (3,4,1)
杨霁雯 -- 郭佳 3:1 (6,-9,7,9)
陈星羽 -- 王栩嘉 3:0 (5,7,7)

14.河南·濮阳 -- 16.山西奥体队 3:2

田源 -- 魏雅洁 3:1 (8,9,-4,5)
金梦妍 -- 胡家荣 1:3 (-8,-9,6,-5)
刘艺茗 -- 赵承林 1:3 (9,-4,-5,-1)
田源 -- 胡家荣 3:2 (9,-4,10,-8,4)
金梦妍 -- 魏雅洁 3:2 (-7,9,-5,9,9)

3.河北二队 -- 6.吉林大学 1:3

李思源 -- 张亚卓 1:3 (7,-6,-9,-8)
刘潇瑶 -- 郭伊明 3:2 (5,-10,-6,6,3)
黄玉博 -- 郭丝雨 1:3 (-13,9,-5,-5)
刘潇瑶 -- 张亚卓 1:3 (-4,4,-7,-6)

9.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13.上海皖酒集团俱乐部 3:1

徐佳瑞 -- 姜欣翊 3:0 (12,12,8)
丁子格 -- 陶静静 2:3 (6,9,-10,-2,-9)
李泽燕 -- 李雨蒙 3:0 (6,9,9)
徐佳瑞 -- 陶静静 3:0 (6,8,7)

4.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 8.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1:3

方晓宇 -- 王晓楠 3:1 (-14,7,8,5)
唐思琪 -- 杨胜 1:3 (-9,-9,9,-7)
邱泓珺 -- 范姝涵 0:3 (-6,-7,-6)
唐思琪 -- 王晓楠 0:3 (-10,-9,-4)

11.武汉宏大队 -- 16.山西奥体队 0:3

王栩嘉 -- 赵承林 0:3 (-6,-9,-7)
杨壹 -- 胡家荣 1:3 (-5,-7,9,-9)
姚宜宜 -- 韩萌妍 2:3 (-8,5,9,-7,-9)

1.黑龙江二队 -- 5.黑龙江一队 3:0

王鑫钰 -- 李昱諄 3:2 (5,-6,9,-8,9)
曾紫艳 -- 吕彤 3:0 (9,2,8)
崔容赫 -- 吴玥彤 3:0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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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上海体校曹燕华（上大附中） -- 14.河南·濮阳 3:0

马小惠 -- 田源 3:1 (6,-8,8,3)
杨霁雯 -- 金梦妍 3:0 (5,9,6)
陈星羽 -- 郭海蕴 3:0 (6,10,9)

7.青岛嘉联体育（弃权） -- 12.河北一队 W-0:3

3.河北二队 -- 13.上海皖酒集团俱乐部 1:3

刘潇瑶 -- 姜欣翊 2:3 (10,-8,-9,5,-4)
李思源 -- 李雨蒙 3:2 (-9,9,8,-8,10)
黄玉博 -- 罗芷君 0:3 (-7,-6,-10)
李思源 -- 姜欣翊 1:3 (6,-6,-5,-7)

6.吉林大学 -- 9.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2:3

董雪莹 -- 徐佳瑞 3:0 (7,4,10)
张亚卓 -- 丁子格 0:3 (-7,-5,-10)
郭伊明 -- 李泽燕 3:1 (4,-9,9,4)
张亚卓 -- 徐佳瑞 2:3 (7,6,-8,-4,-3)
董雪莹 -- 丁子格 1:3 (-9,-11,8,-5)

4.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 11.武汉宏大队 3:1

方晓宇 -- 姚宜宜 3:1 (6,-8,8,6)
邱泓珺 -- 王栩嘉 1:3 (7,-13,-9,-7)
高婧怡 -- 杨壹 3:1 (4,5,-11,8)
邱泓珺 -- 姚宜宜 3:0 (6,4,8)

8.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 16.山西奥体队 2:3

王晓楠 -- 赵承林 3:1 (-7,9,8,10)
郑好 -- 胡家荣 1:3 (-8,9,-6,-5)
范姝涵 -- 韩萌妍 3:1 (9,-3,7,10)
王晓楠 -- 胡家荣 0:3 (-6,-7,-7)
郑好 -- 赵承林 1:3 (10,-8,-6,-10)

5.黑龙江一队 -- 14.河南·濮阳 3:1

吕彤 -- 郭海蕴 3:0 (6,8,11)
李昱諄 -- 刘艺茗 3:0 (9,9,6)
吴玥彤 -- 田源 1:3 (-4,3,-9,-7)
吕彤 -- 刘艺茗 3:2 (-11,-8,4,8,4)

1.黑龙江二队 -- 10.上海体校曹燕华（上大附中） 0:3

曾紫艳 -- 易爱川 1:3 (5,-8,-7,-7)
王鑫钰 -- 陈星羽 2:3 (4,-14,7,-9,-10)
崔容赫 -- 马小惠 2:3 (5,-7,-9,9,-4)

1.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 2.八一队一队 3:2

杨晓夫 -- 刘寒风 3:0 (7,5,2)
介健伟 -- 黄友政 1:3 (-7,-10,6,-2)
王臻 -- 高梓轩 3:0 (3,5,4)
介健伟 -- 刘寒风 2:3 (-10,-8,6,8,-11)
杨晓夫 -- 黄友政 3:0 (2,9,8)

3.河南常新宏达 -- 4.河南商丘立洁乒乓球俱乐部 0:3

姚文嘉 -- 刘燚 0:3 (-9,-5,-4)
潘登 -- 陈鑫 1:3 (9,-10,-9,-7)
徐豪 -- 张超越 0:3 (-8,-6,-6)

5.辽源吉程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 6.固安众达 3:0

王振 -- 张弛 3:0 (5,7,10)

男子团体第二次淘汰赛和附加赛（1-16名）详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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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洋 -- 郑啸 3:1 (5,-8,8,9)
朱健辉 -- 刘铸 3:0 (7,3,6)

7.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 8.天津队 1:3

杨英皓 -- 宋佳旺 1:3 (8,-5,-6,-6)
田灏 -- 高杨 3:2 (-6,-9,9,7,9)
邓海鹏 -- 韩企曜 0:3 (-5,-8,-7)
杨英皓 -- 高杨 0:3 (-6,-5,-6)

9.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 10.上海龙腾 3:0

陈曦 -- 陈宇涛 3:0 (2,7,5)
翟超 -- 李禹昊 3:0 (10,5,4)
尹航 -- 杨曲隆 3:0 (7,6,10)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 12.山东鲁能队 1:3

陈鑫铨 -- 李斌彬 0:3 (-6,-6,-5)
谭若鹏 -- 刘祺龙 0:3 (-6,-1,-8)
张鑫 -- 汪庭印 3:0 (11,4,9)
陈鑫铨 -- 刘祺龙 1:3 (-8,-7,11,-7)

13.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 14.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3:1

王伟 -- 吴家骥 3:2 (9,-6,-12,11,4)
黄新敏 -- 王麒凯 1:3 (-8,-9,11,-8)
庞斌 -- 冯极 3:1 (4,-9,9,5)
王伟 -- 王麒凯 3:2 (8,-8,10,-8,7)

15.湖南队 -- 16.南京东大智能 0:3

龙屹 -- 习胜 0:3 (-6,-6,-8)
李朋波 -- 魏世皓 0:3 (-4,-5,-2)
易江南 -- 韩传熙 0:3 (-7,-5,-9)

2.八一队一队 -- 3.河南常新宏达 1:3

谢聪凡 -- 姚文嘉 1:3 (-8,-7,4,-7)
刘寒风 -- 潘登 0:3 (-5,-7,-9)
黄友政 -- 徐豪 3:2 (-9,-6,9,7,10)
谢聪凡 -- 潘登 2:3 (12,-10,8,-6,-5)

6.固安众达 -- 7.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3:2

郑啸 -- 彭晟 2:3 (6,-8,7,-8,-10)
张弛 -- 田灏 1:3 (6,-6,-10,-4)
周德灏 -- 孙旒钦 3:0 (6,3,1)
郑啸 -- 田灏 3:0 (6,11,8)
张弛 -- 彭晟 3:1 (-12,6,4,10)

10.上海龙腾 --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3:1

孙正 -- 谭若鹏 3:1 (-8,4,7,5)
杨曲隆 -- 陈鑫铨 3:0 (8,6,9)
陈宇涛 -- 张鑫 2:3 (-7,8,8,-11,-8)
孙正 -- 陈鑫铨 3:2 (8,-7,6,-9,6)

14.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 15.湖南队 3:1

吴家骥 -- 龙屹 3:1 (10,3,-8,11)
王麒凯 -- 易江南 1:3 (-9,4,-7,-10)
齐震 -- 李朋波 3:0 (10,8,11)
王麒凯 -- 龙屹 3:1 (-8,7,13,6)

1.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 4.河南商丘立洁乒乓球俱乐部 3:1

杨晓夫 -- 张超越 3:1 (-4,4,8,8)
王臻 -- 刘燚 3:1 (3,7,-8,8)
介健伟 -- 陈鑫 0:3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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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臻 -- 张超越 3:1 (-9,8,4,5)
5.辽源吉程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 8.天津队 3:1

朱健辉 -- 高杨 3:2 (-6,5,5,-7,8)
王振 -- 韩企曜 1:3 (6,-8,-14,-11)
柳洋 -- 宋佳旺 3:2 (4,-6,2,-9,7)
王振 -- 高杨 3:0 (8,6,9)

9.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 12.山东鲁能队 3:2

陈曦 -- 刘祺龙 3:2 (-12,4,-9,10,12)
翟超 -- 李斌彬 3:2 (7,-10,-7,8,4)
尹航 -- 赖启鉴 0:3 (-6,-6,-9)
翟超 -- 刘祺龙 1:3 (-7,-8,10,-9)
陈曦 -- 李斌彬 3:0 (10,4,4)

13.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 16.南京东大智能 1:3

庞斌 -- 韩传熙 0:3 (-9,-5,-9)
黄新敏 -- 魏世皓 0:3 (-9,-4,-6)
王伟 -- 习胜 3:1 (4,-4,8,6)
庞斌 -- 魏世皓 0:3 (-6,-7,-4)

2.八一队一队 -- 7.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3:0

谢聪凡 -- 孙旒钦 3:0 (8,11,7)
黄友政 -- 彭晟 3:0 (5,6,7)
刘寒风 -- 邓海鹏 3:2 (-1,-2,11,18,9)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 15.湖南队 1:3

张鑫 -- 白鹤 3:0 (8,6,9)
王心博 -- 龙屹 0:3 (-3,-6,-5)
许榆明 -- 易江南 0:3 (-5,-7,-2)
张鑫 -- 龙屹 0:3 (-8,-8,-7)

3.河南常新宏达 -- 6.固安众达 3:1

姚文嘉 -- 张弛 3:2 (11,-6,5,-6,9)
潘登 -- 郑啸 3:1 (6,9,-9,11)
徐豪 -- 周德灏 1:3 (7,-4,-3,-3)
姚文嘉 -- 郑啸 3:0 (6,6,6)

10.上海龙腾 -- 14.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2:3

李禹昊 -- 吴家骥 1:3 (-10,-4,5,-8)
杨曲隆 -- 王麒凯 3:1 (10,-8,9,6)
孙正 -- 齐震 3:0 (6,7,5)
李禹昊 -- 王麒凯 0:3 (-4,-1,-8)
杨曲隆 -- 吴家骥 0:3 (-7,-6,-6)

4.河南商丘立洁乒乓球俱乐部 -- 8.天津队 3:0

刘燚 -- 韩企曜 3:1 (7,-8,6,9)
张超越 -- 高杨 3:2 (5,-4,-9,14,6)
陈鑫 -- 宋佳旺 3:2 (5,-6,9,-9,8)

12.山东鲁能队 -- 13.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2:3

刘祺龙 -- 黄新敏 3:1 (10,-10,9,6)
赖启鉴 -- 王伟 1:3 (-8,3,-8,-8)
汪庭印 -- 庞斌 2:3 (-3,-5,10,7,-11)
刘祺龙 -- 王伟 3:2 (8,9,-11,-3,8)
赖启鉴 -- 黄新敏 1:3 (-10,-4,6,-9)

1.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 5.辽源吉程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2:3

王臻 -- 朱健辉 3:2 (-9,9,5,-8,7)
杨晓夫 -- 柳洋 1:3 (-1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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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健伟 -- 王振 1:3 (6,-8,-9,-8)
王臻 -- 柳洋 3:1 (9,-4,9,7)
杨晓夫 -- 朱健辉 1:3 (3,-3,-8,-9)

9.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 16.南京东大智能 0:3

翟超 -- 习胜 0:3 (-5,-9,-5)
陈曦 -- 魏世皓 0:3 (-5,-6,-5)
尹航 -- 韩传熙 1:3 (-8,-5,10,-6)

7.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3:0

邓海鹏 -- 张鑫 3:2 (-7,2,7,-4,7)
彭晟 -- 王心博 3:0 (5,7,6)
孙旒钦 -- 许榆明 3:0 (7,5,4)

2.八一队一队 -- 15.湖南队 3:0

谢聪凡 -- 李朋波 3:1 (6,7,-5,7)
刘寒风 -- 易江南 3:0 (0,0,0)
黄友政 -- 龙屹 3:0 (0,0,0)

6.固安众达 -- 10.上海龙腾 1:3

郑啸 -- 孙正 3:1 (5,-10,1,4)
张弛 -- 杨曲隆 2:3 (-6,-5,8,9,-7)
周德灏 -- 陈宇涛 2:3 (10,7,-7,-7,-3)
张弛 -- 孙正 1:3 (9,-6,-12,-5)

3.河南常新宏达 -- 14.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3:0

徐豪 -- 冯极 3:1 (3,9,-8,5)
姚文嘉 -- 齐震 3:1 (-9,7,6,4)
潘登 -- 王麒凯 3:0 (6,3,5)

8.天津队 -- 12.山东鲁能队 3:1

陈浩天 -- 汪庭印 1:3 (-8,12,-3,-7)
韩企曜 -- 刘祺龙 3:1 (8,-9,11,7)
宋佳旺 -- 赖启鉴 3:2 (6,-9,-6,7,7)
韩企曜 -- 汪庭印 3:0 (7,6,4)

4.河南商丘立洁乒乓球俱乐部 -- 13.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3:0

刘燚 -- 黄新敏 3:0 (3,1,5)
陈鑫 -- 杨丰硕 3:0 (1,5,7)
俞泽远 -- 王晓卿 3:2 (-9,4,11,-7,6)

1.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 9.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1:3

王臻 -- 尹航 2:3 (4,8,-8,-5,-9)
杨晓夫 -- 翟超 0:3 (-5,-7,-9)
介健伟 -- 陈曦 3:1 (8,-9,8,1)
王臻 -- 翟超 2:3 (10,-7,9,-2,-6)

5.辽源吉程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 16.南京东大智能 3:0

王振 -- 钱伟航 3:0 (7,4,9)
柳洋 -- 黄博 3:0 (1,1,1)
朱健辉 -- 韩传熙 3:0 (3,6,4)

1.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2.湖北省乒乓球队 3:2

衡寅号 -- 陶育畅 1:3 (-10,14,-7,-6)
陈亚轩 -- 华北 2:3 (-6,-5,4,1,-8)
周汐君 -- 徐浩 3:1 (-12,16,6,11)
衡寅号 -- 华北 3:1 (6,-11,4,6)
陈亚轩 -- 陶育畅 3:2 (-9,12,-8,6,12)

3.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4.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0:3

男子团体第二次淘汰赛和附加赛（17-32名）详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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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迪俊 -- 祝佳祺 1:3 (8,-9,-7,-7)
张靖松 -- 王树坤 1:3 (-10,3,-9,-3)
黄冠轩 -- 胡俊豪 1:3 (9,-9,-10,-5)

5.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6.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3:0

王新阳 -- 赖数筠 3:0 (8,9,7)
满派 -- 谢东灼 3:0 (10,1,5)
冯梓盛 -- 张博奥 3:1 (-10,6,4,8)

7.八一队二队 -- 8.四川长虹 2:3

徐振尧 -- 宋信科 0:3 (-7,-9,-5)
冷大棚 -- 张津瑞 3:2 (7,-7,7,-9,11)
曹方 -- 向楠翔 1:3 (6,-6,-3,-8)
冷大棚 -- 宋信科 3:1 (9,-1,9,9)
徐振尧 -- 张津瑞 1:3 (8,-9,-6,-5)

9.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 10.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3:2

王尔康 -- 朱骁睿 1:3 (6,-6,-9,-5)
王晨策 -- 史宇博 3:0 (5,4,8)
李汶翀 -- 李锦浩 2:3 (8,5,-9,-8,-10)
王晨策 -- 朱骁睿 3:0 (1,7,5)
王尔康 -- 史宇博 3:1 (10,-4,4,7)

11.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 12.山东淄博万乔乒乓球俱乐部 1:3

林诗栋 -- 康志浩 0:3 (-7,-9,-5)
王鹏 -- 王瑞 2:3 (8,-3,8,-4,-6)
李吴迪 -- 王文豪 3:2 (7,-8,-7,9,4)
林诗栋 -- 王瑞 1:3 (10,-14,-9,-2)

13.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 14.福建省乒乓球队 0:3

蔡德常 -- 李明隆 0:3 (-8,-3,-8)
范国宁 -- 林洋 0:3 (-9,-10,-7)
姚官泽 -- 魏颖 2:3 (-1,5,9,-10,-6)

15.安徽惠友 -- 16.正定一中（正华） 0:3

姚炳辰 -- 张淄沂 1:3 (-5,-4,9,-7)
杨博 -- 刘润硕 0:3 (-9,-6,-3)
于子恒 -- 张怿飞 0:3 (-9,-5,-4)

2.湖北省乒乓球队 -- 3.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3:0

陶育畅 -- 黄凯顿 3:0 (6,4,4)
华北 -- 张靖松 3:0 (5,7,8)
徐浩 -- 黄冠轩 3:0 (10,9,8)

6.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 7.八一队二队 3:0

谢东灼 -- 冷大棚 3:0 (8,6,7)
赖数筠 -- 徐振尧 3:0 (3,10,7)
张博奥 -- 曹方 3:1 (10,7,-11,8)

10.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 11.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0:3

朱骁睿 -- 王鹏 0:3 (-8,-8,-7)
史宇博 -- 林诗栋 0:3 (-2,-8,-7)
陈旭彬 -- 李吴迪 1:3 (-9,7,-11,-8)

13.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 15.安徽惠友 3:0

范国宁 -- 杨博 3:0 (6,1,7)
蔡德常 -- 姚炳辰 3:0 (8,10,9)
姚官泽 -- 于子恒 3:1 (2,5,-14,12)

1.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4.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3:2

陈亚轩 -- 胡俊豪 1:3 (-8,7,-10,-9)

37



衡寅号 -- 祝佳祺 3:0 (8,1,5)
周汐君 -- 王树坤 2:3 (10,-10,-11,8,-11)
陈亚轩 -- 祝佳祺 3:2 (9,4,-9,-10,8)
衡寅号 -- 胡俊豪 3:0 (9,9,9)

5.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8.四川长虹 3:0

满派 -- 张津瑞 3:0 (7,4,4)
王新阳 -- 宋信科 3:1 (5,4,-9,3)
冯梓盛 -- 向楠翔 3:2 (10,-5,-6,7,10)

9.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 12.山东淄博万乔乒乓球俱乐部 3:0

王晨策 -- 康志浩 3:0 (7,7,6)
王尔康 -- 王瑞 3:2 (-3,7,-7,8,5)
李汶翀 -- 王文豪 3:1 (8,-9,7,6)

14.福建省乒乓球队 -- 16.正定一中（正华） 1:3

林洋 -- 刘润硕 3:2 (7,7,-8,-12,9)
李明隆 -- 张淄沂 0:3 (-7,-8,-9)
魏颖 -- 张怿飞 0:3 (-7,-8,-5)
林洋 -- 张淄沂 0:3 (-11,-10,-6)

3.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7.八一队二队 1:3

黄冠轩 -- 冷大棚 1:3 (-5,-8,9,-14)
黄凯顿 -- 秦泽宇 3:0 (4,6,9)
张迪俊 -- 洪梓杰 2:3 (-11,1,-6,9,-9)
黄凯顿 -- 冷大棚 1:3 (-6,-7,9,-7)

10.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 15.安徽惠友 2:3

李锦浩 -- 杨博 1:3 (-7,9,-10,-6)
朱骁睿 -- 姚炳辰 3:1 (7,-6,5,8)
史宇博 -- 于子恒 1:3 (-6,8,-10,-13)
朱骁睿 -- 杨博 3:1 (3,8,-6,8)
李锦浩 -- 姚炳辰 0:3 (-10,-6,-2)

2.湖北省乒乓球队 -- 6.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3:1

陶育畅 -- 赖数筠 3:2 (8,-8,5,-9,5)
华北 -- 谢东灼 1:3 (-9,-5,9,-9)
徐浩 -- 张博奥 3:2 (-5,7,8,-6,6)
华北 -- 赖数筠 3:1 (4,7,-10,6)

11.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 13.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0:3

王鹏 -- 蔡德常 1:3 (6,-7,-9,-8)
林诗栋 -- 范国宁 1:3 (7,-7,-7,-11)
李吴迪 -- 姚官泽 2:3 (8,-8,8,-6,-6)

4.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 8.四川长虹 2:3

祝佳祺 -- 宋信科 1:3 (-10,-6,9,-11)
王树坤 -- 向楠翔 3:0 (10,9,6)
胡俊豪 -- 张津瑞 3:1 (9,8,-9,5)
王树坤 -- 宋信科 0:3 (-5,-3,-4)
祝佳祺 -- 向楠翔 2:3 (-7,5,-8,11,-9)

12.山东淄博万乔乒乓球俱乐部 -- 14.福建省乒乓球队 1:3

王瑞 -- 李明隆 2:3 (10,-8,-9,8,-5)
康志浩 -- 林洋 2:3 (10,6,-7,-3,-5)
王文豪 -- 魏颖 3:0 (7,9,6)
王瑞 -- 林洋 0:3 (-6,-8,-9)

1.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5.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3:0

衡寅号 -- 王新阳 3:2 (-7,7,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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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亚轩 -- 满派 3:2 (8,-8,-7,9,8)
周汐君 -- 冯梓盛 3:1 (6,8,-10,8)

9.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 16.正定一中（正华） 3:1

王尔康 -- 张淄沂 0:3 (-7,-9,-4)
王晨策 -- 张怿飞 3:0 (8,3,5)
李汶翀 -- 王强 3:2 (-9,11,6,-8,7)
王晨策 -- 张淄沂 3:0 (5,5,8)

3.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10.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0:3

黄凯顿 -- 朱骁睿 1:3 (-8,-8,4,-14)
黄冠轩 -- 史宇博 0:3 (-7,-8,-6)
张迪俊 -- 李锦浩 0:3 (-6,-7,-8)

7.八一队二队 -- 15.安徽惠友 3:0

徐振尧 -- 杨博 3:0 (9,6,6)
冷大棚 -- 姚炳辰 3:2 (8,8,-6,-9,4)
曹方 -- 于子恒 3:1 (-8,6,8,14)

6.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 11.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3:2

赖数筠 -- 林诗栋 0:3 (-5,-10,-4)
谢东灼 -- 王鹏 3:0 (6,2,4)
张博奥 -- 李吴迪 3:0 (7,8,8)
谢东灼 -- 林诗栋 1:3 (5,-10,-10,-5)
赖数筠 -- 王鹏 3:0 (3,11,5)

2.湖北省乒乓球队 -- 13.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3:1

陶育畅 -- 范国宁 1:3 (-6,7,-11,-11)
华北 -- 姚官泽 3:2 (-3,9,10,-7,7)
徐浩 -- 梁淋 3:0 (3,6,5)
华北 -- 范国宁 3:1 (9,-6,8,3)

4.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 12.山东淄博万乔乒乓球俱乐部 2:3

胡俊豪 -- 王瑞 2:3 (-3,-10,8,7,-7)
于继宁 -- 康志浩 1:3 (8,-8,-13,-8)
祝佳祺 -- 王文豪 3:0 (10,10,6)
胡俊豪 -- 康志浩 3:1 (9,7,-6,9)
于继宁 -- 王瑞 0:3 (-3,-2,-7)

8.四川长虹 -- 14.福建省乒乓球队 3:0

向楠翔 -- 李明隆 3:0 (6,4,3)
宋信科 -- 林洋 3:2 (-9,10,4,-10,8)
张津瑞 -- 魏颖 3:0 (9,8,6)

5.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 16.正定一中（正华） 3:0

王新阳 -- 刘润硕 3:0 (10,2,5)
满派 -- 张淄沂 3:1 (-4,10,5,7)
许凌兢 -- 张怿飞 3:1 (11,-4,7,5)

1.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9.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3:0

周汐君 -- 李汶翀 3:0 (7,7,7)
陈亚轩 -- 王尔康 3:0 (3,10,3)
衡寅号 -- 王晨策 3:1 (9,10,-10,9)

3.中国乒乓球学院 -- 4.中国政法大学东软慧聚 3:1

李莹 -- 王圣迪 3:0 (10,7,7)
黄丁若 -- 王昆 3:2 (-7,10,5,-4,8)
顾翎铃 -- 杨悦媛 0:3 (-9,-8,-6)
李莹 -- 王昆 3:1 (-10,3,7,7)

女子团体第三次淘汰赛和附加赛（决前4名）详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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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东体彩 -- 6.云南亚讯 3:0

高雅楠 -- 陈祺琪 3:0 (8,3,5)
黄禹乔 -- 罗悦 3:0 (6,3,2)
王丽倩 -- 单晓婧 3:1 (9,8,-7,6)

7.湖南队 -- 8.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0:3

朱思冰 -- 左玥 1:3 (7,-8,-10,-10)
胡熙梓 -- 郭轩琪 1:3 (-5,4,-12,-7)
张潇予 -- 胡悦妍 1:3 (8,-4,-7,-7)

11.广东二沙深圳大学 -- 12.福建省乒乓球队 0:3

彭诗诗 -- 沈思昉 0:3 (-7,-6,-10)
杨诗璐 -- 李仁思佳 0:3 (-4,-5,-9)
詹利平 -- 王昕昕 0:3 (-8,-9,-4)

13.杭州宏策乒乓球俱乐部 -- 14.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2:3

纪竺君 -- 郭心怡 3:2 (7,-3,-8,5,10)
刘星池 -- 蒋桐 0:3 (-10,-3,-7)
王哲 -- 张翔宇 0:3 (-9,-10,-4)
刘星池 -- 郭心怡 3:1 (14,-6,6,7)
纪竺君 -- 蒋桐 2:3 (8,-8,3,-9,-9)

1.中孚信息乒乓球俱乐部 -- 3.中国乒乓球学院 3:0

郭芮辰 -- 黄丁若 3:0 (2,4,4)
刘颖 -- 顾翎铃 3:0 (14,4,9)
侯琳 -- 李莹 3:1 (7,-6,7,9)

5.山东体彩 -- 8.武汉安心百分百一队 1:3

高雅楠 -- 郭轩琪 3:1 (-6,9,6,3)
王丽倩 -- 左玥 2:3 (-15,8,-8,7,-7)
黄禹乔 -- 胡悦妍 1:3 (-7,-4,9,-8)
高雅楠 -- 左玥 1:3 (-10,-9,8,-6)

9.北京先农坛体校二队 -- 12.福建省乒乓球队 1:3

张钊 -- 王昕昕 0:3 (-8,-13,-8)
邵洛萱 -- 李仁思佳 0:3 (-7,-7,-8)
李雯茜 -- 沈思昉 3:1 (10,7,-14,9)
张钊 -- 李仁思佳 0:3 (-11,-7,-7)

14.北京先农坛体校一队 -- 16.宁波大学 3:1

郭心怡 -- 王宏 3:1 (-9,3,3,6)
蒋桐 -- 张文静 0:3 (-8,-10,-5)
张翔宇 -- 谢心悦 3:2 (-14,-10,9,8,3)
郭心怡 -- 张文静 3:0 (7,8,8)

1.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 2.河北一队 3:1

陈雯妍 -- 王净歆 3:1 (-9,6,8,8)
方思涵 -- 马昕月 1:3 (7,-8,-8,-3)
李幼芃 -- 谷金怡 3:1 (-9,9,5,6)
陈雯妍 -- 马昕月 3:0 (9,4,5)

3.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 4.山西奥体队 2:3

王晓楠 -- 赵承林 3:0 (8,9,9)
杨胜 -- 胡家荣 0:3 (-5,-6,-11)
范姝涵 -- 韩萌妍 0:3 (-9,-9,-2)
王晓楠 -- 胡家荣 3:1 (8,3,-9,13)
杨胜 -- 赵承林 2:3 (7,7,-6,-6,-13)

5.黑龙江二队 -- 6.武汉宏大队 3:0

女子团体第三次淘汰赛和附加赛（决后4名）详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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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紫艳 -- 姚宜宜 3:0 (8,8,11)
王鑫钰 -- 王栩嘉 3:1 (10,-8,5,5)
崔容赫 -- 杨壹 3:1 (10,-8,8,10)

7.上海皖酒集团俱乐部 -- 8.上海体校曹燕华（上大附中） 0:3

姜欣翊 -- 马小惠 0:3 (-5,-4,-7)
陶静静 -- 杨霁雯 0:3 (-5,-7,-5)
崔雪聪 -- 陈星羽 0:3 (-3,-7,-9)

9.山东鲁能队 -- 10.吉林大学 3:2

孙晓萌 -- 张亚卓 0:3 (-8,-9,-4)
徐奕 -- 董雪莹 3:0 (5,7,8)
周柄如 -- 刘馨凝 1:3 (-9,-8,6,-4)
徐奕 -- 张亚卓 3:0 (8,8,7)
孙晓萌 -- 董雪莹 3:2 (-9,-5,9,12,9)

11.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12.黑龙江一队 1:3

丁子格 -- 吴玥彤 0:3 (-12,-9,-8)
徐佳瑞 -- 李昱諄 1:3 (-3,8,-10,-11)
李泽燕 -- 吕彤 3:0 (5,9,6)
徐佳瑞 -- 吴玥彤 1:3 (7,-9,-7,-9)

13.河南·濮阳 -- 14.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1:3

田源 -- 高婧怡 0:3 (-6,-4,-6)
金梦妍 -- 方晓宇 0:3 (-9,-8,-9)
刘艺茗 -- 唐思琪 3:2 (-12,-6,6,9,10)
金梦妍 -- 高婧怡 2:3 (-6,-11,9,8,-9)

15.河北二队 -- 16.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0:3

李思源 -- 朱玲慧 1:3 (9,-9,-5,-8)
刘潇瑶 -- 许诺 0:3 (-11,-7,-2)
黄玉博 -- 王一凡 1:3 (-3,7,-9,-3)

2.河北一队 -- 3.武汉安心百分百二队 0:3

马昕月 -- 范姝涵 0:3 (-10,-9,-6)
王净歆 -- 杨胜 1:3 (-6,-8,10,-4)
谷金怡 -- 王晓楠 2:3 (8,-5,10,-10,-1)

6.武汉宏大队 -- 7.上海皖酒集团俱乐部 2:3

王栩嘉 -- 姜欣翊 3:0 (5,8,9)
郭佳 -- 崔雪聪 3:1 (7,-3,9,5)
杨壹 -- 陶静静 1:3 (-9,-5,10,-8)
王栩嘉 -- 崔雪聪 0:3 (-8,-7,-6)
郭佳 -- 姜欣翊 0:3 (-5,-9,-5)

10.吉林大学 -- 11.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1:3

郭丝雨 -- 徐佳瑞 0:3 (-8,-10,-5)
刘馨凝 -- 丁子格 1:3 (-4,11,-9,-10)
郭伊明 -- 张芸菡 3:0 (9,8,6)
刘馨凝 -- 徐佳瑞 0:3 (-8,-3,-5)

13.河南·濮阳 -- 15.河北二队 2:3

田源 -- 刘潇瑶 1:3 (-8,8,-3,-8)
金梦妍 -- 李思源 1:3 (5,-8,-6,-9)
刘艺茗 -- 顿锡洁 3:1 (-10,8,7,4)
田源 -- 李思源 3:1 (8,-10,8,7)
金梦妍 -- 刘潇瑶 0:3 (-11,-10,-10)

1.辽源吉程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 2.北京市先农坛体校 3:0

男子团体第三次淘汰赛和附加赛（决前4名）详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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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 -- 杨英皓 3:0 (7,5,4)
柳洋 -- 田灏 3:0 (7,5,5)
朱健辉 -- 彭晟 3:0 (6,2,8)

3.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 4.天津队 3:0

王麒凯 -- 宋佳旺 3:1 (8,9,-12,7)
吴家骥 -- 高杨 3:2 (-9,8,-8,9,6)
齐震 -- 韩企曜 3:2 (6,8,-3,-8,7)

5.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 6.上海龙腾 3:0

王伟 -- 杨曲隆 3:2 (-6,-9,6,8,1)
庞斌 -- 李禹昊 3:0 (4,7,5)
黄新敏 -- 张天弘 3:0 (9,2,2)

7.湖南队 -- 8.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0:3

易江南 -- 陈曦 1:3 (-7,8,-6,-4)
龙屹 -- 翟超 0:3 (-5,-8,-4)
李朋波 -- 尹航 0:3 (-6,-10,-2)

9.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 10.八一队一队 3:0

杨晓夫 -- 刘寒风 3:2 (-10,9,4,-8,10)
王臻 -- 谢聪凡 3:1 (-10,4,5,12)
介健伟 -- 黄友政 3:2 (-7,1,-9,5,9)

11.固安众达 -- 12.河南商丘立洁乒乓球俱乐部 0:3

郑啸 -- 刘燚 0:3 (-9,-3,-8)
张弛 -- 陈鑫 0:3 (-5,-3,-9)
周德灏 -- 张超越 0:3 (-2,-2,-4)

13.山东鲁能队 -- 14.河南常新宏达 0:3

刘祺龙 -- 姚文嘉 1:3 (-6,9,-7,-5)
李斌彬 -- 潘登 2:3 (8,9,-5,-7,-9)
汪庭印 -- 徐豪 0:3 (-8,-8,-10)

1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一队 -- 16.南京东大智能 0:3

张鑫 -- 魏世皓 1:3 (-5,-9,4,-7)
谭若鹏 -- 韩传熙 1:3 (9,-4,-8,-11)
陈鑫铨 -- 习胜 0:3 (-6,-5,-1)

1.辽源吉程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 3.杭州摩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1:3

朱健辉 -- 吴家骥 0:3 (-7,-8,-3)
王振 -- 王麒凯 3:0 (8,3,10)
柳洋 -- 冯极 2:3 (-6,10,-9,5,-7)
朱健辉 -- 王麒凯 2:3 (-8,7,-8,9,-7)

5.郑州搏冠乒羽体育俱乐部 -- 8.四平市徐岩乒乓球俱乐部 0:3

黄新敏 -- 尹航 0:3 (-6,-6,-5)
杨丰硕 -- 陈曦 0:3 (-2,-5,-3)
王晓卿 -- 马文正 1:3 (6,-9,-7,-6)

9.杭州淇岸贸易有限公司 -- 12.河南商丘立洁乒乓球俱乐部 3:0

王臻 -- 刘燚 3:0 (8,6,9)
杨晓夫 -- 陈鑫 3:0 (9,9,9)
刘杨 -- 张超越 3:0 (8,7,8)

14.河南常新宏达 -- 16.南京东大智能 0:3

潘登 -- 魏世皓 0:3 (-9,-10,-10)
徐豪 -- 韩传熙 0:3 (-9,-3,-5)
姚文嘉 -- 习胜 0:3 (-9,-7,-5)

1.江苏神鹰栖霞中学 -- 2.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3:0

男子团体第三次淘汰赛和附加赛（决后4名）详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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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亚轩 -- 朱骁睿 3:1 (6,4,-5,8)
衡寅号 -- 史宇博 3:1 (5,-7,9,11)
周汐君 -- 李锦浩 3:2 (-10,-8,2,6,2)

3.湖北省乒乓球队 -- 4.山东淄博万乔乒乓球俱乐部 3:1

陶育畅 -- 王瑞 3:2 (10,6,-3,-10,6)
华北 -- 康志浩 2:3 (9,4,-9,-4,-8)
徐浩 -- 王文豪 3:0 (7,5,6)
华北 -- 王瑞 3:1 (4,7,-5,7)

5.四川长虹 -- 6.三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 1:3

向楠翔 -- 林诗栋 2:3 (-8,4,8,-4,-4)
宋信科 -- 李吴迪 3:1 (5,7,-13,1)
张津瑞 -- 王鹏 2:3 (9,-10,6,-8,-10)
宋信科 -- 林诗栋 0:3 (-7,-9,-5)

7.安徽惠友 -- 8.上海中学华东理工 0:3

杨博 -- 满派 1:3 (-8,11,-5,-6)
姚炳辰 -- 王新阳 1:3 (-5,8,-10,-8)
于子恒 -- 冯梓盛 0:3 (-4,-7,-6)

9.正定一中（正华） -- 10.八一队二队 3:0

张淄沂 -- 徐振尧 3:0 (6,5,7)
刘润硕 -- 冷大棚 3:0 (5,8,6)
张怿飞 -- 曹方 3:2 (-10,7,8,-10,5)

11.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 12.福建省乒乓球队 1:3

赖数筠 -- 林洋 0:3 (-8,-1,-5)
谢东灼 -- 李明隆 3:1 (9,3,-3,8)
张博奥 -- 魏颖 2:3 (9,-5,5,-7,-11)
谢东灼 -- 林洋 1:3 (-8,-9,7,-7)

13.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 14.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三队 0:3

祝佳祺 -- 蔡德常 0:3 (-6,-9,-9)
王树坤 -- 范国宁 2:3 (-7,10,12,-7,-8)
胡俊豪 -- 姚官泽 1:3 (7,-9,-2,-7)

1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 16.广域软件—浙大附中 2:3

黄冠轩 -- 王晨策 1:3 (9,-4,-7,-10)
张靖松 -- 王尔康 3:2 (-8,-7,5,6,9)
张迪俊 -- 李汶翀 3:0 (6,10,5)
张靖松 -- 王晨策 2:3 (-9,5,-9,8,-3)
黄冠轩 -- 王尔康 1:3 (-3,-6,8,-8)

2.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 4.山东淄博万乔乒乓球俱乐部 2:3

朱骁睿 -- 王瑞 0:3 (-11,-6,-7)
史宇博 -- 康志浩 1:3 (-7,-6,8,-5)
李锦浩 -- 王文豪 3:0 (7,9,7)
朱骁睿 -- 康志浩 3:2 (-10,10,-10,6,9)
史宇博 -- 王瑞 1:3 (-7,9,-6,-6)

5.四川长虹 -- 7.安徽惠友 3:0

宋信科 -- 杨博 3:0 (8,3,6)
向楠翔 -- 姚炳辰 3:0 (8,4,6)
张津瑞 -- 于子恒 3:0 (5,9,7)

10.八一队二队 -- 11.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3:1

冷大棚 -- 张博奥 3:0 (10,6,6)
秦泽宇 -- 谢东灼 3:0 (8,7,6)
洪梓杰 -- 赖数筠 0:3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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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大棚 -- 谢东灼 3:0 (8,7,5)
13.浙江竞体（柯桥中学） -- 15.广东二沙深圳大学二队 3:0

胡俊豪 -- 黄凯顿 3:0 (6,8,3)
王树坤 -- 张迪俊 3:0 (4,8,6)
祝佳祺 -- 黄冠轩 3:0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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