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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团体决赛成绩
1 辽  宁
2 轮空
3 广  西
4 山西省投资集团
5 黑龙江

9 北京一队
10 轮空

6 四川二队
7 轮空
8 湖  北

11 郑  州
12 广  东
13 江苏神鹰弘光中学二队

17 河  北

14 湖  南
15 轮空
16 八一南昌一队

18 轮空
19 陕西体彩
20 江苏神鹰弘光中学一队

24 天  津

21 河南民生药业
22 福  建
23 轮空

25 四川一队
26 轮空
27 北京二队
28 云  南
29 八一南昌二队
30 西藏神鹰弘光中学
31 轮空
32 山  东



江越/赵琳 -- 张优佳/吕婷婷 1:3 (-7,-6,9,-8) 李佳燚/王艺迪 -- 吕婷婷/张优佳 3:1 (6,-7,6,8)

郭芮辰 -- 武杨★ 0:3 (-9,-9,-3) 陈幸同 -- 梁家怡● 3:0 (5,3,4)

赵琳 -- 吕婷婷 2:3 (9,16,-9,-4,-7) 王艺迪 -- 张优佳 3:0 (5,4,4)

车晓曦/张缤月 -- 郭琳/于依帆 0:3 (-9,-8,-8) 张缤月/车晓曦 -- 左玥/孙艺祯 1:3 (-8,-3,10,-10)

王曼昱 -- 袁媛 3:0 (7,10,12) 王曼昱 -- 张瑞 3:0 (6,8,4)

张缤月 -- 于依帆 3:0 (5,4,6) 车晓曦 -- 孙艺祯 3:2 (-6,-10,3,7,8)

王曼昱 -- 郭琳 3:0 (9,6,9) 王曼昱 -- 左玥 3:0 (8,7,6)

秦晓策/刘娅琳 -- 黄頴琦/张美竹● 3:1 (-7,4,7,9) 张翔宇/覃予萱 -- 刘娅琳/秦晓策 2:3 (-9,-5,10,7,-3)

王畅 -- 张迟 3:1 (10,9,-6,9) 张钊★ -- 王畅 3:1 (-7,7,8,11)

刘娅琳 -- 张美竹● 3:2 (4,7,-12,-5,20) 覃予萱 -- 秦晓策 3:1 (10,-6,12,6)

张翔宇 -- 王畅 0:3 (-10,-2,-8)

李泽燕★/赵尚 -- 张潇予/胡熙梓 3:2 (2,8,-9,-8,6) 张钊★ -- 刘娅琳 3:0 (9,13,7)

蒯曼 -- 朱思冰★ 3:0 (6,7,11)

赵尚 -- 胡熙梓 3:1 (-5,7,5,7) 李泽燕★/赵尚 -- 陈可/木子 0:3 (-5,-10,-5)

蒯曼 -- 朱雨玲 0:3 (-9,-8,-8)

王一朵/李凡 -- 张蔷●/钱天一 0:3 (-7,-4,-6) 赵尚 -- 木子 1:3 (-9,-3,4,-7)

孙嘉艺 -- 石洵瑶 2:3 (-5,-5,3,6,-7)

李凡 -- 钱天一 1:3 (-7,9,-6,-5) 何卓佳/臧小桐 -- 石洵瑶/张蔷● 1:3 (-14,-8,11,-3)

孙颖莎 -- 钱天一 3:1 (-12,6,5,8)

朱家希/马菀含 -- 沈思昉/王昕昕 3:1 (7,12,-9,8) 臧小桐 -- 张蔷● 0:3 (-2,-8,-4)

袁雪娇 -- 李仁思佳 2:3 (-9,6,-9,6,-11) 何卓佳 -- 钱天一 3:2 (8,-10,4,-8,6)

马菀含 -- 王昕昕 3:0 (8,7,9) 孙颖莎 -- 石洵瑶 3:0 (7,3,2)

朱家希 -- 李仁思佳 3:1 (4,11,-12,6)

朱家希/马菀含 -- 齐菲●/穆静毓● 1:3 (-7,6,-5,-8)

李佳原/孙晨● -- 孙晓彤★/陈萧竹 3:0 (4,3,4) 袁雪娇 -- 刘炜珊 3:1 (9,-9,4,3)

郭雨涵 -- 刘铭 3:0 (9,9,8) 马菀含 -- 穆静毓● 0:3 (-9,-8,-9)

孙晨● -- 陈萧竹 3:0 (9,7,7) 袁雪娇 -- 齐菲● 3:0 (4,13,4)

朱家希 -- 刘炜珊 2:3 (9,0,12,-6,-8)

黄凡真/刘曦 -- 蔡一铭●/徐佳瑞 3:0 (4,9,12)

孙铭阳 -- 朱培育 3:0 (6,3,8) 杨蕙菁/郭艳 -- 李佳原/孙晨● 0:3 (-2,-8,-6)

刘曦 -- 徐佳瑞 3:0 (2,10,4) 范思琦 -- 郭雨涵 2:3 (-7,-8,10,8,-5)

郭艳 -- 孙晨● 3:0 (8,8,4)

杨蕙菁 -- 郭雨涵 3:1 (5,-2,9,4)

范思琦 -- 李佳原 1:3 (-5,10,-5,-4)

黄凡真/刘曦 -- 王晓彤/顾玉婷 0:3 (-7,-14,-7)

孙铭阳 -- 陈梦 0:3 (-7,-6,-3)

刘曦 -- 顾玉婷 3:1 (9,5,-10,6)

孙铭阳 -- 王晓彤 3:0 (6,8,7)

黄凡真 -- 陈梦 1:3 (-9,8,-2,-8)

13.江苏神鹰弘光中学二队--16.八一南昌一队  0:3

3.广西--4.山西省投资集团  0:3

5.黑龙江--6.四川二队  3:1

11.郑州--12.广东  3:0

13.江苏神鹰弘光中学二队--14.湖南  3:0

19.陕西体彩--20.江苏神鹰弘光中学一队  0:3

女子团体成绩

女子团体第二轮（1/8决赛）女子团体第一轮成绩

17.河北--20.江苏神鹰弘光中学一队  3:2

21.河南民生药业--24.天津  2:3

25.四川一队--27.北京二队  2:3

29.八一南昌二队--32.山东  2:3

21.河南民生药业--22.福建  3:1

27.北京二队--28.云南  3:0

29.八一南昌二队--30.西藏神鹰弘光中学  3:0

1.辽宁--4.山西省投资集团  3:0

5.黑龙江--8.湖北  3:1

9.北京一队--11.郑州  3:2



李佳燚/王艺迪 -- 张缤月/车晓曦 0:3 (-12,-5,-9) 张缤月/车晓曦 -- 陈可/木子 0:3 (-10,-8,-4)

陈幸同 -- 王曼昱 1:3 (-5,3,-6,-8) 王曼昱 -- 朱雨玲 0:3 (-7,-7,-5)

王艺迪 -- 车晓曦 3:2 (-9,6,8,-9,11) 车晓曦 -- 木子 3:0 (13,8,6)

李佳燚 -- 王曼昱 0:3 (-10,-8,-3) 王曼昱 -- 陈可 3:0 (7,5,8)

张缤月 -- 朱雨玲 0:3 (-6,-8,-5)

张翔宇/覃予萱 -- 木子/陈可 0:3 (-1,-9,-2)

邵洛萱 -- 朱雨玲 0:3 (-5,-5,-2) 李雨琪/何卓佳 -- 王晓彤/顾玉婷 1:3 (-3,-5,5,-9)

覃予萱 -- 陈可 0:3 (-5,-7,-10) 孙颖莎 -- 陈梦 3:2 (3,-10,8,-9,4)

何卓佳 -- 顾玉婷 2:3 (5,-8,-11,7,-10)

何卓佳/臧小桐 -- 穆静毓●/刘炜珊 0:3 (-8,-7,-1) 孙颖莎 -- 王晓彤 3:0 (2,6,4)

孙颖莎 -- 齐菲● 3:0 (6,10,4) 李雨琪 -- 陈梦 0:3 (-6,-3,-4)

臧小桐 -- 刘炜珊 0:3 (-10,-8,-8)

何卓佳 -- 齐菲● 3:0 (9,10,5)

孙颖莎 -- 穆静毓● 3:0 (0,9,2)

李佳原/孙晨● -- 王晓彤/顾玉婷 2:3 (-5,-7,9,9,-7) 陈可/木子 -- 王晓彤/顾玉婷 3:0 (3,4,10)

郭雨涵 -- 陈梦 0:3 (-1,-8,-7) 朱雨玲 -- 陈梦 1:3 (11,-8,-6,-9)

孙晨● -- 顾玉婷 2:3 (-9,9,7,-11,-6) 木子 -- 顾玉婷 3:1 (7,-5,6,9)

朱雨玲 -- 王晓彤 2:3 (-2,2,-7,7,-3)

陈可 -- 陈梦 1:3 (-6,8,-8,-5)

27.北京二队--32.山东  0:3

女子团体第五轮（决赛）

1.辽宁--5.黑龙江  1:3

9.北京一队--16.八一南昌一队  0:3

17.河北--24.天津  3:2

5.黑龙江--16.八一南昌一队  2:3

17.河北--32.山东  2:3

16.八一南昌一队--32.山东  2:3

女子团体成绩

女子团体第四轮（半决赛）女子团体第三轮（1/4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