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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杯单打（第一阶段）------------------------------------------------------------------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浙江省义乌中学

安阳高级中学初中部

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绍兴市上虞区实验中学

萧山区北干初中

1

普陀中学

衢州高级中学

仙居中学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获“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名单

湖州市湖州东风小学

瑞安市塘下镇中心小学

萧山区北干小学

义乌市青口小学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2

名  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戴李忠（宁波市鄞州蓝青学校）

庄传快（苍南中学）

姓   名 / 单   位

吴飞龙（浙江省台州中学）

陈昌法（松阳县民族中学）

袁春强（遂昌县金竹小学）

江峰（遂昌县教育局）

黄晓伟（遂昌县金岸小学）

施银川（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校长杯单打名次表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获奖

等级
名  次

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 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

朱笑磊 潘士涵 李想 金蕾 陈海亚 李嘉瑜

徐睿 龚一婷

永康市大司巷小学 温州市瓦市小学

童卓航 金卓灿 胡伟轩 潘怡汝 张克非 徐露

胡寒瑞 黄圣罡 高千骞 朱雨彤

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 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

郑易炎 瞿叙繁 胡昱焮 吴斐越 张伽屹 干依晗

赵春源 胡杨涛 金邹行

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义乌市青口小学

章叔阳 杨稼越 卢昊楠 吴心妤 吴谦雅 吴奕璇

许靖涵 骆婧伊 吴欣仪

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东阳市第二实验小学

曹程凯 徐子涵 顾洲 李昱阁 黄婧怡 周彦熙

陈匡为 张雅男

义乌市青口小学 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吴屹涵 王文超 王政 夏熠 刘昕蕊 王懿尔

丁仰松 吴晨阳 傅熠涵 杜清瑜

永康市民主小学 萧山区北干小学

吕锐 胡凯豪 施亮 谢杭希 苏静怡 姚远

陈俊煊 马铭泽 赵兰朵 张元

湖州市飞英小学 温州经开区海城一小

陈功 崔育垚 梅誉洋 陈芊好 林妮可 陈弈君

陆张祎 邵意婷 曾晗

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

蒋宇轩 王誉闳 陈一扬 徐沁宇 瞿欣柔 李奕晨

陈云迪 来诗玥

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 遂昌县实验小学

马万圻 李宇辉 张俊 王若娴 郑舒心 罗晗豫

邵杰 季奕舟 祝一枝

嵊州市剡山小学 永康市大司巷小学

郭竣熙 吴俊涵 宋政诺 应欣妤 施亚纯 张培姿

马浩文 应奇烨 吴倩

塔山中心小学 嵊州市剡山小学

金伯洋 朱李杰 高天豪 许路圆 吴吉娜 赵梦涵

莫陈烨 虞悦 张竺瑜

3

一等奖

二等奖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第九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小学组团体名次表

男 子 团 体 女 子 团 体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获奖

等级
名  次

宁波市海曙外国语学校 萧山区北干初中

李亦然 尹志峰 周喆玙 赵佳璐 韩儒雅 蔡金子

蒋研 黄晨 何雅楠 吴童妤

宁波市惠贞书院 宁波市鄞州蓝青学校

赖予晖 夏雨恒 张骏豪 王诗怡 何赵莹 戴诗邈

何鉴颀 陈家圆

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何宇清 卢科帆 金珈均 金艺雯 胡蝶 黄玮妮

周  鼎 林子越 蔡昕彤 潘佳希

义乌市宾王中学 嘉兴一中实验学校

金晟航 楼旭庭 楼锦程 薛宇珂 张梓云 盛一菲

王元昊 吴思锐

杭州市公益中学 义乌市宾王中学

张人杰 程开 孙一凡 金豪杰 何磬雯 方园

王皓 张涵骁 朱海雯

桐乡市第六中学 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林天乐 徐会涯 许志朋 徐祎帆 赵语艺 姚许引玥

吴则冕 董奕初

东阳市吴宁三中 金华市第五中学

吕子韩 李家凯 陈一涵 徐舒涵 程佳敏 胡婧雯

吕佳冀 张雨佳

海盐县实验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南湖附属学校

高旷 严涵 顾城瑞 沈子怡 李茗澍 王懿澄

马宏宇 李陶恒搏 陈若瑜

金华市外国语学校 松阳县民族中学

徐夏天 徐铖泽 李  响 叶丹 何赛琦 陈晓瑜

陈越灏 林厉瑜 陈茜 阙丽芳

浦江县实验中学 绍兴市柯桥区秋瑾中学

陈涵哲 周意浩 吴欣宸 周梅 俞艳萍 何一筝

陈默 于轩浩 陆桢妮

4

二等奖

一等奖

第七名

第八名

第九名

第一名

第二名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初中组团体名次表

男 子 团 体 女 子 团 体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获奖

等级
名  次

回浦中学 浙江省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杨俊睿 许健鹏 陈雨涤 朱  颖 梁若晨 缪羽蕙

梅景遇 朱元涛 郑羽霞 余铭铭

浙江省萧山中学 衢州第三中学

郑子诚 柴能 周海通 陈琳 黄琪 吴婕怡

来明泽 施谢彬 林嘉怡

义乌市第二中学 湖州市第二中学

徐涵 吴庆伟 李鑫昀 吴淑茗 王雪纯 杨磊妍

王凯旋 吴程月

宁波市鄞州区五乡中学 浙江省萧山中学

施启航 沈文祥 赵莘量 顾盼 蒋学涵 谭玉婷

陈景瑜 傅贤杰 赵一欣

镇海蛟川书院 桐乡市茅盾中学

章开源 方涵宽 童  晖 黄佳怡 何笛新 周雪婷

斯信荣 卢宥臻 张哲予 姚佳洁

仙居中学 浙江省义乌中学

张  扬 俞程皓 俞  力 郭赛鹂 陈昊楠 陈悦越

朱涵锴 吴晟榕 郑怡含

瑞安市第十中学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夏世杰 陈可创 吴家铖 张红 吴杨蕴煊 陶悦明

陈书铭 荣曼彤

玉环中学 嵊州市马寅初中学

蒋铭耀 陈麒安 沈函臻 周怡男 陈江歌 叶潇锦

许可 孙佳铭 康子矜

永康一中 湖州市菱湖中学

陈昱棋 方喆 李泽欣 柳  杨 陆怡辰 陆怜辰

陈奕楠 魏  薇

绍兴市稽山中学 仙居中学

孟  赞 赵铭川 徐怡昊 余  婕 陈佳敏 吴思宜

金  奇 宋烨博 王艺霖

5

一等奖

二等奖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第九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中组团体名次表

男 子 团 体 女 子 团 体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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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积分 计算 名次

11:5 11:1 11:4 11:3

8 1

11:1 11:2 11:5 11:4

0:2 11:3 11:2 6:11

--- 6 3

1 11:2 11:5 11:13

0:2 0:2 7:11 4:11

--- --- 4 5

1 1 3:11 1:11

0:2 0:2 2:0 4:11

--- --- --- 5 4

1 1 2 3:11

0:2 2:0 2:0 2:0

--- --- --- --- 7 2

1 2 2 2

1 2 3 4 5 积分 计算 名次

9:11 11:1 11:9 11:4

11:9 8:11 6 3

9:11 11:2 8:11 11:4

2:1 11:2 11:3 11:4

--- 9:11 8 1

2 11:3 11:5 11:7

0:2 0:2 3:11 4:11

--- --- 4 5

1 1 3:11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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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7 2

2 1 2 11:4

0:2 0:2 2:0 0:2

--- --- --- --- 5 4

1 1 2 1

遂昌县金岸小学

5

吴胜荣

绍兴市建功中学

6

松阳县民族中学

3

邓明哲

温州市瓦市小学

4

黄晓伟

B组

1

胡正钼

浙江省台州中学

2

陈昌法

4

尹志浩

遂昌县金竹小学

5

庄传快

苍南中学

2

马真喜

嵊州市马寅初中学

3

施学斌

桐乡市茅盾中学

校长杯单打（1-1）

A组

1

吴飞龙

浙江省台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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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积分 计算 名次

11:2 11:5 11:5 11:6

8 1

11:6 11:2 11:9 11:4

0:2 11:8 11:5 4:11

--- 8:11 11:8 6 3

1 11:8 12:10 3:11

0:2 0:2 4:11 4:11

--- --- 4 5

1 1 8:11 4:11

0:2 1:2 2:0 9:11

--- --- --- 5 4

1 1 2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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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7 2

1 2 2 2

1 2 3 4 5 积分 计算 名次

11:7 6:11 11:3 11:5

8:11 6 3

3:11 11:13 11:3 11:5

2:1 11:9 6:11 11:7

--- 11:6 8 1

2 13:11 11:9 11:4

2:0 0:2 11:4 11:1

--- --- 7 2

2 1 11:6 11:6

0:2 1:2 0:2 11:4

--- --- --- 5 4

1 1 1 15:13

0:2 0:2 0:2 0:2

--- --- --- --- 4 5

1 1 1 1

5

夏向荣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7

3

施银川

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

4

鲍宗武

遂昌县实验小学

1

张学飞

浙江省台州中学

2

江峰

遂昌县教育局

陆蛟明

北干小学

5

袁春强

遂昌县金竹小学

D组

陈高福

温州经开区海城第一小学

3

郭连清

仙居中学

4

校长杯单打（1-2）

C组

1

戴李忠

宁波市鄞州蓝青学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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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2)  2:0  1

2 (-9,-6)  0:2  3 4 (8,3)  2:0  1

  

(-7,-9) 

3   0:2  4

  0:2  6  1:2  7  2:0  4  2:0  1

(-6,-5)  (-8,7,-9)  (8,4)  (7,3)  

6  (4,3)  2:0  5

  

6 (8,-10,-9)  1:2  7 8 (-11,8,6)  2:1  5

(-6,-6) 

7   0:2 8

     

8

庄传快

(苍南中学)

戴李忠

(宁波市鄞州蓝青学

校)

吴飞龙

(浙江省台州中学)

袁春强

(遂昌县金竹小学)

黄晓伟

(遂昌县金岸小学)

江峰

(遂昌县教育局)

陈昌法

(松阳县民族中学)

施银川

(宁波市鄞州区东吴

镇中心小学)

6

7

8

校长杯单打(决1-8名)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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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积分 计算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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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8 2 3

1 1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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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9 2 1

2 2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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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9 1 2

2 1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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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8 1 4

1 2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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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5 6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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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6 5

1 1 1 1 2

1.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 6.瑞安市塘下镇中心小学 3:0

蒋宇轩 -- 虞广博 2:0 (5,8)

王誉闳 -- 陈一晨 2:0 (11,5)

蒋宇轩/陈一扬 -- 陈一晨/张逸博 2:1 (8,-11,8)

2.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 -- 5.杭州市萧山区朝晖小学 3:0

郑易炎 -- 程鹏弘 2:0 (4,5)

胡昱焮 -- 严烨涛 2:0 (12,4)

胡昱焮/胡杨涛 -- 程鹏弘/张博诚 2:0 (6,4)

3.永康市民主小学 -- 4.塔山中心小学 3:0

胡凯豪 -- 金伯洋 2:0 (3,9)

施亮 -- 朱李杰 2:0 (8,2)

胡凯豪/吕锐 -- 朱李杰/莫陈烨 2:0 (3,7)

1.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 5.杭州市萧山区朝晖小学 3:0

蒋宇轩 -- 张博诚 2:0 (3,3)

王誉闳 -- 黄旭钢 2:0 (3,4)

王誉闳/陈云迪 -- 张博诚/严烨涛 2:0 (2,2)

6.瑞安市塘下镇中心小学 -- 4.塔山中心小学 2:3

陈一晨 -- 高天豪 2:1 (-9,8,11)

虞广博 -- 朱李杰 0:2 (-4,-8)

陈一晨/张逸博 -- 朱李杰 0:2 (-6,-7)

夏淏杰 -- 莫陈烨 2:1 (-6,13,9)

虞广博 -- 金伯洋 0:2 (-7,-8)

9

6

瑞安市塘下镇中心小学

永康市民主小学

4

塔山中心小学

5

杭州市萧山区朝晖小学

小学组-男子团体（1-1）

A组

1

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2

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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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 -- 3.永康市民主小学 3:1

胡昱焮 -- 胡凯豪 1:2 (-8,7,-6)

郑易炎 -- 施亮 2:0 (6,4)

胡昱焮/赵春源 -- 施亮/陈俊煊 2:0 (11,4)

瞿叙繁 -- 吕锐 2:1 (-7,9,8)

1.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 4.塔山中心小学 3:2

王誉闳 -- 高天豪 2:0 (10,4)

蒋宇轩 -- 金伯洋 2:0 (8,9)

王誉闳/陈云迪 -- 金伯洋/朱李杰 1:2 (11,-2,-6)

陈一扬 -- 莫陈烨 0:2 (-7,-9)

蒋宇轩 -- 朱李杰 2:0 (11,8)

5.杭州市萧山区朝晖小学 -- 3.永康市民主小学 0:3

严烨涛 -- 施亮 0:2 (-6,-4)

程鹏弘 -- 胡凯豪 0:2 (-2,-3)

严烨涛/张博诚 -- 胡凯豪/马铭泽 0:2 (-3,-3)

6.瑞安市塘下镇中心小学 -- 2.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 0:3

虞广博 -- 郑易炎 1:2 (7,-9,-9)

陈一晨 -- 胡昱焮 1:2 (6,-9,-8)

虞广博/张逸博 -- 胡昱焮/赵春源 1:2 (8,-7,-6)

1.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 3.永康市民主小学 2:3

蒋宇轩 -- 胡凯豪 2:1 (-9,7,12)

陈云迪 -- 施亮 1:2 (-6,5,-9)

陈云迪/陈一扬 -- 胡凯豪/吕锐 1:2 (6,-4,-3)

王誉闳 -- 陈俊煊 2:0 (8,8)

蒋宇轩 -- 吕锐 1:2 (11,-6,-8)

4.塔山中心小学 -- 2.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 3:0

朱李杰 -- 郑易炎 2:0 (10,15)

莫陈烨 -- 胡昱焮 2:1 (10,-9,4)

朱李杰/金伯洋 -- 胡昱焮/赵春源 2:1 (-8,7,3)

5.杭州市萧山区朝晖小学 -- 6.瑞安市塘下镇中心小学 0:3

程鹏弘 -- 张逸博 1:2 (-7,9,-3)

严烨涛 -- 陈一晨 0:2 (-5,-3)

程鹏弘/张博诚 -- 陈一晨/虞广博 0:2 (-5,-7)

1.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 2.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 1:3

王誉闳 -- 郑易炎 0:2 (-9,-8)

蒋宇轩 -- 胡昱焮 2:0 (5,5)

王誉闳/陈一扬 -- 胡昱焮/赵春源 1:2 (-4,8,-7)

陈云迪 -- 瞿叙繁 1:2 (9,-3,-4)

3.永康市民主小学 -- 6.瑞安市塘下镇中心小学 3:0

胡凯豪 -- 张逸博 2:0 (5,7)

施亮 -- 虞广博 2:0 (9,5)

胡凯豪/吕锐 -- 虞广博/陈一晨 2:1 (-7,8,6)

4.塔山中心小学 -- 5.杭州市萧山区朝晖小学 3:0

金伯洋 -- 黄旭钢 2:0 (1,4)

朱李杰 -- 严烨涛 2:0 (4,10)

金伯洋/高天豪 -- 严烨涛/张博诚 2:0 (7,6)

小学组-男子团体（1-2）

10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1 2 3 4 5 6 积分 计算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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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0 1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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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9 2

1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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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6 1 6

1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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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6 2 5

1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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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7 1 4

1 1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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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7 2 3

1 1 1 2 2

1.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 6.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 3:1

曹程凯 -- 张俊 0:2 (-9,-7)

徐子涵 -- 马万圻 2:0 (9,6)

曹程凯 -- 马万圻/邵杰 2:1 (5,-5,11)

陈匡为 -- 李宇辉 2:0 (12,6)

2.义乌市青口小学 -- 5.杭州市宗文小营实验学校 3:0

吴屹涵 -- 来成骏 2:0 (6,6)

王政 -- 高郭诚 2:1 (-7,7,8)

吴屹涵/王文超 -- 高郭诚/俞啸傲 2:0 (1,10)

3.温州经开区海城一小 -- 4.龙泉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2:3

郑哲浩 -- 王凯通 2:0 (5,6)

陈煊量 -- 杨涛 1:2 (-6,5,-9)

陈煊量/邱浩俊 -- 王凯通/张迈 0:2 (-6,-11)

徐浩然 -- 杨涛 2:0 (11,7)

郑哲浩 -- 杨涛 0:2 (-13,-12)

1.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 5.杭州市宗文小营实验学校 3:0

徐子涵 -- 姚晟 2:0 (3,6)

曹程凯 -- 高郭诚 2:1 (3,-9,4)

徐子涵/陈匡为 -- 高郭诚/来成骏 2:0 (8,11)

6.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 -- 4.龙泉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3:1

马万圻 -- 杨涛 2:0 (4,5)

张俊 -- 王凯通 0:2 (-8,-9)

马万圻/邵杰 -- 王凯通/张迈 2:1 (-8,6,2)

李宇辉 -- 杨浩 2:0 (2,3)

2.义乌市青口小学 -- 3.温州经开区海城一小 3:0

吴屹涵 -- 郑哲浩 2:0 (7,5)

王政 -- 陈煊量 2:0 (6,8)

吴屹涵/王文超 -- 陈煊量/邱浩俊 2:1 (8,-13,12)

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

11

龙泉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5

杭州市宗文小营实验学校

6

义乌市青口小学

3

温州经开区海城一小

4

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小学组-男子团体（1-3）

B组

1

2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1.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 4.龙泉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3:0

曹程凯 -- 王凯通 2:0 (4,5)

徐子涵 -- 杨涛 2:0 (5,5)

徐子涵/陈匡为 -- 王凯通/张迈 2:1 (-8,9,3)

5.杭州市宗文小营实验学校 -- 3.温州经开区海城一小 3:0

来成骏 -- 陈煊量 2:0 (6,9)

高郭诚 -- 郑哲浩 2:0 (7,4)

高郭诚/俞啸傲 -- 陈煊量/徐浩然 2:0 (6,5)

6.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 -- 2.义乌市青口小学 1:3

马万圻 -- 吴屹涵 0:2 (-7,-10)

张俊 -- 王政 2:1 (-8,10,6)

张俊/李宇辉 -- 吴屹涵/王文超 0:2 (-4,-7)

邵杰 -- 吴晨阳 0:2 (-7,-9)

1.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 3.温州经开区海城一小 3:0

曹程凯 -- 郑哲浩 2:1 (6,-10,5)

徐子涵 -- 陈煊量 2:1 (-10,11,9)

曹程凯/顾洲 -- 陈煊量/邱浩俊 2:0 (9,6)

4.龙泉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 2.义乌市青口小学 0:3

杨涛 -- 吴屹涵 0:2 (-3,-6)

王凯通 -- 王政 0:2 (-10,-4)

王凯通/张迈 -- 吴屹涵/王文超 0:2 (-5,-6)

5.杭州市宗文小营实验学校 -- 6.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 1:3

来成骏 -- 张俊 1:2 (1,-9,-8)

高郭诚 -- 马万圻 2:0 (4,9)

高郭诚/俞啸傲 -- 张俊/邵杰 0:2 (-8,-12)

姚晟 -- 李宇辉 0:2 (-9,-7)

1.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 2.义乌市青口小学 3:1

曹程凯 -- 王文超 2:0 (8,6)

徐子涵 -- 吴屹涵 0:2 (-7,-5)

徐子涵/陈匡为 -- 王文超/王政 2:1 (9,-9,7)

顾洲 -- 吴晨阳 2:0 (12,7)

3.温州经开区海城一小 -- 6.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 3:2

陈煊量 -- 张俊 2:1 (10,-11,11)

郑哲浩 -- 马万圻 2:0 (6,12)

陈煊量/邱浩俊 -- 马万圻/邵杰 1:2 (-2,7,-4)

徐浩然 -- 李宇辉 0:2 (-8,-6)

郑哲浩 -- 张俊 2:1 (-8,11,9)

4.龙泉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 5.杭州市宗文小营实验学校 0:3

于圣玮 -- 来成骏 0:2 (-6,-6)

杨涛 -- 高郭诚 0:2 (-5,-7)

于圣玮/杨浩 -- 高郭诚/俞啸傲 0:2 (-1,-3)

小学组-男子团体（1-4）

12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1 2 3 4 5 6 积分 计算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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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9 2 1

2 2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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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5 6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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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8 2 3

1 2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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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9 1 2

1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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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6 5

1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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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8 1 4

2 2 1 1 2

1.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 -- 6.金华市东苑小学 2:3

李想 -- 袁李亚辉 0:2 (-4,-5)

朱笑磊 -- 戚顺亮 2:0 (9,6)

李想/徐睿 -- 戚顺亮/邵韬华 0:2 (-8,-9)

潘士涵 -- 张笑涔 2:0 (1,5)

朱笑磊 -- 袁李亚辉 1:2 (-14,9,-10)

2.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第一小学 -- 5.桐庐县学府小学 1:3

胡珈源 -- 侯繁华 1:2 (8,-7,-9)

戚栩豪 -- 潘逸非 0:2 (-6,-5)

戚栩豪/奚可凡 -- 侯繁华/李王栋 2:0 (8,10)

施秉呈 -- 赵承扬 0:2 (-7,-6)

3.临海小学 -- 4.湖州市飞英小学 2:3

尹新雨 -- 陈功 0:2 (-6,-9)

尹从苏 -- 崔育垚 2:0 (4,5)

尹新雨/周炜昊 -- 崔育垚/陆张祎 1:2 (-8,9,-8)

胡凯迪 -- 梅誉洋 2:1 (12,-7,8)

尹从苏 -- 陈功 1:2 (8,-3,-5)

1.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 -- 5.桐庐县学府小学 3:0

朱笑磊 -- 侯繁华 2:0 (1,2)

徐睿 -- 潘逸非 2:1 (-10,6,7)

徐睿/李想 -- 侯繁华/李王栋 2:0 (1,4)

6

金华市东苑小学

13

4

湖州市飞英小学

5

桐庐县学府小学

2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第一小学

3

临海小学

小学组-男子团体（1-5）

C组

1

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6.金华市东苑小学 -- 4.湖州市飞英小学 1:3

袁李亚辉 -- 崔育垚 2:0 (3,8)

戚顺亮 -- 陈功 0:2 (-7,-2)

戚顺亮/邵韬华 -- 崔育垚/陆张祎 0:2 (-10,-3)

张笑涔 -- 梅誉洋 1:2 (-9,6,-7)

2.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第一小学 -- 3.临海小学 0:3

胡珈源 -- 胡凯迪 0:2 (-7,-7)

戚栩豪 -- 尹新雨 0:2 (-4,-4)

戚栩豪/奚可凡 -- 胡凯迪/尹从苏 0:2 (-4,-7)

1.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 -- 4.湖州市飞英小学 3:0

朱笑磊 -- 崔育垚 2:0 (6,12)

徐睿 -- 陈功 2:1 (11,-7,9)

徐睿/李想 -- 崔育垚/陆张祎 2:0 (6,4)

5.桐庐县学府小学 -- 3.临海小学 0:3

潘逸非 -- 尹从苏 1:2 (-8,8,-7)

侯繁华 -- 尹新雨 1:2 (8,-1,-6)

侯繁华/李王栋 -- 尹从苏/胡凯迪 0:2 (-6,-4)

6.金华市东苑小学 -- 2.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第一小学 3:0

戚顺亮 -- 戚栩豪 2:0 (5,6)

袁李亚辉 -- 胡珈源 2:0 (1,1)

袁李亚辉/张成果 -- 戚栩豪/施秉呈 2:0 (3,8)

1.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 -- 3.临海小学 3:0

徐睿 -- 尹从苏 2:0 (4,8)

朱笑磊 -- 尹新雨 2:0 (5,9)

徐睿/李想 -- 尹新雨/周炜昊 2:1 (8,-5,8)

4.湖州市飞英小学 -- 2.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第一小学 3:0

崔育垚 -- 胡珈源 2:0 (3,6)

陈功 -- 戚栩豪 2:0 (5,6)

崔育垚/陆张祎 -- 戚栩豪/郑皓文 2:0 (4,6)

5.桐庐县学府小学 -- 6.金华市东苑小学 0:3

潘逸非 -- 袁李亚辉 0:2 (-8,-7)

李王栋 -- 戚顺亮 0:2 (-5,-4)

李王栋/侯繁华 -- 袁李亚辉/张笑涔 0:2 (-5,0)

1.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 -- 2.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第一小学 3:0

朱笑磊 -- 郑皓文 2:0 (0,1)

徐睿 -- 奚可凡 2:0 (3,6)

徐睿/李想 -- 郑皓文/戚栩豪 2:0 (6,3)

3.临海小学 -- 6.金华市东苑小学 3:2

尹新雨 -- 邵韬华 2:1 (4,-8,4)

尹从苏 -- 袁李亚辉 1:2 (4,-9,-9)

尹从苏/胡凯迪 -- 邵韬华/张成果 2:0 (11,9)

周炜昊 -- 戚顺亮 1:2 (7,-6,-8)

尹新雨 -- 袁李亚辉 2:1 (-9,8,9)

4.湖州市飞英小学 -- 5.桐庐县学府小学 3:0

崔育垚 -- 李王栋 2:0 (3,7)

陈功 -- 赵承扬 2:0 (2,5)

崔育垚/陆张祎 -- 赵承扬/潘逸非 2:0 (7,5)

小学组-男子团体（1-6）

14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1 2 3 4 5 6 积分 计算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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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0 1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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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9 2

1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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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5 6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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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7 4

1 1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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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6 5

1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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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8 3

1 1 2 2 2

1.永康市大司巷小学 -- 6.嵊州市剡山小学 3:0

童卓航 -- 吴俊涵 2:1 (-7,5,4)

胡伟轩 -- 郭竣熙 2:0 (6,7)

胡伟轩/胡寒瑞 -- 吴俊涵/宋政诺 2:1 (3,-6,6)

2.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 5.温州市瓦市小学 3:0

章叔阳 -- 韩元坤 2:0 (2,7)

杨稼越 -- 林加朋 2:0 (8,4)

章叔阳/卢昊楠 -- 林加朋/林墨豪 2:0 (4,6)

3.萧山区北干小学 -- 4.湖州市湖州东风小学 2:3

谭欣梓 -- 张磊 2:0 (5,4)

陈涵喆 -- 金恩臣 0:2 (-10,-3)

陈涵喆/雍嘉杰 -- 张磊/陈昊 0:2 (-3,-3)

叶子安 -- 凌睿卿 2:0 (4,8)

谭欣梓 -- 金恩臣 1:2 (8,-5,-10)

1.永康市大司巷小学 -- 5.温州市瓦市小学 3:0

金卓灿 -- 韩元坤 2:1 (8,-7,7)

童卓航 -- 林墨豪 2:1 (-7,5,7)

金卓灿/胡伟轩 -- 林墨豪/林加朋 2:0 (6,9)

6.嵊州市剡山小学 -- 4.湖州市湖州东风小学 3:0

吴俊涵 -- 金恩臣 2:0 (7,6)

郭竣熙 -- 张磊 2:0 (7,8)

吴俊涵/宋政诺 -- 张磊/陈昊 2:0 (6,6)

温州市瓦市小学

6

嵊州市剡山小学

萧山区北干小学

4

湖州市湖州东风小学

5

永康市大司巷小学

2

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3

D组

1

小学组-男子团体（1-7）

15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2.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 3.萧山区北干小学 3:0

杨稼越 -- 叶子安 2:0 (3,6)

章叔阳 -- 谭欣梓 2:0 (7,8)

章叔阳/卢昊楠 -- 叶子安/胡硕伦 2:1 (-6,6,9)

1.永康市大司巷小学 -- 4.湖州市湖州东风小学 3:0

童卓航 -- 张磊 2:0 (6,5)

金卓灿 -- 金恩臣 2:0 (6,4)

金卓灿/黄圣罡 -- 张磊/陈昊 2:0 (5,6)

5.温州市瓦市小学 -- 3.萧山区北干小学 3:2

林加朋 -- 谭欣梓 0:2 (-5,-4)

韩元坤 -- 雍嘉杰 2:1 (2,-7,8)

林加朋/林墨豪 -- 雍嘉杰/陈涵喆 0:2 (-5,-4)

金煜宸 -- 叶子安 2:1 (8,-3,10)

韩元坤 -- 谭欣梓 2:0 (7,6)

6.嵊州市剡山小学 -- 2.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2:3

吴俊涵 -- 杨稼越 2:0 (9,8)

郭竣熙 -- 章叔阳 0:2 (-6,-6)

吴俊涵/宋政诺 -- 章叔阳/卢昊楠 2:0 (6,4)

马浩文 -- 许靖涵 0:2 (-6,-6)

郭竣熙 -- 杨稼越 1:2 (-8,10,-9)

1.永康市大司巷小学 -- 3.萧山区北干小学 3:0

金卓灿 -- 谭欣梓 2:0 (5,7)

童卓航 -- 雍嘉杰 2:0 (5,4)

金卓灿/黄圣罡 -- 雍嘉杰/叶子安 2:0 (7,3)

4.湖州市湖州东风小学 -- 2.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0:3

金恩臣 -- 章叔阳 0:2 (-13,-8)

张磊 -- 杨稼越 0:2 (-3,-8)

张磊/陈昊 -- 章叔阳/卢昊楠 1:2 (-4,9,-4)

5.温州市瓦市小学 -- 6.嵊州市剡山小学 0:3

林墨豪 -- 郭竣熙 0:2 (-5,-7)

韩元坤 -- 吴俊涵 0:2 (-3,-6)

林墨豪/林加朋 -- 吴俊涵/宋政诺 0:2 (-2,-8)

1.永康市大司巷小学 -- 2.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3:1

童卓航 -- 章叔阳 0:2 (-9,-8)

金卓灿 -- 杨稼越 2:0 (9,8)

金卓灿/胡伟轩 -- 章叔阳/卢昊楠 2:0 (10,5)

胡寒瑞 -- 许靖涵 2:0 (7,2)

3.萧山区北干小学 -- 6.嵊州市剡山小学 0:3

雍嘉杰 -- 郭竣熙 0:2 (-5,-7)

谭欣梓 -- 吴俊涵 0:2 (-9,-9)

雍嘉杰/陈涵喆 -- 吴俊涵/宋政诺 0:2 (-4,-7)

4.湖州市湖州东风小学 -- 5.温州市瓦市小学 3:2

金恩臣 -- 林墨豪 2:0 (5,5)

张磊 -- 韩元坤 2:1 (8,-7,8)

张磊/陈昊 -- 林墨豪/林加朋 1:2 (6,-13,-10)

凌睿卿 -- 金煜宸 0:2 (-9,-7)

金恩臣 -- 韩元坤 2:0 (10,7)

小学组-男子团体（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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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1 2 3 4 5 6 积分 计算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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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0 1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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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9 2

1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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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6 5

1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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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8 3

1 1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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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5 6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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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7 4

1 1 2 1 2

1.义乌市青口小学 -- 6.金华市东苑小学 3:2

吴心妤 -- 麻瀚予 1:2 (-10,7,-3)

吴谦雅 -- 陆可爱 2:0 (5,7)

吴谦雅/吴奕璇 -- 麻瀚予/陆可心 2:1 (6,-5,11)

吴欣仪 -- 刘芷意 0:2 (-5,-4)

吴心妤 -- 陆可爱 2:0 (10,5)

2.萧山区北干小学 -- 5.湖州市湖州东风小学 3:0

谢杭希 -- 史雪华 2:0 (1,1)

苏静怡 -- 刘玥 2:1 (9,-4,6)

苏静怡/赵兰朵 -- 史雪华/沈翌潇 2:0 (1,4)

3.回浦实验小学 -- 4.绍兴市柯桥区秋瑾小学 0:3

陈弈希 -- 俞佳雯 0:2 (-2,-7)

陈宇彤 -- 孟诗琦 0:2 (-1,-4)

陈弈希/陈洪佳 -- 孟诗琦/陈  佩 0:2 (-8,-5)

1.义乌市青口小学 -- 5.湖州市湖州东风小学 3:1

吴心妤 -- 史雪华 2:0 (3,4)

吴谦雅 -- 刘玥 1:2 (-9,9,-5)

吴谦雅/吴奕璇 -- 史雪华/沈翌潇 2:0 (8,2)

骆婧伊 -- 徐诗雯 2:0 (10,4)

6.金华市东苑小学 -- 4.绍兴市柯桥区秋瑾小学 0:3

麻瀚予 -- 俞佳雯 0:2 (-6,-11)

刘芷意 -- 孟诗琦 1:2 (-3,9,-7)

麻瀚予/伍玥悦 -- 孟诗琦/陈  佩 0:2 (-2,-9)

金华市东苑小学

17

绍兴市柯桥区秋瑾小学

5

湖州市湖州东风小学

6

萧山区北干小学

3

回浦实验小学

4

小学组-女子团体（1-1）

A组

1

义乌市青口小学

2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2.萧山区北干小学 -- 3.回浦实验小学 3:0

谢杭希 -- 陈弈希 2:0 (2,5)

苏静怡 -- 谢思艺 2:0 (7,3)

苏静怡/赵兰朵 -- 陈弈希/陈洪佳 2:0 (5,8)

1.义乌市青口小学 -- 4.绍兴市柯桥区秋瑾小学 3:2

吴心妤 -- 孟诗琦 2:0 (2,9)

吴谦雅 -- 俞佳雯 2:0 (7,7)

吴谦雅/吴奕璇 -- 孟诗琦/毛金楠 0:2 (-5,-7)

骆婧伊 -- 陈  佩 0:2 (-3,-3)

吴心妤 -- 俞佳雯 2:1 (-7,7,7)

5.湖州市湖州东风小学 -- 3.回浦实验小学 1:3

刘玥 -- 陈弈希 2:0 (4,19)

史雪华 -- 谢思艺 0:2 (-1,-11)

史雪华/沈翌潇 -- 陈弈希/陈洪佳 1:2 (10,-1,-8)

徐诗雯 -- 陈宇彤 0:2 (-8,-7)

6.金华市东苑小学 -- 2.萧山区北干小学 0:3

麻瀚予 -- 苏静怡 0:2 (-9,-7)

陆可爱 -- 谢杭希 0:2 (-2,-4)

陆可爱/陆可心 -- 苏静怡/张元 0:2 (-6,-6)

1.义乌市青口小学 -- 3.回浦实验小学 3:0

吴心妤 -- 陈洪佳 2:0 (1,2)

吴谦雅 -- 谢思艺 2:0 (4,3)

吴谦雅/吴奕璇 -- 陈洪佳/陈弈希 2:0 (5,11)

4.绍兴市柯桥区秋瑾小学 -- 2.萧山区北干小学 2:3

孟诗琦 -- 谢杭希 0:2 (-5,-7)

俞佳雯 -- 苏静怡 0:2 (-8,-9)

孟诗琦/毛金楠 -- 苏静怡/姚远 2:0 (14,5)

陈  佩 -- 张元 2:1 (-9,10,4)

俞佳雯 -- 谢杭希 1:2 (-7,11,-10)

5.湖州市湖州东风小学 -- 6.金华市东苑小学 1:3

史雪华 -- 刘芷意 0:2 (-4,-4)

刘玥 -- 麻瀚予 2:0 (8,5)

史雪华/沈翌潇 -- 麻瀚予/陆可心 0:2 (-3,-5)

徐诗雯 -- 陆可爱 0:2 (-4,-9)

1.义乌市青口小学 -- 2.萧山区北干小学 3:0

吴心妤 -- 苏静怡 2:0 (11,6)

吴谦雅 -- 谢杭希 2:1 (9,-9,10)

吴谦雅/吴奕璇 -- 苏静怡/赵兰朵 2:1 (-10,7,4)

3.回浦实验小学 -- 6.金华市东苑小学 1:3

谢思艺 -- 麻瀚予 2:0 (8,7)

陈弈希 -- 刘芷意 0:2 (-3,-6)

陈弈希/陈洪佳 -- 麻瀚予/陆可心 1:2 (-10,9,-7)

陈宇彤 -- 陆可爱 1:2 (5,-6,-7)

4.绍兴市柯桥区秋瑾小学 -- 5.湖州市湖州东风小学 3:0

俞佳雯 -- 史雪华 2:0 (2,1)

孟诗琦 -- 刘玥 2:0 (6,3)

孟诗琦/章子怡 -- 史雪华/沈翌潇 2:0 (2,3)

小学组-女子团体（1-2）

18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1 2 3 4 5 6 积分 计算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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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0 1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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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6 6

1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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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7 3,3/5 5

1 1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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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7 3,5/3 3

1 2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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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8 2

1 2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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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7 3,5/5 4

1 2 1 2 1

1.东阳市第二实验小学 -- 6.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 3:0

黄婧怡 -- 来诗玥 2:0 (5,9)

李昱阁 -- 瞿欣柔 2:0 (10,9)

黄婧怡/张雅男 -- 瞿欣柔/徐沁宇 2:1 (-6,8,9)

2.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 5.温州经开区海城一小 1:3

孔珏华 -- 林妮可 1:2 (6,-7,-7)

赵久乐 -- 陈芊好 2:1 (-4,5,13)

赵久乐/缪佳颖 -- 林妮可/曾晗 0:2 (-9,-9)

李齐欣 -- 邵意婷 0:2 (-6,-5)

3.湖州市飞英小学 -- 4.嵊州市剡山小学 0:3

李奕璇 -- 许路圆 1:2 (8,-9,-7)

徐清源 -- 吴吉娜 0:2 (-10,-10)

徐清源/王婕妤 -- 许路圆/赵梦涵 0:2 (-1,-7)

1.东阳市第二实验小学 -- 5.温州经开区海城一小 3:1

黄婧怡 -- 林妮可 2:0 (9,5)

李昱阁 -- 陈芊好 2:0 (4,11)

黄婧怡/张雅男 -- 陈芊好/曾晗 0:2 (-16,-4)

周彦熙 -- 邵意婷 2:0 (6,8)

6.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 -- 4.嵊州市剡山小学 3:2

来诗玥 -- 许路圆 0:2 (-2,-2)

瞿欣柔 -- 吴吉娜 2:1 (11,-3,5)

瞿欣柔/徐沁宇 -- 许路圆/赵梦涵 2:1 (11,-6,8)

李奕晨 -- 虞悦 0:2 (-9,-9)

徐沁宇 -- 赵梦涵 2:1 (-14,6,5)

2.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 3.湖州市飞英小学 3:0

赵久乐 -- 李奕璇 2:0 (6,8)

孔珏华 -- 王婕妤 2:1 (3,-11,7)

赵久乐/缪佳颖 -- 王婕妤/徐清源 2:0 (6,9)

19

5

温州经开区海城一小

6

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

3

湖州市飞英小学

4

嵊州市剡山小学

B组

1

东阳市第二实验小学

2

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小学组-女子团体（1-3）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1.东阳市第二实验小学 -- 4.嵊州市剡山小学 3:1

黄婧怡 -- 许路圆 0:2 (-8,-5)

李昱阁 -- 张竺瑜 2:0 (2,5)

黄婧怡/张雅男 -- 张竺瑜/吴吉娜 2:0 (5,6)

周彦熙 -- 虞悦 2:0 (12,9)

5.温州经开区海城一小 -- 3.湖州市飞英小学 2:3

林妮可 -- 李奕璇 1:2 (-9,10,-8)

陈芊好 -- 王婕妤 2:0 (3,5)

林妮可/曾晗 -- 王婕妤/江奕萱 2:0 (10,5)

邵意婷 -- 徐清源 0:2 (-8,-8)

曾晗 -- 李奕璇 1:2 (-9,12,-8)

6.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 -- 2.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3:1

来诗玥 -- 赵久乐 0:2 (-3,-3)

瞿欣柔 -- 孔珏华 2:1 (-8,8,11)

瞿欣柔/徐沁宇 -- 赵久乐/李齐欣 2:0 (6,8)

李奕晨 -- 缪佳颖 2:0 (8,7)

1.东阳市第二实验小学 -- 3.湖州市飞英小学 3:0

李昱阁 -- 王婕妤 2:0 (3,3)

黄婧怡 -- 李奕璇 2:0 (10,4)

黄婧怡/张雅男 -- 王婕妤/江奕萱 2:1 (6,-5,4)

4.嵊州市剡山小学 -- 2.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3:1

许路圆 -- 孔珏华 1:2 (4,-11,-9)

吴吉娜 -- 赵久乐 2:1 (-7,11,7)

许路圆/赵梦涵 -- 赵久乐/缪佳颖 2:0 (4,6)

虞悦 -- 李齐欣 2:0 (7,5)

5.温州经开区海城一小 -- 6.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 3:1

林妮可 -- 瞿欣柔 2:0 (7,5)

陈芊好 -- 来诗玥 2:0 (3,5)

陈芊好/曾晗 -- 瞿欣柔/来诗玥 0:2 (-9,-12)

邵意婷 -- 李奕晨 2:0 (8,10)

1.东阳市第二实验小学 -- 2.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3:1

周彦熙 -- 赵久乐 1:2 (9,-4,-8)

张雅男 -- 孔珏华 2:1 (-13,9,8)

张雅男/黄婧怡 -- 赵久乐/缪佳颖 2:0 (7,7)

李昱阁 -- 李齐欣 2:0 (1,1)

3.湖州市飞英小学 -- 6.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 3:2

李奕璇 -- 瞿欣柔 1:2 (-6,9,-3)

王婕妤 -- 来诗玥 2:0 (5,6)

王婕妤/江奕萱 -- 瞿欣柔/徐沁宇 0:2 (-3,-5)

徐清源 -- 李奕晨 2:0 (5,2)

李奕璇 -- 徐沁宇 2:1 (-7,7,7)

4.嵊州市剡山小学 -- 5.温州经开区海城一小 1:3

许路圆 -- 林妮可 1:2 (4,-9,-6)

吴吉娜 -- 陈弈君 0:2 (-7,-7)

许路圆/赵梦涵 -- 陈弈君/曾晗 2:1 (-5,8,6)

虞悦 -- 邵意婷 0:2 (-8,-8)

小学组-女子团体（1-4）

20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1 2 3 4 5 6 积分 计算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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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9 2

2 2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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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8 3

1 2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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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5 6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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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6 5

1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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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7 4

1 1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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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0 1

2 2 2 2 2

1.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 -- 6.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1:3

吴斐越 -- 夏熠 2:0 (9,10)

张伽屹 -- 刘昕蕊 1:2 (-9,5,-5)

吴斐越/干依晗 -- 刘昕蕊/傅熠涵 1:2 (1,-7,-8)

金邹行 -- 王懿尔 0:2 (-6,-9)

2.临海小学 -- 5.永康市大司巷小学 3:2

林婉清 -- 施亚纯 2:0 (7,8)

朱含婧 -- 应欣妤 1:2 (3,-7,-9)

朱含婧/王缤雨 -- 施亚纯/张培姿 0:2 (-10,-8)

郑依玲 -- 吴倩 2:0 (10,8)

林婉清 -- 应欣妤 2:1 (8,-8,8)

3.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第一小学 -- 4.杭州市宗文小营实验学校 0:3

王佳妮 -- 包申禾 0:2 (-3,-5)

陆荟羽 -- 刘辰阳 0:2 (-8,-6)

王佳妮 -- 刘辰阳/陈汝珍 1:2 (-2,4,-8)

1.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 -- 5.永康市大司巷小学 3:0

张伽屹 -- 施亚纯 2:0 (9,9)

吴斐越 -- 应欣妤 2:1 (6,-8,5)

吴斐越/金邹行 -- 施亚纯/张培姿 2:0 (1,8)

6.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 4.杭州市宗文小营实验学校 3:1

夏熠 -- 刘辰阳 2:0 (8,4)

刘昕蕊 -- 包申禾 1:2 (10,-11,-4)

刘昕蕊/傅熠涵 -- 刘辰阳/陈汝珍 2:1 (4,-9,4)

王懿尔 -- 2: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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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永康市大司巷小学

6

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3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第一小学

4

杭州市宗文小营实验学校

1

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

2

临海小学

小学组-女子团体（1-5）

C组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2.临海小学 -- 3.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第一小学 3:1

林婉清 -- 王佳妮 2:0 (5,7)

王缤雨 -- 陆荟羽 2:1 (-9,6,7)

王缤雨/朱含婧 -- 王佳妮/王艺睿 1:2 (-10,4,-6)

郑依玲 -- 陆佳圆 2:1 (-10,11,9)

1.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 -- 4.杭州市宗文小营实验学校 3:0

张伽屹 -- 刘辰阳 2:0 (5,4)

吴斐越 -- 包申禾 2:0 (2,9)

吴斐越/金邹行 -- 刘辰阳/陈汝珍 2:0 (9,9)

5.永康市大司巷小学 -- 3.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第一小学 3:0

应欣妤 -- 王佳妮 2:0 (4,7)

施亚纯 -- 陆荟羽 2:0 (9,8)

施亚纯/张培姿 -- 王佳妮/何沐紫 2:0 (1,3)

6.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 2.临海小学 3:0

刘昕蕊 -- 林婉清 2:1 (9,-9,9)

夏熠 -- 王缤雨 2:0 (1,4)

刘昕蕊/傅熠涵 -- 王缤雨/郑依玲 2:0 (6,5)

1.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 -- 3.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第一小学 3:0

张伽屹 -- 王佳妮 2:0 (1,4)

吴斐越 -- 陆荟羽 2:0 (7,8)

吴斐越/金邹行 -- 王佳妮/陆佳圆 2:0 (3,2)

4.杭州市宗文小营实验学校 -- 2.临海小学 1:3

刘辰阳 -- 林婉清 0:2 (-2,-6)

包申禾 -- 王缤雨 2:0 (2,7)

刘辰阳/陈汝珍 -- 王缤雨/朱含婧 1:2 (9,-7,-10)

-- 郑依玲 W-0:2

5.永康市大司巷小学 -- 6.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1:3

施亚纯 -- 夏熠 0:2 (-6,-10)

应欣妤 -- 刘昕蕊 2:1 (-9,4,7)

施亚纯/张培姿 -- 刘昕蕊/傅熠涵 1:2 (7,-9,-3)

应奇烨 -- 王懿尔 0:2 (-9,-7)

1.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 -- 2.临海小学 3:0

张伽屹 -- 郑依玲 2:0 (7,4)

吴斐越 -- 林婉清 2:0 (8,9)

吴斐越/金邹行 -- 郑依玲/朱含婧 2:0 (12,8)

3.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第一小学 -- 6.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1:3

王佳妮 -- 杜清瑜 2:0 (16,9)

陆荟羽 -- 刘昕蕊 0:2 (-2,-6)

王佳妮/陆佳圆 -- 刘昕蕊/傅熠涵 0:2 (-2,-4)

王艺睿 -- 王懿尔 0:2 (-4,-9)

4.杭州市宗文小营实验学校 -- 5.永康市大司巷小学 1:3

包申禾 -- 施亚纯 2:0 (11,8)

刘辰阳 -- 应欣妤 0:2 (-7,-9)

刘辰阳/陈汝珍 -- 施亚纯/张培姿 0:2 (-10,-7)

-- 吴倩 W-0:2

小学组-女子团体（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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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积分 计算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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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0 1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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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8 3

1 2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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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7 4

1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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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6 5

1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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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9 2

1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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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5 6

1 1 1 1 1

1.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 -- 6.杭州市萧山区朝晖小学 3:0

金蕾 -- 蔡思凡 2:0 (2,3)

陈海亚 -- 宫程 2:0 (5,4)

陈海亚/龚一婷 -- 蔡思凡/徐梦柯 2:0 (5,5)

2.绍兴市树人小学 -- 5.温州市瓦市小学 2:3

何宋可人 -- 潘怡汝 0:2 (-9,-6)

王辰玥 -- 高千骞 2:0 (10,2)

何宋可人/孙安冉 -- 高千骞/张克非 0:2 (-7,-8)

宋雨沁 -- 朱雨彤 2:1 (-3,9,8)

孙安冉 -- 潘怡汝 0:2 (-8,-4)

3.遂昌县实验小学 -- 4.金华市婺城区琅琊镇中心小学 3:1

王若娴 -- 陈异锦 2:0 (9,9)

郑舒心 -- 雷欣然 0:2 (-5,-6)

郑舒心 -- 陈异锦/蔡洛妍 2:0 (6,10)

季奕舟 -- 林  畅 2:0 (8,6)

1.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 -- 5.温州市瓦市小学 3:1

金蕾 -- 高千骞 2:0 (5,6)

陈海亚 -- 潘怡汝 0:2 (-7,-5)

陈海亚/龚一婷 -- 高千骞/张克非 2:0 (12,3)

李嘉瑜 -- 徐露 2:0 (9,9)

6.杭州市萧山区朝晖小学 -- 4.金华市婺城区琅琊镇中心小学 2:3

宫程 -- 雷欣然 0:2 (-7,-3)

蔡思凡 -- 陈异锦 2:1 (2,-9,7)

宫程/孔书灵 -- 陈异锦/林  畅 0:2 (-9,-5)

徐梦柯 -- 蔡洛妍 2:0 (9,5)

蔡思凡 -- 雷欣然 0:2 (-5,-5)

温州市瓦市小学

6

杭州市萧山区朝晖小学

23

遂昌县实验小学

4

金华市婺城区琅琊镇中心小学

5

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

2

绍兴市树人小学

3

小学组-女子团体（1-7）

D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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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绍兴市树人小学 -- 3.遂昌县实验小学 3:2

宋雨沁 -- 郑舒心 0:2 (-12,-9)

何宋可人 -- 王若娴 2:1 (-11,5,8)

何宋可人/王辰玥 -- 郑舒心/罗晗豫 2:0 (2,5)

陈思榆 -- 季奕舟 1:2 (7,-9,-7)

王辰玥 -- 王若娴 2:0 (6,4)

1.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 -- 4.金华市婺城区琅琊镇中心小学 3:0

金蕾 -- 陈异锦 2:0 (5,2)

陈海亚 -- 雷欣然 2:0 (9,10)

陈海亚/龚一婷 -- 陈异锦/林  畅 2:1 (-8,3,9)

5.温州市瓦市小学 -- 3.遂昌县实验小学 3:2

潘怡汝 -- 郑舒心 2:0 (5,4)

高千骞 -- 王若娴 1:2 (7,-9,-7)

高千骞/张克非 -- 郑舒心/季奕舟 2:0 (7,7)

朱雨彤 -- 罗晗豫 1:2 (5,-9,-9)

潘怡汝 -- 王若娴 2:0 (5,9)

6.杭州市萧山区朝晖小学 -- 2.绍兴市树人小学 0:3

宫程 -- 王辰玥 0:2 (-3,-2)

蔡思凡 -- 孙安冉 1:2 (-7,12,-11)

蔡思凡/徐梦柯 -- 王辰玥/何宋可人 0:2 (-5,-4)

1.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 -- 3.遂昌县实验小学 3:0

金蕾 -- 郑舒心 2:0 (9,1)

陈海亚 -- 王若娴 2:1 (10,-5,6)

陈海亚/龚一婷 -- 郑舒心/季奕舟 2:0 (3,7)

4.金华市婺城区琅琊镇中心小学 -- 2.绍兴市树人小学 0:3

陈异锦 -- 孙安冉 0:2 (-8,-10)

林  畅 -- 王辰玥 1:2 (4,-6,-6)

陈异锦/雷欣然 -- 王辰玥/何宋可人 0:2 (-5,-5)

5.温州市瓦市小学 -- 6.杭州市萧山区朝晖小学 3:0

高千骞 -- 宫程 2:0 (7,12)

潘怡汝 -- 蔡思凡 2:0 (5,5)

高千骞/张克非 -- 蔡思凡/徐梦柯 2:0 (3,6)

1.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 -- 2.绍兴市树人小学 3:0

金蕾 -- 宋雨沁 2:0 (8,1)

陈海亚 -- 王辰玥 2:0 (9,4)

陈海亚/龚一婷 -- 宋雨沁/何宋可人 2:1 (-8,6,5)

3.遂昌县实验小学 -- 6.杭州市萧山区朝晖小学 3:0

王若娴 -- 徐梦柯 2:0 (4,3)

郑舒心 -- 孔书灵 2:1 (-8,6,8)

王若娴/祝一枝 -- 孔书灵/宫程 2:0 (6,8)

4.金华市婺城区琅琊镇中心小学 -- 5.温州市瓦市小学 1:3

林  畅 -- 潘怡汝 0:2 (-2,-3)

雷欣然 -- 高千骞 2:0 (8,5)

林  畅/蔡洛妍 -- 高千骞/张克非 0:2 (-6,-9)

陈异锦 -- 朱雨彤 0:2 (-3,-12)

小学组-女子团体（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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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3  2

3   3:2  1 2   2:3  4

  

 

3   0: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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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1  5

  

6   0:3  7 8   3:1  5

 

7   2:3 8

     

1.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 2.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1:3

曹程凯 -- 章叔阳 2:0 (6,4)

徐子涵 -- 杨稼越 1:2 (-11,17,-7)

徐子涵/陈匡为 -- 章叔阳/卢昊楠 0:2 (-8,-7)

顾洲 -- 许靖涵 1:2 (7,-8,-9)

3.永康市民主小学 -- 4.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 0:3

胡凯豪 -- 朱笑磊 1:2 (11,-9,-6)

施亮 -- 徐睿 0:2 (-2,-4)

胡凯豪/吕锐 -- 徐睿/李想 1:2 (8,-6,-4)

5.永康市大司巷小学 -- 6.湖州市飞英小学 3:1

金卓灿 -- 陈功 0:2 (-2,-5)

童卓航 -- 崔育垚 2:0 (1,5)

金卓灿/胡伟轩 -- 崔育垚/陆张祎 2:1 (-9,4,3)

胡寒瑞 -- 梅誉洋 2:0 (6,7)

7.义乌市青口小学 -- 8.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 2:3

王政 -- 胡昱焮 2:1 (-8,9,5)

吴屹涵 -- 郑易炎 1:2 (-9,5,-7)

吴屹涵/王文超 -- 胡昱焮/赵春源 2:0 (5,6)

丁仰松 -- 瞿叙繁 1:2 (9,-8,-5)

王政 -- 郑易炎 0:2 (-8,-10)

1.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 3.永康市民主小学 3:2

陈匡为 -- 胡凯豪 0:2 (-5,-7)

曹程凯 -- 施亮 2:1 (7,-7,6)

曹程凯/顾洲 -- 胡凯豪/吕锐 0:2 (-7,-7)

徐子涵 -- 陈俊煊 2:0 (7,6)

顾洲 -- 吕锐 2:1 (7,-6,11)

6.湖州市飞英小学 -- 7.义乌市青口小学 0:3

崔育垚 -- 王政 0:2 (-5,-9)

陈功 -- 吴屹涵 1:2 (-2,4,-9)

崔育垚/陆张祎 -- 吴屹涵/王文超 0:2 (-8,-11)

2.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 4.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 2:3

章叔阳 -- 朱笑磊 0:2 (-4,-7)

杨稼越 -- 徐睿 1:2 (11,-5,-4)

章叔阳/卢昊楠 -- 徐睿/李想 2:0 (8,9)

许靖涵 -- 潘士涵 2:0 (9,11)

杨稼越 -- 朱笑磊 0:2 (-10,-7)

5.永康市大司巷小学 -- 8.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 3:1

童卓航 -- 胡昱焮 1:2 (-3,9,-7)

金卓灿 -- 郑易炎 2:0 (3,7)

金卓灿/胡伟轩 -- 胡昱焮/胡杨涛 2:1 (-9,8,3)

胡寒瑞 -- 瞿叙繁 2:0 (6,10)

义乌市青口小学

8 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

4 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

 

5 永康市大司巷小学

25

6 湖州市飞英小学

7

1 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2 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3 永康市民主小学

小学组-男子团体（决1-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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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永康市民主小学 -- 6.湖州市飞英小学 3:1

马铭泽 -- 陈功 0:2 (-6,-6)

胡凯豪 -- 崔育垚 2:1 (8,-9,9)

胡凯豪/吕锐 -- 陈功/陆张祎 2:0 (6,5)

施亮 -- 梅誉洋 2:0 (12,6)

1.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 7.义乌市青口小学 3:1

陈匡为 -- 吴屹涵 0:2 (-6,-6)

曹程凯 -- 王政 2:0 (7,4)

曹程凯/顾洲 -- 吴屹涵/王文超 2:0 (5,6)

徐子涵 -- 吴晨阳 2:0 (7,7)

2.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 8.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 0:3

杨稼越 -- 胡昱焮 0:2 (-12,-7)

章叔阳 -- 郑易炎 1:2 (9,-11,-8)

章叔阳/卢昊楠 -- 胡昱焮/赵春源 0:2 (-5,-8)

4.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 -- 5.永康市大司巷小学 3:2

朱笑磊 -- 金卓灿 2:0 (4,8)

徐睿 -- 童卓航 2:0 (12,9)

徐睿/李想 -- 金卓灿/胡伟轩 0:2 (-5,-6)

潘士涵 -- 胡寒瑞 1:2 (9,-5,-4)

朱笑磊 -- 童卓航 2:0 (5,1)

 3:0  1

  

 0:3  4

   

  

 1:3  6

  

 0:3  8

  

1.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 -- 2.金华市东苑小学 3:0

王誉闳 -- 张笑涔 2:0 (2,5)

蒋宇轩 -- 袁李亚辉 2:0 (11,7)

蒋宇轩/陈云迪 -- 张笑涔/张成果 2:0 (1,2)

3.湖州市湖州东风小学 -- 4.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0:3

金恩臣 -- 马万圻 1:2 (-9,9,-5)

张磊 -- 张俊 0:2 (-3,-5)

张磊/陈昊 -- 马万圻/邵杰 0:2 (-8,-9)

5.临海小学 -- 6.塔山中心小学 1:3

尹从苏 -- 朱李杰 1:2 (5,-9,-8)

尹新雨 -- 金伯洋 2:0 (5,6)

尹从苏/胡凯迪 -- 金伯洋/莫陈烨 0:2 (-9,-6)

周炜昊 -- 高天豪 0:2 (-9,-4)

7.杭州市宗文小营实验学校 -- 8.嵊州市剡山小学 0:3

高郭诚 -- 郭竣熙 0:2 (-7,-7)

来成骏 -- 吴俊涵 0:2 (-6,-8)

高郭诚/俞啸傲 -- 吴俊涵/宋政诺 0:2 (-6,-7)

 

杭州市宗文小营实验学校

26

 

嵊州市剡山小学

5

 

金华市东苑小学

 

湖州市湖州东风小学

 

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

临海小学

 

塔山中心小学

小学组-男子团体（决9-12名）

6

7

8

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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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2  1

2   2:3  4 1   2:3  3

  

 

4   3: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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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3  6

  

7   3:1  5 6   2:3  8

 

7   0:3 8

     

1.义乌市青口小学 -- 2.温州经开区海城一小 3:2

吴心妤 -- 邵意婷 2:0 (8,3)

吴谦雅 -- 林妮可 2:0 (12,10)

吴谦雅/吴奕璇 -- 邵意婷/曾晗 0:2 (-8,-6)

骆婧伊 -- 陈芊好 0:2 (-2,-5)

吴心妤 -- 林妮可 2:0 (5,3)

3.温州市瓦市小学 -- 4.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3:2

潘怡汝 -- 刘昕蕊 2:0 (9,9)

高千骞 -- 夏熠 0:2 (-7,-4)

高千骞/徐露 -- 刘昕蕊/傅熠涵 2:1 (6,-8,8)

朱雨彤 -- 王懿尔 1:2 (9,-12,-5)

潘怡汝 -- 夏熠 2:1 (8,-9,4)

5.东阳市第二实验小学 -- 6.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 1:3

李昱阁 -- 吴斐越 1:2 (-5,7,-6)

黄婧怡 -- 张伽屹 2:1 (-12,8,7)

黄婧怡/张雅男 -- 吴斐越/金邹行 0:2 (-9,-7)

周彦熙 -- 干依晗 0:2 (-6,-3)

7.萧山区北干小学 -- 8.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0:3

赵兰朵 -- 金蕾 0:2 (-4,-1)

谢杭希 -- 陈海亚 1:2 (-6,8,-11)

赵兰朵 -- 陈海亚/龚一婷 1:2 (8,-2,-8)

2.温州经开区海城一小 -- 4.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2:3

林妮可 -- 刘昕蕊 2:1 (-8,8,9)

曾晗 -- 夏熠 0:2 (-5,-11)

曾晗/邵意婷 -- 刘昕蕊/傅熠涵 1:2 (4,-7,-8)

陈芊好 -- 王懿尔 2:0 (4,4)

林妮可 -- 夏熠 1:2 (-8,9,-9)

5.东阳市第二实验小学 -- 7.萧山区北干小学 3:1

黄婧怡 -- 谢杭希 0:2 (-6,-7)

李昱阁 -- 苏静怡 2:0 (1,8)

黄婧怡/张雅男 -- 苏静怡/赵兰朵 2:0 (4,9)

周彦熙 -- 姚远 2:0 (4,3)

1.义乌市青口小学 -- 3.温州市瓦市小学 2:3

吴心妤 -- 高千骞 2:1 (7,-7,8)

吴谦雅 -- 潘怡汝 0:2 (-9,-7)

吴谦雅/吴奕璇 -- 高千骞/张克非 2:0 (6,5)

骆婧伊 -- 朱雨彤 0:2 (-3,-4)

吴心妤 -- 潘怡汝 0:2 (-6,-6)

6.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 -- 8.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2:3

张伽屹 -- 金蕾 0:2 (-9,-8)

吴斐越 -- 陈海亚 2:1 (-9,2,9)

张伽屹/金邹行 -- 陈海亚/龚一婷 1:2 (-10,8,-1)

干依晗 -- 李嘉瑜 2:1 (-5,9,10)

吴斐越 -- 金蕾 1:2 (-12,8,-7)

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

7 萧山区北干小学

8

27

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

4 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6

5 东阳市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组-女子团体（决1-8名）

1 义乌市青口小学

2 温州经开区海城一小

3 温州市瓦市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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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温州经开区海城一小 -- 7.萧山区北干小学 1:3

林妮可 -- 谢杭希 2:1 (-4,10,10)

陈芊好 -- 苏静怡 0:2 (-6,-9)

林妮可/曾晗 -- 苏静怡/赵兰朵 1:2 (7,-8,-10)

陈弈君 -- 张元 1:2 (-2,7,-4)

4.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 5.东阳市第二实验小学 1:3

夏熠 -- 黄婧怡 1:2 (-9,7,-9)

刘昕蕊 -- 李昱阁 0:2 (-6,-7)

刘昕蕊/傅熠涵 -- 黄婧怡/张雅男 2:1 (11,-8,10)

杜清瑜 -- 周彦熙 1:2 (-11,8,-8)

1.义乌市青口小学 -- 6.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 0:3

吴心妤 -- 吴斐越 0:2 (-6,-5)

吴谦雅 -- 张伽屹 0:2 (-9,-9)

吴谦雅/吴奕璇 -- 吴斐越/金邹行 1:2 (10,-7,-9)

3.温州市瓦市小学 -- 8.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1:3

潘怡汝 -- 陈海亚 2:0 (9,6)

高千骞 -- 金蕾 0:2 (-6,-5)

高千骞/张克非 -- 陈海亚/龚一婷 0:2 (-11,-3)

朱雨彤 -- 李嘉瑜 1:2 (8,-9,-3)

 2:3  2

  

 3:1  3

   

  

 1:3  6

  

 0:3  8

  

1.绍兴市柯桥区秋瑾小学 -- 2.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 2:3

孟诗琦 -- 来诗玥 2:0 (3,3)

俞佳雯 -- 瞿欣柔 0:2 (-3,-8)

孟诗琦/陈  佩 -- 瞿欣柔/徐沁宇 1:2 (8,-11,-9)

毛金楠 -- 李奕晨 2:1 (9,-9,8)

俞佳雯 -- 瞿欣柔 1:2 (6,-6,-9)

3.遂昌县实验小学 -- 4.临海小学 3:1

王若娴 -- 郑依玲 2:1 (-11,6,8)

郑舒心 -- 林婉清 1:2 (-9,5,-3)

郑舒心/季奕舟 -- 郑依玲/朱含婧 2:0 (9,13)

罗晗豫 -- 王缤雨 2:0 (6,12)

5.绍兴市树人小学 -- 6.永康市大司巷小学 1:3

孙安冉 -- 施亚纯 1:2 (8,-2,-8)

何宋可人 -- 应欣妤 0:2 (-9,-7)

何宋可人/王辰玥 -- 施亚纯/张培姿 2:0 (5,5)

陈思榆 -- 应奇烨 1:2 (9,-8,-6)

7.金华市东苑小学 -- 8.嵊州市剡山小学 0:3

麻瀚予 -- 吴吉娜 1:2 (9,-8,-9)

刘芷意 -- 许路圆 0:2 (-13,-8)

麻瀚予/伍玥悦 -- 许路圆/赵梦涵 0:2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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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临海小学

5 绍兴市树人小学

小学组-女子团体（决9-12名）

1 绍兴市柯桥区秋瑾小学

 

金华市东苑小学

 

8 嵊州市剡山小学

 

6 永康市大司巷小学

 

7

2 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

 

3 遂昌县实验小学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1 2 3 4 5 6 积分 计算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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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0 1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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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5 6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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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6 5

1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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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7 4

1 2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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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9 2

1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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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8 3

1 2 2 2 1

1.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 6.缙云县实验中学 3:0

金珈均 -- 陈豪 2:0 (9,10)

何宇清 -- 施星宇 2:0 (9,3)

金珈均/卢科帆 -- 施星宇/应旭博 2:0 (5,5)

2.衢州市兴华中学 -- 5.海盐县实验中学 0:3

王心雨 -- 高旷 0:2 (-4,-3)

黄迟宜 -- 严涵 1:2 (9,-6,-10)

黄迟宜/张亦超 -- 高旷/顾城瑞 0:2 (-11,-11)

3.绍兴市建功中学 -- 4.安阳高级中学初中部 1:3

陈子乐 -- 林雨桓 2:0 (10,7)

谢天平 -- 戴裕航 0:2 (-5,-9)

陈子乐/陈子和 -- 戴裕航/丁凯泽 1:2 (-10,9,-4)

张雨瑞 -- 庄昊澄 0:2 (-7,-12)

1.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 5.海盐县实验中学 3:1

何宇清 -- 严涵 0:2 (-7,-9)

卢科帆 -- 高旷 2:0 (9,6)

卢科帆/金珈均 -- 严涵/李陶恒搏 2:0 (4,3)

林子越 -- 顾城瑞 2:0 (4,3)

6.缙云县实验中学 -- 4.安阳高级中学初中部 3:2

施星宇 -- 林雨桓 2:1 (-11,9,8)

陈豪 -- 戴裕航 2:0 (12,5)

施星宇/应旭博 -- 戴裕航/丁凯泽 1:2 (-5,7,-6)

应俊雨 -- 庄昊澄 0:2 (-17,-5)

陈豪 -- 林雨桓 2:1 (9,-5,9)

安阳高级中学初中部

5

海盐县实验中学

6

缙云县实验中学

29

衢州市兴华中学

3

绍兴市建功中学

4

2

初中组-男子团体（1-1）

A组

1

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2.衢州市兴华中学 -- 3.绍兴市建功中学 1:3

黄迟宜 -- 谢天平 2:0 (6,4)

王心雨 -- 陈子乐 0:2 (-1,-2)

黄迟宜/张亦超 -- 陈子乐/张雨瑞 0:2 (-8,-6)

夏凌云 -- 陈子和 0:2 (-4,-7)

1.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 4.安阳高级中学初中部 3:0

何宇清 -- 林雨桓 2:0 (10,3)

卢科帆 -- 戴裕航 2:1 (7,-7,6)

卢科帆/金珈均 -- 林雨桓/丁凯泽 2:0 (10,7)

5.海盐县实验中学 -- 3.绍兴市建功中学 3:0

高旷 -- 谢天平 2:0 (3,6)

严涵 -- 陈子乐 2:0 (10,9)

高旷/顾城瑞 -- 陈子乐/张雨瑞 2:0 (6,7)

6.缙云县实验中学 -- 2.衢州市兴华中学 3:0

陈豪 -- 黄迟宜 2:0 (4,9)

施星宇 -- 夏凌云 2:0 (3,9)

施星宇/应俊雨 -- 黄迟宜/张亦超 2:1 (-7,5,10)

1.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 3.绍兴市建功中学 3:0

金珈均 -- 谢天平 2:0 (8,6)

何宇清 -- 陈子乐 2:0 (10,9)

金珈均/卢科帆 -- 陈子乐/陈子和 2:1 (-8,4,8)

4.安阳高级中学初中部 -- 2.衢州市兴华中学 3:0

戴裕航 -- 黄迟宜 2:0 (10,9)

林雨桓 -- 夏凌云 2:0 (4,10)

林雨桓/丁凯泽 -- 黄迟宜/张亦超 2:0 (9,9)

5.海盐县实验中学 -- 6.缙云县实验中学 3:0

严涵 -- 陈豪 2:0 (7,8)

高旷 -- 应旭博 2:0 (3,4)

严涵/李陶恒搏 -- 应旭博/施星宇 2:0 (8,8)

1.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 2.衢州市兴华中学 3:1

周  鼎 -- 黄迟宜 1:2 (-8,5,-6)

卢科帆 -- 张亦超 2:1 (6,-7,6)

卢科帆/何宇清 -- 黄迟宜/王心雨 2:0 (3,6)

林子越 -- 夏凌云 2:0 (4,6)

3.绍兴市建功中学 -- 6.缙云县实验中学 2:3

陈子乐 -- 陈豪 1:2 (8,-11,-7)

张雨瑞 -- 吕科君 2:0 (10,8)

陈子乐/谢天平 -- 吕科君/应俊雨 2:0 (9,5)

陈子和 -- 施星宇 1:2 (-9,9,-4)

张雨瑞 -- 陈豪 0:2 (-3,-7)

4.安阳高级中学初中部 -- 5.海盐县实验中学 1:3

戴裕航 -- 严涵 2:1 (7,-8,9)

林雨桓 -- 高旷 0:2 (-7,-9)

林雨桓/丁凯泽 -- 严涵/李陶恒搏 0:2 (-8,-10)

庄昊澄 -- 顾城瑞 0:2 (-6,-6)

30

初中组-男子团体（1-2）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1 2 3 4 5 计算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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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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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4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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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2

1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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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3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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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5

1 1 1 1

2.湖州市第四中学教育集团 -- 5.绍兴市上虞区实验中学 3:2

唐斌 -- 陈柯帆 0:2 (-8,-8)

肖若琨 -- 龚泽烨 2:1 (3,-9,4)

肖若琨/徐展浩 -- 陈柯帆/徐哲镛 2:0 (6,8)

陈国为 -- 程梓轩 0:2 (-1,-5)

唐斌 -- 徐哲镛 2:1 (-8,12,7)

3.杭州市公益中学 -- 4.金华市外国语学校 3:0

张人杰 -- 徐夏天 2:1 (8,-6,9)

程开 -- 林厉瑜 2:1 (4,-9,9)

张人杰/孙一凡 -- 林厉瑜/李  响 2:0 (6,4)

1.宁波市惠贞书院 -- 5.绍兴市上虞区实验中学 3:1

夏雨恒 -- 徐哲镛 2:0 (7,7)

赖予晖 -- 龚泽烨 2:1 (8,-9,7)

赖予晖/何鉴颀 -- 徐哲镛/陈柯帆 0:2 (-3,-8)

张骏豪 -- 程梓轩 2:1 (12,-4,8)

2.湖州市第四中学教育集团 -- 3.杭州市公益中学 2:3

徐展浩 -- 张人杰 0:2 (-2,-10)

肖若琨 -- 程开 0:2 (-12,-6)

徐展浩/汤文涛 -- 程开/孙一凡 2:0 (5,7)

陈国为 -- 王皓 2:0 (9,5)

汤文涛 -- 张人杰 0:2 (-7,-5)

1.宁波市惠贞书院 -- 4.金华市外国语学校 3:2

夏雨恒 -- 徐铖泽 2:0 (11,9)

张骏豪 -- 徐夏天 0:2 (-11,-8)

张骏豪/何鉴颀 -- 徐铖泽/林厉瑜 0:2 (-6,-9)

赖予晖 -- 李  响 2:0 (5,11)

夏雨恒 -- 徐夏天 2: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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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第四中学教育集团

3

杭州市公益中学

4

金华市外国语学校

5

宁波市惠贞书院

5

B组

绍兴市上虞区实验中学

6

4

积分

8

初中组-男子团体（1-3）

2

1

7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5.绍兴市上虞区实验中学 -- 3.杭州市公益中学 2:3

徐哲镛 -- 王皓 2:1 (3,-8,8)

龚泽烨 -- 张人杰 0:2 (-7,-5)

龚泽烨/程梓轩 -- 王皓/孙一凡 2:1 (5,-9,9)

丁泓杰 -- 程开 0:2 (-10,-13)

程梓轩 -- 张人杰 0:2 (-4,-9)

1.宁波市惠贞书院 -- 3.杭州市公益中学 3:2

夏雨恒 -- 王皓 2:0 (7,4)

张骏豪 -- 张人杰 0:2 (-8,-8)

张骏豪/赖予晖 -- 王皓/孙一凡 2:0 (9,4)

何鉴颀 -- 程开 0:2 (-3,-6)

夏雨恒 -- 张人杰 2:1 (9,-6,9)

4.金华市外国语学校 -- 2.湖州市第四中学教育集团 3:0

徐夏天 -- 肖若琨 2:0 (4,4)

徐铖泽 -- 唐斌 2:0 (9,11)

徐铖泽/林厉瑜 -- 肖若琨/徐展浩 2:0 (10,7)

1.宁波市惠贞书院 -- 2.湖州市第四中学教育集团 3:2

张骏豪 -- 肖若琨 0:2 (-10,-8)

夏雨恒 -- 徐展浩 2:0 (7,7)

张骏豪/赖予晖 -- 徐展浩/陈国为 2:0 (11,8)

何鉴颀 -- 唐斌 0:2 (-2,-8)

夏雨恒 -- 肖若琨 2:0 (2,7)

4.金华市外国语学校 -- 5.绍兴市上虞区实验中学 3:2

徐夏天 -- 龚泽烨 2:0 (8,5)

徐铖泽 -- 陈柯帆 2:0 (10,10)

徐铖泽/李  响 -- 龚泽烨/程梓轩 1:2 (-10,6,-6)

陈越灏 -- 徐哲镛 0:2 (-10,-4)

徐夏天 -- 陈柯帆 2:0 (6,13)

32

初中组-男子团体（1-4）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1 2 3 4 5 计算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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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2

2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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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3

1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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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4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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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5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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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

2 2 2 2

2.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 5.义乌市宾王中学 1:3

张晨鲲 -- 楼锦程 2:0 (7,7)

叶沐阳 -- 金晟航 0:2 (-3,-5)

叶沐阳/许贵灵 -- 楼锦程/王元昊 0:2 (-10,-11)

陈尤杰 -- 楼旭庭 0:2 (-2,-5)

3.温州第二实验中学 -- 4.湖州市浔溪中学 3:1

陈宏 -- 屠以任 2:0 (2,7)

林历航 -- 卢思齐 2:0 (7,6)

陈宏/张量 -- 卢思齐/周廉 1:2 (8,-6,-6)

苏立 -- 吴子扬 2:1 (-8,11,8)

1.东阳市吴宁三中 -- 5.义乌市宾王中学 1:3

吕子韩 -- 楼锦程 2:1 (1,-13,7)

李家凯 -- 金晟航 0:2 (-8,-5)

李家凯/吕佳冀 -- 楼锦程/王元昊 0:2 (-13,-8)

陈一涵 -- 楼旭庭 1:2 (9,-4,-6)

2.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 3.温州第二实验中学 3:2

陈尤杰 -- 林历航 2:1 (-6,8,8)

张晨鲲 -- 苏立 2:0 (3,6)

陈尤杰/叶沐阳 -- 苏立/诸葛淙琪 0:2 (-11,-8)

李嘉杰 -- 陈宏 1:2 (-10,6,-8)

张晨鲲 -- 林历航 2:0 (9,10)

1.东阳市吴宁三中 -- 4.湖州市浔溪中学 3:1

吕子韩 -- 卢思齐 2:0 (6,6)

李家凯 -- 吴子扬 2:0 (5,4)

李家凯/吕佳冀 -- 卢思齐/周廉 1:2 (-6,7,-8)

陈一涵 -- 屠以任 2:0 (1,2)

5

义乌市宾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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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湖州市浔溪中学

3

温州第二实验中学

6

8

初中组-男子团体（1-5）

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1

东阳市吴宁三中

2

7

C组

5

4

积分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5.义乌市宾王中学 -- 3.温州第二实验中学 3:0

楼锦程 -- 林历航 2:0 (9,5)

金晟航 -- 苏立 2:0 (9,1)

楼锦程/楼旭庭 -- 苏立/诸葛淙琪 2:0 (5,4)

1.东阳市吴宁三中 -- 3.温州第二实验中学 3:0

李家凯 -- 林历航 2:1 (5,-7,9)

吕子韩 -- 陈宏 2:0 (0,6)

李家凯/吕佳冀 -- 陈宏/苏立 2:0 (1,9)

4.湖州市浔溪中学 -- 2.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1:3

周廉 -- 陈尤杰 0:2 (-10,-4)

卢思齐 -- 张晨鲲 1:2 (-5,9,-10)

卢思齐/吴子扬 -- 陈尤杰/叶沐阳 2:1 (-9,3,10)

屠以任 -- 李嘉杰 0:2 (-6,-10)

1.东阳市吴宁三中 -- 2.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3:0

吕子韩 -- 陈尤杰 2:0 (5,12)

李家凯 -- 张晨鲲 2:0 (5,9)

李家凯/吕佳冀 -- 陈尤杰/叶沐阳 2:1 (-7,7,5)

4.湖州市浔溪中学 -- 5.义乌市宾王中学 0:3

卢思齐 -- 楼锦程 1:2 (8,-8,-8)

周廉 -- 楼旭庭 0:2 (-6,-4)

卢思齐/吴子扬 -- 楼旭庭/王元昊 1:2 (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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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男子团体（1-6）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1 2 3 4 5 计算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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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3,4/3 1

1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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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3,4/4 2

2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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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3,3/4 3

1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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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4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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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5

1 1 1 1

2.桐乡市第六中学 -- 5.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中学 3:1

林天乐 -- 吴文迪 2:0 (6,5)

吴则冕 -- 章龙 2:0 (9,7)

吴则冕/徐会涯 -- 吴文迪/吴凯骏 1:2 (4,-11,-8)

许志朋 -- 陈韦锦 2:0 (10,7)

3.浦江县实验中学 -- 4.嵊州市城关中学 3:1

陈默 -- 陈凯杰 2:1 (-9,8,4)

陈涵哲 -- 钱伟航 2:0 (9,8)

陈涵哲/周意浩 -- 陈凯杰/郦航凯 1:2 (9,-10,-12)

吴欣宸 -- 陈柯烨 2:1 (4,-8,8)

1.宁波市海曙外国语学校 -- 5.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中学 3:0

李亦然 -- 吴文迪 2:1 (-12,8,5)

黄晨 -- 吴凯骏 2:0 (8,4)

黄晨/蒋研 -- 吴文迪/陈韦锦 2:0 (9,6)

2.桐乡市第六中学 -- 3.浦江县实验中学 1:3

吴则冕 -- 陈默 0:2 (-3,-8)

林天乐 -- 陈涵哲 2:1 (-6,8,7)

吴则冕/徐会涯 -- 陈涵哲/周意浩 1:2 (11,-6,-13)

许志朋 -- 吴欣宸 0:2 (-8,-4)

1.宁波市海曙外国语学校 -- 4.嵊州市城关中学 3:1

尹志峰 -- 陈柯烨 2:0 (6,8)

周喆玙 -- 钱伟航 1:2 (-10,7,-9)

尹志峰/黄晨 -- 钱伟航/郦航凯 2:0 (10,6)

李亦然 -- 丁品力 2:0 (6,6)

5

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中学

35

4

3

浦江县实验中学

4

嵊州市城关中学

D组

1

宁波市海曙外国语学校

积分

7

7

7

5

初中组-男子团体（1-7）

2

桐乡市第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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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中学 -- 3.浦江县实验中学 1:3

章龙 -- 陈涵哲 0:2 (-7,-6)

吴文迪 -- 陈默 2:1 (-7,9,7)

吴文迪/陈韦锦 -- 陈涵哲/周意浩 1:2 (6,-9,-7)

吴凯骏 -- 吴欣宸 0:2 (-8,-6)

1.宁波市海曙外国语学校 -- 3.浦江县实验中学 3:0

尹志峰 -- 陈默 2:0 (6,8)

李亦然 -- 陈涵哲 2:1 (-6,8,3)

尹志峰/周喆玙 -- 陈涵哲/周意浩 2:0 (1,4)

4.嵊州市城关中学 -- 2.桐乡市第六中学 2:3

钱伟航 -- 徐会涯 2:1 (-11,5,6)

陈凯杰 -- 林天乐 0:2 (-5,-7)

钱伟航/郦航凯 -- 林天乐/许志朋 0:2 (-7,-6)

钱伟航 -- 吴则冕 2:1 (-9,7,8)

陈凯杰 -- 徐会涯 0:2 (-3,-10)

1.宁波市海曙外国语学校 -- 2.桐乡市第六中学 1:3

尹志峰 -- 吴则冕 2:0 (6,4)

李亦然 -- 林天乐 0:2 (-8,-5)

尹志峰/周喆玙 -- 林天乐/许志朋 0:2 (-3,-9)

黄晨 -- 徐会涯 1:2 (-8,6,-9)

4.嵊州市城关中学 -- 5.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中学 3:1

陈凯杰 -- 吴文迪 0:2 (-1,-8)

钱伟航 -- 吴凯骏 2:0 (5,6)

钱伟航/郦航凯 -- 吴文迪/陈韦锦 2:1 (-7,7,7)

陈柯烨 -- 章龙 2:0 (8,11)

初中组-男子团体（1-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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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积分 计算 名次

1:3 0:3 0:3

--- --- --- 3 4

1 1 1

3:1 1:3 0:3

--- --- --- 4 3

2 1 1

3:0 3:1 1:3

--- --- --- 5 2

2 2 1

3:0 3:0 3:1

--- --- --- 6 1

2 2 2

1.绍兴市建功中学 -- 4.宁波市鄞州蓝青学校 0:3

周 亦 -- 何赵莹 0:2 (-5,-4)

梁雨雯 -- 王诗怡 1:2 (-10,9,-7)

梁雨雯/陈伊宁 -- 何赵莹/陈家圆 0:2 (-4,-4)

2.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 3.义乌市宾王中学 1:3

林洋 -- 方园 0:2 (-7,-4)

周许恒 -- 金豪杰 2:1 (-10,7,8)

林洋/孙冉冉 -- 金豪杰/朱海雯 1:2 (8,-7,-6)

季捷 -- 何磬雯 0:2 (-6,-2)

1.绍兴市建功中学 -- 3.义乌市宾王中学 0:3

梁雨雯 -- 方园 1:2 (6,-9,-11)

周 亦 -- 金豪杰 0:2 (-1,-3)

梁雨雯/雷璟琳 -- 金豪杰/朱海雯 1:2 (-3,10,-11)

4.宁波市鄞州蓝青学校 -- 2.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3:0

王诗怡 -- 林洋 2:0 (4,6)

何赵莹 -- 周许恒 2:0 (3,5)

何赵莹/陈家圆 -- 林洋/孙冉冉 2:0 (6,4)

1.绍兴市建功中学 -- 2.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1:3

梁雨雯 -- 周许恒 0:2 (-9,-10)

周 亦 -- 林洋 0:2 (-8,-12)

梁雨雯/雷璟琳 -- 林洋/孙冉冉 2:0 (1,8)

陈伊宁 -- 季捷 1:2 (11,-4,-6)

3.义乌市宾王中学 -- 4.宁波市鄞州蓝青学校 1:3

方园 -- 何赵莹 2:0 (6,9)

金豪杰 -- 王诗怡 0:2 (-5,-6)

金豪杰/朱海雯 -- 何赵莹/陈家圆 0:2 (-8,-6)

何磬雯 -- 戴诗邈 1:2 (10,-5,-4)

初中组-女子团体（1-1）

义乌市宾王中学

4

宁波市鄞州蓝青学校

A组

1

绍兴市建功中学

2

37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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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积分 计算 名次

3:1 3:1 3:0

--- --- --- 6 1

2 2 2

1:3 3:0 3:0

--- --- --- 5 2

1 2 2

1:3 0:3 3:0

--- --- --- 4 3

1 1 2

0:3 0:3 0:3

--- --- --- 3 4

1 1 1

1.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 4.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 3:0

金艺雯 -- 侯姝晗 2:0 (3,3)

胡蝶 -- 杨昕玥 2:0 (5,5)

金艺雯/潘佳希 -- 杨昕玥/谢子颖 2:0 (4,7)

2.金华市第五中学 -- 3.松阳县民族中学 3:0

程佳敏 -- 叶丹 2:0 (5,9)

徐舒涵 -- 何赛琦 2:0 (6,7)

程佳敏/胡婧雯 -- 何赛琦/陈晓瑜 2:1 (-10,5,5)

1.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 3.松阳县民族中学 3:1

胡蝶 -- 何赛琦 2:0 (5,6)

金艺雯 -- 叶丹 2:0 (4,6)

金艺雯/潘佳希 -- 何赛琦/陈茜 0:2 (-10,-10)

黄玮妮 -- 陈晓瑜 2:0 (8,9)

4.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 -- 2.金华市第五中学 0:3

侯姝晗 -- 程佳敏 0:2 (-2,-4)

杨昕玥 -- 徐舒涵 0:2 (-4,-3)

杨昕玥/谢子颖 -- 程佳敏/张雨佳 0:2 (-3,-3)

1.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 2.金华市第五中学 3:1

金艺雯 -- 徐舒涵 2:0 (6,7)

胡蝶 -- 程佳敏 2:0 (11,6)

金艺雯/黄玮妮 -- 程佳敏/胡婧雯 0:2 (-7,-9)

潘佳希 -- 张雨佳 2:0 (6,5)

3.松阳县民族中学 -- 4.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 3:0

何赛琦 -- 侯姝晗 2:0 (3,2)

叶丹 -- 谢子颖 2:0 (3,3)

何赛琦/陈晓瑜 -- 谢子颖/杨昕玥 2:0 (4,4)

初中组-女子团体（1-2）

38

3

松阳县民族中学

4

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

1

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2

金华市第五中学

B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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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积分 计算 名次

3:0 3:0 3:1

--- --- --- 6 1

2 2 2

0:3 0:3 0:3

--- --- --- 3 4

1 1 1

0:3 3:0 3:1

--- --- --- 5 2

1 2 2

1:3 3:0 1:3

--- --- --- 4 3

1 2 1

1.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 4.衢州市兴华中学 3:1

徐祎帆 -- 金佳慧 1:2 (-8,13,-12)

赵语艺 -- 朱  莹 2:0 (5,4)

徐祎帆/董奕初 -- 朱  莹/郑诗睿 2:1 (3,-10,5)

姚许引玥 -- 徐梦婕 2:0 (3,5)

2.桐庐县叶浅予中学 -- 3.北京师范大学南湖附属学校 0:3

何新月 -- 李茗澍 0:2 (-3,-3)

吴子琪 -- 王懿澄 1:2 (11,-8,-7)

何新月/姚梦婷 -- 王懿澄/陈若瑜 0:2 (-8,-9)

1.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 3.北京师范大学南湖附属学校 3:0

董奕初 -- 李茗澍 2:1 (-8,10,9)

赵语艺 -- 沈子怡 2:1 (1,-10,6)

董奕初/徐祎帆 -- 沈子怡/陈若瑜 2:1 (-7,12,8)

4.衢州市兴华中学 -- 2.桐庐县叶浅予中学 3:0

朱  莹 -- 吴子琪 2:1 (-9,6,7)

金佳慧 -- 皇甫以琳 2:0 (5,7)

金佳慧/郑诗睿 -- 吴子琪/姚梦婷 2:0 (2,9)

1.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 2.桐庐县叶浅予中学 3:0

赵语艺 -- 吴子琪 2:0 (5,4)

董奕初 -- 皇甫以琳 2:0 (6,9)

董奕初/徐祎帆 -- 吴子琪/何新月 2:0 (8,8)

3.北京师范大学南湖附属学校 -- 4.衢州市兴华中学 3:1

李茗澍 -- 金佳慧 2:0 (10,5)

王懿澄 -- 朱  莹 2:0 (6,8)

王懿澄/陈若瑜 -- 金佳慧/郑诗睿 0:2 (-9,-8)

沈子怡 -- 徐梦婕 2:0 (6,6)

初中组-女子团体（1-3）

衢州市兴华中学

39

桐庐县叶浅予中学

3

北京师范大学南湖附属学校

4

C组

1

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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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计算 名次

3:0 3:0

--- --- 1

2 2

0:3 3:1

--- --- 2

1 2

0:3 1:3

--- --- 3

1 1

2.嘉兴一中实验学校 -- 3.绍兴市柯桥区秋瑾中学 3:1

张梓云 -- 何一筝 2:0 (6,12)

盛一菲 -- 周梅 2:1 (-9,8,8)

盛一菲/薛宇珂 -- 何一筝/俞艳萍 0:2 (-5,-9)

吴思锐 -- 陆桢妮 2:1 (-9,9,5)

1.萧山区北干初中 -- 3.绍兴市柯桥区秋瑾中学 3:0

韩儒雅 -- 周梅 2:0 (3,8)

赵佳璐 -- 俞艳萍 2:0 (3,6)

韩儒雅/何雅楠 -- 俞艳萍/何一筝 2:0 (6,6)

1.萧山区北干初中 -- 2.嘉兴一中实验学校 3:0

韩儒雅 -- 薛宇珂 2:0 (5,2)

赵佳璐 -- 张梓云 2:0 (6,6)

韩儒雅/蔡金子 -- 张梓云/盛一菲 2:0 (10,7)

初中组-女子团体（1-4）

2

嘉兴一中实验学校 3

3

绍兴市柯桥区秋瑾中学 2

萧山区北干初中 4

D组 积分

1

40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2    3:0  1

2   0:3  3 4   3:2  1

  

 

3   0:3  4

 3:0  2  W-0:3  7  3:0  4  0:3  8

    

6    3:0  5

  

6   2:3  7 5   0:3  8

 

7   1:3 8

     

1.宁波市惠贞书院 -- 2.东阳市吴宁三中 3:0

夏雨恒 -- 李家凯 2:0 (5,3)

赖予晖 -- 吕子韩 2:1 (-7,8,4)

赖予晖/张骏豪 -- 李家凯/吕佳冀 2:1 (-5,11,10)

3.桐乡市第六中学 -- 4.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0:3

吴则冕 -- 卢科帆 0:2 (-6,-9)

林天乐 -- 何宇清 1:2 (-11,9,-9)

林天乐/许志朋 -- 卢科帆/金珈均 0:2 (-5,-7)

5.义乌市宾王中学 -- 6.海盐县实验中学 3:0

金晟航 -- 严涵 2:1 (7,-9,8)

楼锦程 -- 高旷 2:1 (-3,3,8)

楼锦程/王元昊 -- 严涵/李陶恒搏 2:0 (5,8)

7.杭州市公益中学 -- 8.宁波市海曙外国语学校1:3

程开 -- 黄晨 1:2 (-13,8,-1)

张人杰 -- 尹志峰 1:2 (-3,6,-6)

张人杰/孙一凡 -- 黄晨/周喆玙 2:1 (9,-10,8)

王皓 -- 李亦然 0:2 (-8,-6)

2.东阳市吴宁三中 -- 3.桐乡市第六中学 0:3

吕子韩 -- 林天乐 0:2 (-11,-3)

李家凯 -- 徐会涯 0:2 (-9,-7)

李家凯/吕佳冀 -- 林天乐/许志朋 0:2 (-8,-4)

6.海盐县实验中学 -- 7.杭州市公益中学 2:3

严涵 -- 程开 2:1 (-8,10,8)

马宏宇 -- 张人杰 0:2 (-6,-6)

严涵/高旷 -- 张人杰/孙一凡 0:2 (-6,-10)

顾城瑞 -- 王皓 2:1 (-10,6,10)

高旷 -- 程开 1:2 (8,-7,-7)

1.宁波市惠贞书院 -- 4.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3:2

张骏豪 -- 何宇清 0:2 (-10,-8)

夏雨恒 -- 卢科帆 2:0 (7,2)

张骏豪/何鉴颀 -- 卢科帆/金珈均 0:2 (-1,-10)

赖予晖 -- 周  鼎 2:0 (7,9)

夏雨恒 -- 何宇清 2:0 (3,17)

5.义乌市宾王中学 -- 8.宁波市海曙外国语学校0:3

金晟航 -- 尹志峰 1:2 (-5,6,-1)

楼锦程 -- 李亦然 0:2 (-5,-6)

楼锦程/王元昊 -- 尹志峰/周喆玙 0:2 (-3,-7)

7 杭州市公益中学

4 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8 宁波市海曙外国语学校

1 宁波市惠贞书院

2 东阳市吴宁三中

3

5 义乌市宾王中学

6

桐乡市第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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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县实验中学

初中组-男子团体（决1-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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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阳市吴宁三中 -- 6.海盐县实验中学 3:0

吕子韩 -- 高旷 2:0 (2,8)

李家凯 -- 严涵 2:0 (7,5)

李家凯/吕佳冀 -- 高旷/顾城瑞 2:0 (6,6)

3.桐乡市第六中学 -- 7.杭州市公益中学 W-0:3

4.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 5.义乌市宾王中学 3:0

何宇清 -- 楼锦程 2:0 (12,8)

卢科帆 -- 金晟航 2:1 (-11,6,8)

卢科帆/金珈均 -- 楼锦程/楼旭庭 2:0 (3,6)

1.宁波市惠贞书院 -- 8.宁波市海曙外国语学校0:3

夏雨恒 -- 尹志峰 0:2 (-15,-9)

张骏豪 -- 李亦然 0:2 (-6,-9)

张骏豪/赖予晖 -- 尹志峰/黄晨 1:2 (10,-8,-7)

 3:0  1

  3:2  1

 2:3  4

  

  

 3:2  5

  1:3  8

 1:3  8

  

1.金华市外国语学校 -- 2.温州第二实验中学 3:0
徐夏天 -- 苏立 2:0 (4,6)
徐铖泽 -- 林历航 2:0 (7,9)
徐铖泽/李  响 -- 苏立/诸葛淙琪 2:0 (9,8)
3.嵊州市城关中学 -- 4.缙云县实验中学 2:3
陈凯杰 -- 应旭博 2:0 (8,6)
钱伟航 -- 陈豪 0:2 (-7,-8)
钱伟航/郦航凯 -- 应旭博/应俊雨 2:0 (3,3)
陈柯烨 -- 施星宇 0:2 (-11,-6)
陈凯杰 -- 陈豪 0:2 (-7,-7)
5.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 6.湖州市第四中学教育集团3:2
张晨鲲 -- 肖若琨 2:0 (7,6)
李嘉杰 -- 唐斌 0:2 (-5,-9)
李嘉杰/叶沐阳 -- 肖若琨/徐展浩 0:2 (-3,-5)
陈尤杰 -- 汤文涛 2:0 (5,8)
张晨鲲 -- 唐斌 2:1 (4,-10,2)
7.安阳高级中学初中部 -- 8.浦江县实验中学 1:3
戴裕航 -- 陈涵哲 2:0 (5,7)
林雨桓 -- 陈默 0:2 (-11,-8)
林雨桓/丁凯泽 -- 陈涵哲/周意浩 0:2 (-10,-10)
庄昊澄 -- 吴欣宸 0:2 (-2,-6)
1.金华市外国语学校 -- 4.缙云县实验中学 3:2
徐夏天 -- 陈豪 2:1 (-7,5,12)
徐铖泽 -- 施星宇 0:2 (-11,-8)
徐铖泽/李  响 -- 陈豪/应旭博 0:2 (-7,-3)
林厉瑜 -- 应俊雨 2:0 (8,5)
徐夏天 -- 施星宇 2:0 (5,2)
5.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 8.浦江县实验中学 1:3
张晨鲲 -- 陈涵哲 2:0 (4,9)
陈尤杰 -- 陈默 0:2 (-10,-9)
陈尤杰/叶沐阳 -- 陈涵哲/周意浩 0:2 (-10,-8)
李嘉杰 -- 吴欣宸 0:2 (-5,-7)

 

 

安阳高级中学初中部
 

温州第二实验中学

缙云县实验中学

金华市外国语学校
 

初中组-男子团体（决9-10名）

1

7

 

嵊州市城关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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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8

湖州市第四中学教育集团

浦江县实验中学

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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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3  2

3   3:1  1 2   0:3  4

  

 

3   1: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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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0  5

  

7   3:1  6 8   3:2  5

 

7   0:3 8

     

1.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 2.嘉兴一中实验学校 2:3

赵语艺 -- 吴思锐 2:1 (-5,9,10)

董奕初 -- 张梓云 0:2 (-4,-7)

董奕初/徐祎帆 -- 吴思锐/薛宇珂 2:1 (-3,6,6)

姚许引玥 -- 盛一菲 1:2 (9,-6,-7)

赵语艺 -- 张梓云 1:2 (-9,7,-1)

3.金华市第五中学 -- 4.宁波市鄞州蓝青学校 1:3

程佳敏 -- 王诗怡 0:2 (-8,-12)

张雨佳 -- 何赵莹 0:2 (-5,-3)

程佳敏/徐舒涵 -- 何赵莹/陈家圆 2:0 (9,6)

胡婧雯 -- 戴诗邈 1:2 (-9,9,-10)

5.萧山区北干初中 -- 6.义乌市宾王中学 3:0

吴童妤 -- 金豪杰 2:1 (-5,5,11)

蔡金子 -- 方园 2:0 (7,9)

蔡金子/赵佳璐 -- 金豪杰/朱海雯 2:0 (10,4)

7.北京师范大学南湖附属学校-- 8.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0:3

王懿澄 -- 胡蝶 0:2 (-11,-9)

李茗澍 -- 金艺雯 0:2 (-10,-4)

王懿澄/陈若瑜 -- 金艺雯/蔡昕彤 0:2 (-9,-12)

1.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 3.金华市第五中学 3:1

徐祎帆 -- 徐舒涵 1:2 (-5,9,-4)

赵语艺 -- 程佳敏 2:1 (13,-7,7)

徐祎帆/董奕初 -- 程佳敏/胡婧雯 2:1 (-4,7,5)

姚许引玥 -- 张雨佳 2:0 (3,1)

6.义乌市宾王中学 -- 7.北京师范大学南湖附属学校3:1

金豪杰 -- 李茗澍 0:2 (-5,-9)

方园 -- 王懿澄 2:0 (6,6)

金豪杰/朱海雯 -- 王懿澄/陈若瑜 2:0 (8,7)

何磬雯 -- 沈子怡 2:0 (7,9)

2.嘉兴一中实验学校 -- 4.宁波市鄞州蓝青学校 0:3

吴思锐 -- 王诗怡 0:2 (-5,-11)

张梓云 -- 何赵莹 1:2 (-7,7,-7)

吴思锐/薛宇珂 -- 何赵莹/陈家圆 0:2 (-7,-8)

5.萧山区北干初中 -- 8.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3:2

赵佳璐 -- 潘佳希 2:0 (2,3)

韩儒雅 -- 金艺雯 0:2 (-5,-7)

韩儒雅/何雅楠 -- 潘佳希/黄玮妮 2:0 (9,4)

吴童妤 -- 胡蝶 1:2 (10,-11,-9)

赵佳璐 -- 金艺雯 2:0 (8,10)

     

8 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4 宁波市鄞州蓝青学校

 

5 萧山区北干初中

43

6 义乌市宾王中学

7北京师范大学南湖附属学校

1 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2 嘉兴一中实验学校

3 金华市第五中学

初中组-女子团体（决1-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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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华市第五中学 -- 7.北京师范大学南湖附属学校3:2

徐舒涵 -- 王懿澄 2:1 (7,-9,5)

程佳敏 -- 李茗澍 1:2 (-7,7,-8)

程佳敏/张雨佳 -- 王懿澄/陈若瑜 1:2 (-8,6,-6)

胡婧雯 -- 沈子怡 2:1 (7,-9,10)

徐舒涵 -- 李茗澍 2:0 (6,4)

1.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 6.义乌市宾王中学 1:3

董奕初 -- 方园 1:2 (7,-7,-9)

赵语艺 -- 金豪杰 0:2 (-3,-6)

董奕初/徐祎帆 -- 金豪杰/朱海雯 2:1 (-9,9,15)

姚许引玥 -- 何磬雯 0:2 (-4,-7)

2.嘉兴一中实验学校 -- 8.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1:3

盛一菲 -- 胡蝶 0:2 (-6,-8)

张梓云 -- 金艺雯 0:2 (-6,-7)

盛一菲/薛宇珂 -- 金艺雯/黄玮妮 2:1 (5,-5,4)

吴思锐 -- 潘佳希 1:2 (-15,8,-6)

4.宁波市鄞州蓝青学校 -- 5.萧山区北干初中 0:3

何赵莹 -- 赵佳璐 0:2 (-9,-4)

王诗怡 -- 韩儒雅 0:2 (-9,-4)

何赵莹/陈家圆 -- 韩儒雅/何雅楠 1:2 (-7,5,-10)

 1

  3:1  1

 3:2  3

  

  

 3:0  5

  1:3  8

 1:3  8

  

3.绍兴市建功中学 -- 4.衢州市兴华中学 3:2

周 亦 -- 朱  莹 2:0 (4,5)

梁雨雯 -- 金佳慧 2:0 (7,6)

周 亦/陈伊宁 -- 金佳慧/郑诗睿 0:2 (-6,-7)

雷璟琳 -- 徐梦婕 1:2 (6,-9,-8)

梁雨雯 -- 朱  莹 2:0 (3,10)

5.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 6.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3:0

周许恒 -- 杨昕玥 2:0 (1,4)

林洋 -- 侯姝晗 2:0 (3,7)

林洋/孙冉冉 -- 杨昕玥/谢子颖 2:0 (6,4)

7.桐庐县叶浅予中学 -- 8.绍兴市柯桥区秋瑾中学1:3

皇甫以琳 -- 俞艳萍 0:2 (-9,-2)

吴子琪 -- 周梅 1:2 (7,-3,-7)

吴子琪/何新月 -- 俞艳萍/陆桢妮 2:1 (9,-6,5)

姚梦婷 -- 何一筝 1:2 (9,-7,-8)

1.松阳县民族中学 -- 3.绍兴市建功中学 3:1

叶丹 -- 雷璟琳 2:1 (8,-7,5)

何赛琦 -- 梁雨雯 0:2 (-7,-8)

何赛琦/陈茜 -- 雷璟琳/陈伊宁 2:0 (5,4)

陈晓瑜 -- 周 亦 2:0 (7,5)

5.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 8.绍兴市柯桥区秋瑾中学1:3

周许恒 -- 何一筝 2:0 (5,6)

林洋 -- 周梅 0:2 (-2,-1)

林洋/孙冉冉 -- 何一筝/陆桢妮 0:2 (-4,-6)

季捷 -- 俞艳萍 0:2 (-7,-2)

6 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

绍兴市柯桥区秋瑾中学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桐庐县叶浅予中学

 

衢州市兴华中学

5

初中组-女子团体（决9-10名）

松阳县民族中学

 

轮空

 

绍兴市建功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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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1

2

3

4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1 2 3 4 积分 计算 名次

3:1 3:0 3:0

--- --- --- 6 1

2 2 2

1:3 3:0 3:0

--- --- --- 5 2

1 2 2

0:3 0:3 3:0

--- --- --- 4 3

1 1 2

0:3 0:3 0:3

--- --- --- 3 4

1 1 1

1.宁波市鄞州区五乡中学 -- 4.衢州高级中学 3:0

沈文祥 -- 张晓宇 2:0 (6,1)

赵莘量 -- 胡崴琳 2:0 (6,5)

沈文祥/施启航 -- 胡崴琳/李和飞 2:0 (3,4)

2.义乌市第二中学 -- 3.遂昌中学 3:0

吴庆伟 -- 潘胤佐 2:0 (4,5)

徐涵 -- 李昊宏 2:0 (4,5)

徐涵/李鑫昀 -- 潘胤佐/ 2:0 (0,0)

1.宁波市鄞州区五乡中学 -- 3.遂昌中学 3:0

沈文祥 -- 李昊宏 2:0 (8,6)

赵莘量 -- 潘胤佐 2:0 (7,7)

沈文祥/陈景瑜 -- 潘胤佐/潘胤佑 2:0 (8,2)

4.衢州高级中学 -- 2.义乌市第二中学 0:3

陈翔 -- 吴庆伟 0:2 (-4,-8)

章云钊 -- 徐涵 0:2 (-5,-5)

陈翔/张晓宇 -- 徐涵/王凯旋 0:2 (-13,-1)

1.宁波市鄞州区五乡中学 -- 2.义乌市第二中学 3:1

-- 吴庆伟 1:2 (8,-7,-8)

沈文祥 -- 徐涵 2:1 (-8,4,9)

/赵莘量 -- 徐涵/李鑫昀 2:1 (-6,16,4)

施启航 -- 王凯旋 2:1 (8,-9,10)

3.遂昌中学 -- 4.衢州高级中学 3:0

李昊宏 -- 胡崴琳 2:0 (6,6)

潘胤佑 -- 陈翔 2:1 (9,-7,9)

李昊宏 -- 陈翔/李和飞 2:0 (7,10)

衢州高级中学

高中组-男子团体（1-1）

义乌市第二中学

3

遂昌中学

4

A组

1

宁波市鄞州区五乡中学

2

45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1 2 3 4 积分 计算 名次

3:0 3:0 3:0

--- --- --- 6 1

2 2 2

0:3 0:3 0:3

--- --- --- 3 4

1 1 1

0:3 3:0 3:1

--- --- --- 5 2

1 2 2

0:3 3:0 1:3

--- --- --- 4 3

1 2 1

1.瑞安市第十中学 -- 4.普陀中学 3:0

陈可创 -- 张浩楠 2:0 (5,2)

吴家铖 -- 翁晨帆 2:0 (6,7)

陈可创/夏世杰 -- 翁晨帆/李谟宇 2:0 (7,5)

2.浙江省杭州第四中学（吴山校区）-- 3.玉环中学 0:3

沈逸君 -- 陈麒安 1:2 (8,-9,-7)

陈伟浩 -- 沈函臻 0:2 (-3,-7)

陈伟浩/周阳 -- 陈麒安/许可 1:2 (9,-4,-4)

1.瑞安市第十中学 -- 3.玉环中学 3:0

陈可创 -- 沈函臻 2:0 (6,5)

陈书铭 -- 陈麒安 2:1 (3,-7,9)

陈可创/夏世杰 -- 陈麒安/许可 2:0 (7,10)

4.普陀中学 -- 2.浙江省杭州第四中学（吴山校区） 3:0

李谟宇 -- 陈伟浩 2:0 (6,5)

翁晨帆 -- 沈逸君 2:0 (8,7)

翁晨帆/孙泽 -- 陈伟浩/周阳 2:0 (9,6)

1.瑞安市第十中学 -- 2.浙江省杭州第四中学（吴山校区） 3:0

陈可创 -- 陈伟浩 2:0 (1,8)

吴家铖 -- 魏逸成 2:0 (1,8)

陈可创/夏世杰 -- 魏逸成/沈逸君 2:0 (8,4)

3.玉环中学 -- 4.普陀中学 3:1

蒋铭耀 -- 翁晨帆 1:2 (9,-6,-2)

陈麒安 -- 李谟宇 2:0 (8,7)

陈麒安/许可 -- 翁晨帆/张浩楠 2:0 (5,11)

沈函臻 -- 孙泽 2:0 (8,6)

玉环中学

4

普陀中学

B组

1

瑞安市第十中学

2

浙江省杭州第四中学（吴山校区）

46

高中组-男子团体（1-2）

3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1 2 3 4 积分 计算 名次

3:2 3:2 3:0

--- --- --- 6 1

2 2 2

2:3 2:3 3:2

--- --- --- 4 3

1 1 2

2:3 3:2 3:0

--- --- --- 5 2

1 2 2

0:3 2:3 0:3

--- --- --- 3 4

1 1 1

1.回浦中学 -- 4.绍兴市稽山中学 3:0

杨俊睿 -- 孟  赞 2:0 (9,6)

许健鹏 -- 金  奇 2:0 (7,2)

许健鹏/梅景遇 -- 孟  赞/赵铭川 2:0 (10,6)

2.永康一中 -- 3.镇海蛟川书院 2:3

方喆 -- 斯信荣 0:2 (-5,-7)

陈昱棋 -- 章开源 2:1 (-5,9,6)

方喆/李泽欣 -- 章开源/方涵宽 2:1 (-8,9,7)

陈奕楠 -- 童  晖 0:2 (-7,-9)

陈昱棋 -- 斯信荣 0:2 (-8,-10)

1.回浦中学 -- 3.镇海蛟川书院 3:2

许健鹏 -- 斯信荣 1:2 (8,-7,-9)

杨俊睿 -- 卢宥臻 2:1 (9,-8,9)

许健鹏/陈雨涤 -- 卢宥臻/章开源 0:2 (-3,-10)

梅景遇 -- 方涵宽 2:0 (7,7)

杨俊睿 -- 斯信荣 2:0 (6,8)

4.绍兴市稽山中学 -- 2.永康一中 2:3

孟  赞 -- 李泽欣 2:0 (6,7)

赵铭川 -- 陈昱棋 0:2 (-10,-6)

赵铭川/金  奇 -- 李泽欣/方喆 0:2 (-8,-6)

徐怡昊 -- 陈奕楠 2:0 (5,7)

孟  赞 -- 陈昱棋 0:2 (-5,-8)

1.回浦中学 -- 2.永康一中 3:2

杨俊睿 -- 李泽欣 2:1 (4,-4,2)

许健鹏 -- 陈昱棋 1:2 (9,-7,-12)

许健鹏/朱元涛 -- 李泽欣/方喆 1:2 (3,-6,-9)

梅景遇 -- 陈奕楠 2:0 (8,7)

杨俊睿 -- 陈昱棋 2:0 (10,7)

3.镇海蛟川书院 -- 4.绍兴市稽山中学 3:0

卢宥臻 -- 金  奇 2:1 (-9,8,3)

斯信荣 -- 徐怡昊 2:0 (7,8)

卢宥臻/方涵宽 -- 徐怡昊/宋烨博 2:0 (3,2)

3

镇海蛟川书院

4

绍兴市稽山中学

1

回浦中学

2

永康一中

C组

47

高中组-男子团体（1-3）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1 2 3 计算 名次

3:1 3:0

--- --- 1

2 2

1:3 2:3

--- --- 3

1 1

0:3 3:2

--- --- 2

1 2

2.苍南中学 -- 3.仙居中学 2:3

黄载琛 -- 俞  力 0:2 (-9,-6)

郑笔 -- 俞程皓 2:1 (-9,8,9)

黄载琛/吴新泽 -- 俞程皓/张  扬 2:0 (5,9)

蔡武典 -- 朱涵锴 1:2 (7,-7,-5)

郑笔 -- 俞  力 0:2 (-9,-8)

1.浙江省萧山中学 -- 3.仙居中学 3:0

郑子诚 -- 俞  力 2:0 (8,11)

施谢彬 -- 吴晟榕 2:0 (10,11)

施谢彬/来明泽 -- 俞  力/俞程皓 2:1 (-6,5,6)

1.浙江省萧山中学 -- 2.苍南中学 3:1

郑子诚 -- 黄载琛 2:0 (7,7)

柴能 -- 郑笔 1:2 (-9,5,-8)

柴能/周海通 -- 黄载琛/吴新泽 2:0 (5,7)

来明泽 -- 蔡武典 2:0 (7,9)

3

仙居中学

D组

1

浙江省萧山中学

2

苍南中学

48

积分

4

2

3

高中组-男子团体（1-4）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1 2 3 4 5 积分 计算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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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7 3,4/4 2

1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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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7 3,5/4 1

2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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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7 3,4/5 3

1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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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4 5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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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5 4

1 1 1 2

2.衢州第三中学 -- 5.湖州市菱湖中学 3:1

吴婕怡 -- 魏  薇 2:0 (5,5)

陈琳 -- 柳  杨 2:0 (5,7)

吴婕怡/林嘉怡 -- 柳  杨/陆怡辰 1:2 (9,-5,-9)

黄琪 -- 陆怜辰 2:0 (5,10)

3.桐乡市茅盾中学 -- 4.仙居中学 3:0

何笛新 -- 吴思宜 2:0 (11,2)

黄佳怡 -- 余  婕 2:0 (4,5)

何笛新/周雪婷 -- 余  婕/王艺霖 2:0 (8,7)

1.浙江省萧山中学 -- 5.湖州市菱湖中学 3:1

顾盼 -- 陆怡辰 2:0 (4,4)

谭玉婷 -- 陆怜辰 2:0 (6,1)

谭玉婷/蒋学涵 -- 陆怡辰/柳  杨 1:2 (-9,3,-9)

赵一欣 -- 魏  薇 2:0 (1,7)

2.衢州第三中学 -- 3.桐乡市茅盾中学 2:3

吴婕怡 -- 何笛新 2:0 (9,6)

陈琳 -- 黄佳怡 0:2 (-6,-5)

陈琳/林嘉怡 -- 何笛新/姚佳洁 0:2 (-5,-6)

黄琪 -- 张哲予 2:1 (-8,7,6)

吴婕怡 -- 黄佳怡 0:2 (-4,-4)

1.浙江省萧山中学 -- 4.仙居中学 3:0

顾盼 -- 吴思宜 2:0 (4,4)

谭玉婷 -- 余  婕 2:1 (1,-8,3)

谭玉婷/蒋学涵 -- 吴思宜/陈佳敏 2:0 (3,4)

5.湖州市菱湖中学 -- 3.桐乡市茅盾中学 0:3

魏  薇 -- 何笛新 0:2 (-3,-3)

陆怡辰 -- 黄佳怡 0:2 (-3,-2)

陆怡辰/柳  杨 -- 何笛新/姚佳洁 0:2 (-2,-9)

4

仙居中学

5

湖州市菱湖中学

高中组-女子团体（1-1）

衢州第三中学

3

桐乡市茅盾中学

49

A组

1

浙江省萧山中学

2



ZSTL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1.浙江省萧山中学 -- 3.桐乡市茅盾中学 3:1

顾盼 -- 何笛新 2:0 (6,9)

蒋学涵 -- 黄佳怡 0:2 (-6,-4)

蒋学涵/赵一欣 -- 何笛新/姚佳洁 2:1 (6,-10,9)

谭玉婷 -- 张哲予 2:0 (6,7)

4.仙居中学 -- 2.衢州第三中学 0:3

吴思宜 -- 吴婕怡 0:2 (-8,-8)

余  婕 -- 陈琳 0:2 (-10,-5)

余  婕/王艺霖 -- 吴婕怡/林嘉怡 0:2 (-8,-6)

1.浙江省萧山中学 -- 2.衢州第三中学 1:3

谭玉婷 -- 林嘉怡 2:0 (10,8)

顾盼 -- 吴婕怡 0:2 (-7,-5)

谭玉婷/蒋学涵 -- 吴婕怡/陈琳 0:2 (-11,-5)

赵一欣 -- 黄琪 1:2 (5,-8,-3)

4.仙居中学 -- 5.湖州市菱湖中学 1:3

余  婕 -- 魏  薇 2:0 (4,5)

吴思宜 -- 柳  杨 1:2 (-5,12,-5)

余  婕/陈佳敏 -- 柳  杨/陆怜辰 1:2 (-11,7,-7)

王艺霖 -- 陆怡辰 0:2 (-5,-12)

高中组-女子团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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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积分 计算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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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6 3

1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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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8 1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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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5 4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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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4 5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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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7 2

2 1 2 2

2.浙江省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 5.湖州市第二中学 3:2

缪羽蕙 -- 吴程月 2:0 (4,3)

朱  颖 -- 王雪纯 2:1 (9,-6,15)

缪羽蕙/郑羽霞 -- 王雪纯/吴淑茗 1:2 (10,-7,-9)

梁若晨 -- 杨磊妍 1:2 (8,-8,-10)

朱  颖 -- 吴淑茗 2:0 (7,8)

3.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 4.嵊州市马寅初中学 3:1

荣曼彤 -- 周怡男 0:2 (-9,-5)

张红 -- 陈江歌 2:0 (5,6)

张红/吴杨蕴煊 -- 周怡男/孙佳铭 2:1 (7,-11,2)

陶悦明 -- 叶潇锦 2:1 (8,-12,9)

1.浙江省义乌中学 -- 5.湖州市第二中学 2:3

郭赛鹂 -- 王雪纯 0:2 (-6,-3)

陈昊楠 -- 杨磊妍 2:1 (-9,5,7)

郭赛鹂/陈悦越 -- 杨磊妍/吴程月 2:1 (-8,9,5)

郑怡含 -- 吴淑茗 0:2 (-3,-5)

陈昊楠 -- 王雪纯 0:2 (-7,-1)

2.浙江省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 3.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3:2

缪羽蕙 -- 陶悦明 2:0 (3,5)

朱  颖 -- 张红 0:2 (-7,-8)

缪羽蕙/梁若晨 -- 张红/吴杨蕴煊 1:2 (-4,8,-4)

郑羽霞 -- 荣曼彤 2:0 (5,1)

朱  颖 -- 吴杨蕴煊 2:0 (8,5)

1.浙江省义乌中学 -- 4.嵊州市马寅初中学 3:1

陈昊楠 -- 周怡男 0:2 (-11,-10)

郭赛鹂 -- 叶潇锦 2:0 (2,2)

郭赛鹂/郑怡含 -- 周怡男/陈江歌 2:1 (16,-8,11)

陈悦越 -- 孙佳铭 2:0 (5,2)

4

嵊州市马寅初中学

5

湖州市第二中学

2

浙江省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3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B组

高中组-女子团体（1-3）

1

浙江省义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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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湖州市第二中学 -- 3.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3:1

杨磊妍 -- 荣曼彤 2:0 (4,2)

王雪纯 -- 张红 2:1 (-3,8,7)

杨磊妍/吴程月 -- 张红/吴杨蕴煊 1:2 (-10,6,-6)

吴淑茗 -- 陶悦明 2:1 (-7,3,5)

1.浙江省义乌中学 -- 3.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3:1

郑怡含 -- 张红 0:2 (-8,-8)

陈昊楠 -- 荣曼彤 2:0 (2,2)

陈昊楠/郭赛鹂 -- 张红/吴杨蕴煊 2:0 (6,10)

陈悦越 -- 陶悦明 2:0 (9,8)

4.嵊州市马寅初中学 -- 2.浙江省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0:3

陈江歌 -- 朱  颖 0:2 (-11,-16)

周怡男 -- 缪羽蕙 0:2 (-8,-3)

周怡男/孙佳铭 -- 朱  颖/余铭铭 1:2 (6,-5,-6)

1.浙江省义乌中学 -- 2.浙江省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0:3

陈昊楠 -- 缪羽蕙 0:2 (-6,-6)

郑怡含 -- 朱  颖 0:2 (-2,-5)

陈昊楠/郭赛鹂 -- 朱  颖/梁若晨 1:2 (-10,5,-9)

4.嵊州市马寅初中学 -- 5.湖州市第二中学 1:3

周怡男 -- 王雪纯 2:1 (8,-7,5)

陈江歌 -- 杨磊妍 0:2 (-8,-9)

周怡男/孙佳铭 -- 杨磊妍/吴程月 0:2 (-8,-7)

叶潇锦 -- 吴淑茗 0:2 (-8,-6)

高中组-女子团体（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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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0  1

2   1:3  3 1   1:3  4

  

 

3   0: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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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1  5

  

8   3:1  6 7   3:0  5

 

8   3:2 7

     

1.宁波市鄞州区五乡中学-- 2.玉环中学 3:0

赵莘量 -- 陈麒安 2:0 (7,8)

沈文祥 -- 蒋铭耀 2:0 (7,2)

沈文祥/傅贤杰 -- 陈麒安/许可 2:0 (8,6)

3.仙居中学 -- 4.回浦中学 0:3

吴晟榕 -- 梅景遇 0:2 (-3,-8)

俞  力 -- 许健鹏 1:2 (9,-3,-10)

俞  力/朱涵锴 -- 梅景遇/杨俊睿 0:2 (-5,-7)

5.浙江省萧山中学 -- 6.镇海蛟川书院 3:1

郑子诚 -- 章开源 2:0 (6,9)

来明泽 -- 斯信荣 0:2 (-5,-4)

来明泽/周海通 -- 章开源/童  晖 2:0 (10,9)

柴能 -- 卢宥臻 2:1 (-3,6,8)

7.义乌市第二中学 -- 8.瑞安市第十中学 3:2

吴庆伟 -- 陈可创 2:1 (9,-10,2)

李鑫昀 -- 吴家铖 2:0 (8,7)

李鑫昀/徐涵 -- 陈可创/夏世杰 1:2 (-8,10,-5)

王凯旋 -- 陈书铭 0:2 (-4,-7)

吴庆伟 -- 吴家铖 2:0 (9,4)

2.玉环中学 -- 3.仙居中学 1:3

蒋铭耀 -- 俞  力 0:2 (-4,-9)

陈麒安 -- 吴晟榕 2:0 (4,4)

陈麒安/许可 -- 俞  力/朱涵锴 1:2 (-9,8,-7)

沈函臻 -- 俞程皓 0:2 (-10,-7)

6.镇海蛟川书院 -- 8.瑞安市第十中学 3:1

斯信荣 -- 陈书铭 2:0 (5,8)

章开源 -- 陈可创 2:0 (7,9)

斯信荣/童  晖 -- 陈可创/夏世杰 0:2 (-10,-6)

卢宥臻 -- 吴家铖 2:0 (6,10)

1.宁波市鄞州区五乡中学-- 4.回浦中学 1:3

赵莘量 -- 梅景遇 2:0 (7,5)

沈文祥 -- 杨俊睿 0:2 (-8,-6)

沈文祥/施启航 -- 梅景遇/朱元涛 0:2 (-7,-11)

陈景瑜 -- 许健鹏 0:2 (-5,-7)

5.浙江省萧山中学 -- 7.义乌市第二中学 3:0

郑子诚 -- 徐涵 2:0 (5,5)

柴能 -- 吴庆伟 2:1 (5,-10,7)

柴能/周海通 -- 徐涵/王凯旋 2:0 (3,8)

8

玉环中学

53

宁波市鄞州区五乡中学

仙居中学

 

瑞安市第十中学

镇海蛟川书院

回浦中学

浙江省萧山中学

义乌市第二中学

6

7

高中组-男子团体(决1-8名)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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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玉环中学 -- 8.瑞安市第十中学 1:3

陈麒安 -- 陈书铭 2:1 (-4,7,7)

许可 -- 夏世杰 0:2 (-10,-2)

陈麒安/沈函臻 -- 夏世杰/陈可创 1:2 (-2,7,-2)

蒋铭耀 -- 吴家铖 0:2 (-3,-3)

3.仙居中学 -- 6.镇海蛟川书院 0:3

俞  力 -- 章开源 1:2 (3,-4,-14)

俞程皓 -- 斯信荣 0:2 (-4,-7)

俞  力/张  扬 -- 斯信荣/童  晖 0:2 (-7,-3)

1.宁波市鄞州区五乡中学 -- 7.义乌市第二中学 1:3

赵莘量 -- 徐涵 2:1 (6,-10,8)

沈文祥 -- 吴庆伟 0:2 (-10,-9)

沈文祥/施启航 -- 徐涵/王凯旋 1:2 (6,-9,-5)

陈景瑜 -- 李鑫昀 1:2 (-4,3,-7)

4.回浦中学 -- 5.浙江省萧山中学 3:2

许健鹏 -- 郑子诚 0:2 (-8,-6)

杨俊睿 -- 周海通 2:1 (-6,4,6)

许健鹏/梅景遇 -- 周海通/来明泽 2:1 (6,-6,5)

陈雨涤 -- 柴能 0:2 (-9,-6)

杨俊睿 -- 郑子诚 2:1 (-5,6,7)

 1

  0:3  4

 0:3  4

  

  

 3:0  5

  1:3  7

 3:1  7

  

3.浙江省杭州第四中学（吴山校区）-- 4.永康一中 0:3

陈伟浩 -- 陈昱棋 0:2 (-1,-7)

魏逸成 -- 李泽欣 0:2 (-3,-6)

陈伟浩/沈逸君 -- 李泽欣/方喆 0:2 (-8,-8)

5.普陀中学 -- 6.衢州高级中学 3:0

翁晨帆 -- 张晓宇 2:0 (2,8)

李谟宇 -- 陈翔 2:0 (2,7)

翁晨帆/孙泽 -- 陈翔/李和飞 2:0 (6,6)

7.绍兴市稽山中学 -- 8.苍南中学 3:1

金  奇 -- 郑笔 0:2 (-8,-7)

徐怡昊 -- 黄载琛 2:0 (4,7)

金  奇/孟  赞 -- 黄载琛/吴新泽 2:0 (12,9)

赵铭川 -- 蔡武典 2:0 (3,8)

1.遂昌中学 -- 4.永康一中 0:3

李昊宏 -- 陈昱棋 0:2 (-10,-8)

潘胤佐 -- 李泽欣 0:2 (-13,-5)

李昊宏/潘胤佑 -- 李泽欣/方喆 0:2 (-12,-13)

5.普陀中学 -- 7.绍兴市稽山中学 1:3

翁晨帆 -- 金  奇 2:1 (-6,6,7)

李谟宇 -- 徐怡昊 1:2 (-8,7,-5)

翁晨帆/孙泽 -- 徐怡昊/孟  赞 0:2 (-4,-8)

张浩楠 -- 赵铭川 0:2 (-5,-6)

 

普陀中学

 

6

2

遂昌中学

 

轮空

 
浙江省杭州第四中学

（吴山校区）

永康一中

8

 

1

 

4

5

高中组-男子团体(决9-10名)

7 绍兴市稽山中学

 

苍南中学

衢州高级中学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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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1  1

 3:1  2  0:3  4

  

 

3   1:3  4

 

1.衢州第三中学 -- 2.湖州市第二中学 3:1

吴婕怡 -- 王雪纯 2:0 (9,4)

林嘉怡 -- 杨磊妍 0:2 (-8,-5)

吴婕怡/陈琳 -- 杨磊妍/吴程月 2:1 (3,-7,6)

黄琪 -- 吴淑茗 2:1 (6,-4,10)

3.浙江省萧山中学 -- 4.浙江省温州第二高级中学1:3

蒋学涵 -- 缪羽蕙 0:2 (-7,-3)

顾盼 -- 朱  颖 2:0 (5,4)

蒋学涵/赵一欣 -- 朱  颖/梁若晨 1:2 (-5,7,-5)

谭玉婷 -- 郑羽霞 0:2 (-12,-7)

2.湖州市第二中学 -- 3.浙江省萧山中学 3:1

杨磊妍 -- 顾盼 1:2 (-8,7,-6)

王雪纯 -- 蒋学涵 2:0 (5,5)

杨磊妍/吴程月 -- 蒋学涵/赵一欣 2:0 (9,7)

吴淑茗 -- 蒋学涵 2:0 (10,9)

1.衢州第三中学 -- 4.浙江省温州第二高级中学0:3

黄琪 -- 缪羽蕙 0:2 (-3,-6)

吴婕怡 -- 朱  颖 1:2 (9,-7,-5)

黄琪/林嘉怡 -- 朱  颖/梁若晨 0:2 (-7,-4)

衢州第三中学

湖州市第二中学

浙江省萧山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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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女子团体（决1-4名）

1

2

3

4

  

浙江省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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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3   3:1  1

 

 

4   3:0  3

  2:3  5  1:3  8

   

6    3:2  5

 

 6 5   1:3  8

 

 8

   

3.嵊州市马寅初中学 -- 4.湖州市菱湖中学 3:0

周怡男 -- 魏  薇 2:0 (2,4)

陈江歌 -- 柳  杨 2:1 (7,-6,2)

周怡男/孙佳铭 -- 柳  杨/陆怜辰 2:0 (5,8)

5.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 6.仙居中学 3:2

张红 -- 陈佳敏 2:0 (3,4)

荣曼彤 -- 余  婕 0:2 (-2,-5)

张红/吴杨蕴煊 -- 余  婕/王艺霖 2:0 (8,11)

陶悦明 -- 吴思宜 0:2 (-9,-3)

吴杨蕴煊 -- 王艺霖 2:1 (2,-9,5)

1.浙江省义乌中学 -- 3.嵊州市马寅初中学 3:1

郑怡含 -- 周怡男 1:2 (5,-4,-4)

郭赛鹂 -- 陈江歌 2:0 (3,9)

郭赛鹂/陈昊楠 -- 周怡男/孙佳铭 2:0 (6,10)

陈悦越 -- 叶潇锦 2:0 (7,5)

5.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 8.桐乡市茅盾中学 1:3

荣曼彤 -- 张哲予 0:2 (-3,-4)

张红 -- 黄佳怡 0:2 (-6,-8)

张红/吴杨蕴煊 -- 张哲予/姚佳洁 2:0 (8,4)

陶悦明 -- 何笛新 0:2 (-4,-10)

3.嵊州市马寅初中学 -- 5.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2:3

周怡男 -- 荣曼彤 2:0 (1,1)

叶潇锦 -- 张红 0:2 (-3,-1)

叶潇锦/孙佳铭 -- 荣曼彤/吴杨蕴煊 0:2 (-9,-16)

陈江歌 -- 陶悦明 2:1 (5,-6,6)

叶潇锦 -- 吴杨蕴煊 0:2 (-7,-11)

1.浙江省义乌中学 -- 8.桐乡市茅盾中学 1:3

陈昊楠 -- 张哲予 1:2 (-2,7,-5)

郭赛鹂 -- 黄佳怡 0:2 (-9,-9)

郭赛鹂/郑怡含 -- 张哲予/姚佳洁 2:0 (7,7)

陈悦越 -- 何笛新 0:2 (0,0)

3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湖州市菱湖中学

桐乡市茅盾中学

2

浙江省义乌中学

轮空

仙居中学

轮空

4

5

6

7

8

 

 

嵊州市马寅初中学

高中组-女子团体（决5-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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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STL 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ZSTL 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通 告（01） 

 

根据 ZSTL 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参加本

次晋级赛、协会杯赛参赛队伍的初步审核。根据联赛规程、并经组委会研

究决定，作出以下通告。 

一、 下列同学未随队按时到赛区报到，经组委会研究决定，取消本届联

赛资格。 

杭州长江实验小学：单应杭。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郑聪。嵊州市剡山小

学：邹佳宇。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邵子扬。塔山中心小学：杜昱晔。

温州经开区海城一小：江承昕。瑞安市塘下镇中心小学：郑昱。杭州长江

实验小学：关心。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周杭。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沈

宁。东阳市第二实验小学：蒋祎轩。 

二、 临海市巾山实验小学：单阳杰。杭州崇文小营实验学校：康琪儿。

不符参赛资格条件，取消本次联赛参赛资格。 

 

 

 

 

 

 

 

 

 

 

 

           ZSTL 第七届联赛资格审查组 

                                 2015 年 12 月 24 日 



ZSTL 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2015.12.23-27   萧山北干初中 

 

ZSTL 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通 告（02） 

 

    根据 ZSTL 浙江省第七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参加本

次晋级赛、协会杯赛参赛队伍的初步审核。根据联赛规程、并经组委会研

究决定，作出以下通告。 

一、 下列同学未随队按时到赛区报到，经组委会研究决定，取消本届联

赛资格。 

绍兴市建功中学：谌驰。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中学：蔡淼。湖州市第四教

育集团：汤文韬。嘉兴一中实验学校：马安可。宁波市鄞州蓝青学校：包

媛媛。台州学院附属中学：尹雅妮。金华市第五中学：曹可欣。遂昌中学：

姜俊焘、罗辰威。义乌市第二中学：张啸。浙江萧山中学：雷张萌。仙居

中学：张韵楠、项灵娅。浙江省义乌中学：虞孙丽。 

二、遂昌中学潘胤佐后补报名参加本届联赛。仙居中学王艺霖后补参加本

次联赛。 

三、浙江大学附属中学沈悦宁，取消参加本届联赛资格。 

四、东阳吴宁三中，陈一航应改为陈一涵，吕家骥应改为吕佳骥。龙泉市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余圣玮应改为于圣玮。浙江省萧山中学郑子诚改为郑子

成。 

            

                ZSTL 第七届联赛资格审查组 

                                 2015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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