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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烟台职业学院

第二名：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第三名：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第四名：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第五名：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第六名：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第七名：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第八名：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田万泉 沈 淼 王 龙 潘 智

张光吉 夏海龙 万益林 赵 悦

陈宏栋 陈斯亮 饶 坤 李文龙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李 斌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袁 野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甄银龙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国庆

烟台职业学院 武 强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牛亮星

重庆科创职业院校 李 进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梁 禹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吴 辰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韦盛亿

武昌职业学院 刘 柱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曾浩杨

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刘成龙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王相火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覃靖东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刘远雄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崔昌浩 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东知加

贵州工商职业学院 李一泼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丁邹凯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汪鑫普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孙彦松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 胜 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叶旦杰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贾秋博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吴佳豪

黎明职业大学 戴龙迪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马建国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董佩瓒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马浩然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方佳凯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杨鹏斌

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 公保东周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魏 祠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郭子捷 烟台职业学院 杨沂澎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刘 羿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吴凯歌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余德龙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黎明职业大学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日 期 轮次 组别 比赛队 比 分 胜 队

7

月

26

日

7-8名

决赛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浙江⼯业职业技术学院 113:110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6名 ⼭⻄职业技术学院--⻓沙⺠政职业技术学院 74:94 ⻓沙⺠政职业技术学院

3-4名 四川⽂轩职业学院--湖南⼯业职业技术学院 60:80 湖南⼯业职业技术学院

1-2名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烟台职业学院 61:74 烟台职业学院

7

月

25

日

5-8

半决赛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职业技术学院 80:81 ⼭⻄职业技术学院

⻓沙⺠政职业技术学院—浙江⼯业职业技术学院 72:55 ⻓沙⺠政职业技术学院

1-4
四川⽂轩职业学院-—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63:74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业职业技术学院—烟台职业学院 59:84 烟台职业学院

7

月

24

日

1/4

淘汰赛

四川⽂轩职业学院-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83:71 四川⽂轩职业学院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技术学院 86:76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沙⺠政职业技术学院-湖南⼯业职业技术学院 55:69 湖南⼯业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业职业技术学院--烟台职业学院 45:90 烟台职业学院

7

月

23

日

1/8

淘汰赛

四川⽂轩职业学院-黎明职业⼤学 84:70 四川⽂轩职业学院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江农业⼯程职业学院 76:67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98:74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程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 72:74 ⼭⻄职业技术学院

⻓沙⺠政职业技术学院-贵州⼯商职业学院 78:49 ⻓沙⺠政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业职业技术学院-⻘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70:60 湖南⼯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职业技术学院--浙江⼯业职业技术学院 78:90 浙江⼯业职业技术学院

烟台职业学院-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101:56 烟台职业学院

7

月

22

日

第三轮

男⼦A组 ⻄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93:99 ⼴⻄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男⼦B组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黎明职业⼤学 57:104 黎明职业⼤学

男⼦C组 ⻓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79:76 ⻓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第三轮男⼦E组 ⼭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学--⻘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65:68 ⻘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7

月

22

日

第三轮
男⼦F组 浙江⼯业职业技术学院--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87:48 浙江⼯业职业技术学院

男⼦G组 北京电⼦科技职业学院--贵州⼯商职业学院 73:104 贵州⼯商职业学院

男⼦H组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陕⻄⼯业职业技术学院 91:67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第三轮

男⼦E组 四川⼯程职业技术学院-江⻄电⼒职业技术学院 90:70 四川⼯程职业技术学院

男⼦F组 烟台职业学院-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89:52 烟台职业学院

男⼦G组 湖南⼯业职业技术学院-武昌职业学院 90:66 湖南⼯业职业技术学院

男⼦H组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湖北⽔利⽔电职业技术学院 73:69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第三轮

男⼦A组 四川⽂轩职业学院-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71:64 四川⽂轩职业学院

男⼦B组 ⻓沙⺠政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96:51 ⻓沙⺠政职业技术学院

男⼦C组 ⼭⻄职业技术学院-⼴⻄电⼒职业技术学院 97:98 ⼴⻄电⼒职业技术学院

男⼦D组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海柴达⽊职业技术学院 102:76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7

月

21

日

第二轮

男⼦A组 ⼴⻄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69:94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男⼦B组 黎明职业⼤学--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98:50 黎明职业⼤学

男⼦C组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电⼒职业技术学院 85:123 ⼴⻄电⼒职业技术学院

男⼦D组 ⿊⻰江农业⼯程职业学院--⻘海柴达⽊职业技术学院 79:64 ⿊⻰江农业⼯程职业学院

第二轮

男⼦E组 ⻘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江⻄电⼒职业技术学院 76:61 ⻘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男⼦F组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0:67 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男⼦G组 贵州⼯商职业学院--武昌职业学院 64:52 贵州⼯商职业学院

男⼦H组 陕⻄⼯业职业技术学院--湖北⽔利⽔电职业技术学院 72:86 湖北⽔利⽔电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轮

男⼦E组 ⼭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学-- 四川⼯程职业技术学院 61:62 四川⼯程职业技术学院

男⼦F组 浙江⼯业职业技术学院--烟台职业学院 78:87 烟台职业学院

男⼦G组 北京电⼦科技职业学院--湖南⼯业职业技术学院 76:104 湖南⼯业职业技术学院

男⼦H组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100:67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第二轮

男⼦A组 ⻄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轩职业学院 66:81 四川⽂轩职业学院

男⼦B组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沙⺠政职业技术学院 47:87 ⻓沙⺠政职业技术学院



男⼦C组 ⻓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技术学院 74:96 ⼭⻄职业技术学院

7

月

20

日

第一轮

男⼦A组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99:69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男⼦B组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49:78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男⼦C组 ⼴⻄电⼒职业技术学院--⻓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88:82 ⼴⻄电⼒职业技术学院

第一轮

男⼦E组 江⻄电⼒职业技术学院-- ⼭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学 67:81 ⼭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学

男⼦F组 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浙江⼯业职业技术学院 61:107 浙江⼯业职业技术学院

男⼦G组 武昌职业学院--北京电⼦科技职业学院 98:66 武昌职业学院

男⼦H组 湖北⽔利⽔电职业技术学院--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74:88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第一轮

男⼦E组 四川⼯程职业技术学院--⻘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66:56 四川⼯程职业技术学院

男⼦F组 烟台职业学院--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122:49 烟台职业学院

男⼦G组 湖南⼯业职业技术学院--贵州⼯商职业学院 91:61 湖南⼯业职业技术学院

男⼦H组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陕⻄⼯业职业技术学院 69:47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第一轮

男⼦A组 四川⽂轩职业学院--⼴⻄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95:62 四川⽂轩职业学院

男⼦B组 ⻓沙⺠政职业技术学院--黎明职业⼤学 77:59 ⻓沙⺠政职业技术学院

男⼦C组 ⼭⻄职业技术学院--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96:68 ⼭⻄职业技术学院

男⼦D组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江农业⼯程职业学院 103:82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