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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7日 17: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澳大利亚 vs 塞尔维亚 上海体育场

8月7日 17: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日本 vs 美国 天津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7日 17: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C组 : 巴西 vs 比利时 沈阳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7日 17: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D组 : 洪都拉斯 vs 意大利 秦皇岛奥体中心

8月7日 19: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科特迪瓦 vs 阿根廷 上海体育场

8月7日 19: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荷兰 vs 尼日利亚 天津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7日 19: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C组 : 中国 vs 新西兰 沈阳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7日 19: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D组 : 韩国 vs 喀麦隆 秦皇岛奥体中心

8月10日 17: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阿根廷 vs 澳大利亚 上海体育场

8月10日 17: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尼日利亚 vs 日本 天津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10日 17: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C组 : 新西兰 vs 巴西 沈阳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10日 17: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D组 : 喀麦隆 vs 洪都拉斯 秦皇岛奥体中心

8月10日 19: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塞尔维亚 vs 科特迪瓦 上海体育场

8月10日 19: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美国 vs 荷兰 天津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10日 19: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C组 : 比利时 vs 中国 沈阳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10日 19: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D组 : 意大利 vs 韩国 秦皇岛奥体中心

8月13日 17: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尼日利亚 vs 美国 北京工人体育场

8月13日 17: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荷兰 vs 日本 沈阳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13日 17: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D组 : 韩国 vs 洪都拉斯 上海体育场

8月13日 17: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D组 : 喀麦隆 vs 意大利 天津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13日 19: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科特迪瓦 vs 澳大利亚 天津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13日 19: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阿根廷 vs 塞尔维亚 北京工人体育场

8月13日 19: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C组 : 中国 vs 巴西 秦皇岛奥体中心

8月13日 19: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C组 : 新西兰 vs 比利时 上海体育场

8月16日 18:00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 : 巴西 vs 喀麦隆 沈阳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16日 18:00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 : 意大利 vs 比利时 北京工人体育场

8月16日 21:00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 : 阿根廷 vs 荷兰 上海体育场

8月16日 21:00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 : 尼日利亚 vs 科特迪瓦 秦皇岛奥体中心

8月19日 18:00 男子团体赛 半决赛 : 尼日利亚 vs 比利时 上海体育场

8月19日 21:00 男子团体赛 半决赛 : 阿根廷 vs 巴西 北京工人体育场

8月22日 19:00 男子团体赛 3-4名决赛 : 比利时 vs 巴西 上海体育场

8月23日 12:00 男子团体赛 决赛 : 尼日利亚 vs 阿根廷 国家体育场

8月6日 17: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E组 : 阿根廷 vs 加拿大 天津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6日 17: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F组 : 德国 vs 巴西 沈阳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6日 17: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G组 : 日本 vs 新西兰 秦皇岛奥体中心

8月6日 19: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E组 : 中国 vs 瑞典 天津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6日 19: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F组 : 朝鲜 vs 尼日利亚 沈阳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6日 19: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G组 : 挪威 vs 美国 秦皇岛奥体中心

8月9日 17: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E组 : 瑞典 vs 阿根廷 天津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9日 17: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F组 : 尼日利亚 vs 德国 沈阳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9日 17: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G组 : 美国 vs 日本 秦皇岛奥体中心

8月9日 19: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E组 : 加拿大 vs 中国 天津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9日 19: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F组 : 巴西 vs 朝鲜 沈阳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9日 19: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G组 : 新西兰 vs 挪威 秦皇岛奥体中心

8月12日 17: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F组 : 尼日利亚 vs 巴西 北京工人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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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 17: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F组 : 朝鲜 vs 德国 天津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12日 19: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E组 : 中国 vs 阿根廷 秦皇岛奥体中心

8月12日 19: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E组 : 瑞典 vs 加拿大 北京工人体育场

8月12日 19: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G组 : 美国 vs 新西兰 沈阳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12日 19: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G组 : 挪威 vs 日本 上海体育场

8月15日 18:00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 : 美国 vs 加拿大 上海体育场

8月15日 18:00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 : 巴西 vs 挪威 天津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15日 21:00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 : 瑞典 vs 德国 沈阳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15日 21:00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 : 中国 vs 日本 秦皇岛奥体中心

8月18日 18:00 女子团体赛 半决赛 : 巴西 vs 德国 上海体育场

8月18日 21:00 女子团体赛 半决赛 : 日本 vs 美国 北京工人体育场

8月21日 18:00 女子团体赛 3-4名决赛 : 德国 vs 日本 北京工人体育场

8月21日 21:00 女子团体赛 决赛 : 巴西 vs 美国 北京工人体育场

自行车/公路赛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9日 11:00 男子公路赛

8月10日 14:00 女子公路赛

8月13日 13:30 男子个人计时赛

8月13日 11:30 女子个人计时赛

网球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0日 10: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于欣源 vs Tom釟 Berdych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0日 10: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涅梅耶尔 vs Guillermo Ca馻s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0日 10: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古希奥尼 vs 布雷克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0日 10: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达维登科 vs 古尔比斯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0日 10: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冈萨雷斯 vs 孙鹏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0: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尤兹尼 vs Jir� Vanek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0: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涅米宁 vs 托-约翰森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0: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斯塔拉塞 vs 纳达尔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0: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奥-罗切斯 vs 米纳尔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0: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纳尔班迪安 vs 曾少眩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0: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Nicol醩 Mass� vs 达尔西斯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0: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伯莱里 vs 哈内斯库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2: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丹塞维奇 vs 瓦林卡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2: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罗布雷多 vs 塞皮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2: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西蒙 vs Robin S鰀erling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2: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马休 vs 拉潘蒂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2: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米尔尼 vs 基弗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2: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西里奇 vs 摩纳哥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4: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休伊特 vs Jonas Bj鰎kman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4: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罗杰-费德勒 vs 图萨诺夫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4: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阿列瓦罗 vs 李亨泽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4: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Dominik Hrbat� vs 贝鲁奇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4: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洛格罗 vs 安德森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4: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蒂普萨勒维奇 vs 费雷尔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4: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Ga雔 Monfils vs 阿尔玛格罗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7:00 男子单打 第1轮 : 卢彦勋 vs 穆雷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7:00 男子单打 第1轮 : 卡雷里 vs 穆林斯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7:00 男子单打 第1轮 : Micha雔 Llodra vs 斯泰潘内克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7:00 男子单打 第1轮 : 安德列夫 vs 奎雷伊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9:00 男子单打 第1轮 : Rainer Sch黷tler vs 锦织圭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9:00 男子单打 第1轮 : 德约科维奇 vs 吉内普里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21:00 男子单打 第1轮 : J黵gen Melzer vs 丹尼尔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0:30 男子单打 第2轮 : 哈内斯库 vs Ga雔 Monfils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2:30 男子单打 第2轮 : 塞皮 vs Tom釟 Berdych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2:30 男子单打 第2轮 : 西蒙 vs Guillermo Ca馻s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2:30 男子单打 第2轮 : 安德森 vs 基弗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2:30 男子单打 第2轮 : 奥-罗切斯 vs 蒂普萨勒维奇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7: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Rainer Sch黷tler vs 德约科维奇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7: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卢彦勋 vs 卡雷里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7: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J黵gen Melzer vs 瓦林卡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9: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纳尔班迪安 vs Nicol醩 Mass�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9: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尤兹尼 vs 托-约翰森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9: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Micha雔 Llodra vs 安德列夫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9: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休伊特 vs 纳达尔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21: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罗杰-费德勒 vs 阿列瓦罗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21: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Dominik Hrbat� vs 布雷克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21: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达维登科 vs 马休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21: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冈萨雷斯 vs 西里奇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16: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罗杰-费德勒 vs Tom釟 Berdych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16: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西蒙 vs 布雷克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16: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马休 vs 基弗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16: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冈萨雷斯 vs 奥-罗切斯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16: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纳尔班迪安 vs Ga雔 Monfils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16: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尤兹尼 vs 德约科维奇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16: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卢彦勋 vs J黵gen Melzer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16: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安德列夫 vs 纳达尔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4日 16:00 男子单打 1/4决赛 : 罗杰-费德勒 vs 布雷克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4日 18:00 男子单打 1/4决赛 : 马休 vs 冈萨雷斯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4日 20:00 男子单打 1/4决赛 : Ga雔 Monfils vs 德约科维奇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4日 20:00 男子单打 1/4决赛 : J黵gen Melzer vs 纳达尔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5日 16:00 男子单打 半决赛 : 布雷克 vs 冈萨雷斯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5日 20:00 男子单打 半决赛 : 德约科维奇 vs 纳达尔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6日 18:00 男子单打 3-4名决赛 : 布雷克 vs 德约科维奇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7日 17:00 男子单打 决赛 : 冈萨雷斯 vs 纳达尔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0日 10:30 女子单打 第1轮 : 皮隆科娃 vs 多马乔斯卡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0日 10:30 女子单打 第1轮 : 斯齐亚沃尼 vs 阿曼姆拉多娃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0日 10:30 女子单打 第1轮 : 斯托瑟 vs 埃拉尼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0日 10:30 女子单打 第1轮 : 沃兹尼亚奇 vs 斯法尔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0:30 女子单打 第1轮 : 萨芬娜 vs 桑坦格罗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0:30 女子单打 第1轮 : Mar韆 Jos� Mart韓ez vs 莫里克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2:30 女子单打 第1轮 : 兹沃娜列娃 vs 晏紫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2:30 女子单打 第1轮 : 小威廉姆斯 vs 加沃尔索娃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2:30 女子单打 第1轮 : 彭帅 vs Carla Su醨ez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2:30 女子单打 第1轮 : Aliz� Cornet vs Nicole Vaidi歰v�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2:30 女子单打 第1轮 : Daniela Hantuchov� vs 杉山爱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4:30 女子单打 第1轮 : Dominika Cibulkov� vs 帕门蒂尔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7: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维维斯 vs Kl醨a Zakopalov�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7: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郑洁 vs 羐nes Sz醰ay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7: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拉德万斯卡 vs 詹咏然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7: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大威廉姆斯 vs 巴辛斯基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7: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Iveta Bene歰v� vs 米尔扎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9: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邦达伦科 vs 塞奎拉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19: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施奈德 vs 克雷巴斯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21: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卡内皮 vs 佩内塔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21: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李娜 vs 库兹涅佐娃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21: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扬科维奇 vs 卡拉-布莱克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21: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巴莫尔 vs 加里奎斯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21: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皮尔 vs 塞斯蒂娅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21: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阿维德森 vs 塔纳苏甘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21: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德拉奎尔 vs 杜尔科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21: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阿扎伦卡 vs 佩雷比尼斯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23: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拉扎诺 vs 达尼利都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23: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Lucie 奱f醨ov� vs 阿尼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23: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德门蒂耶娃 vs K-邦达伦科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0:30 女子单打 第2轮 : 斯齐亚沃尼 vs 拉德万斯卡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0:30 女子单打 第2轮 : 小威廉姆斯 vs 斯托瑟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0:30 女子单打 第2轮 : 彭帅 vs Aliz� Cornet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0:30 女子单打 第2轮 : Daniela Hantuchov� vs 沃兹尼亚奇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0:30 女子单打 第2轮 : Dominika Cibulkov� vs 皮隆科娃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2:30 女子单打 第2轮 : 大威廉姆斯 vs Iveta Bene歰v�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2:30 女子单打 第2轮 : 萨芬娜 vs Mar韆 Jos� Mart韓ez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2:30 女子单打 第2轮 : 维维斯 vs 郑洁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7: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森田步美 vs 埃拉科维奇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7: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奥布泽勒 vs 科里特塞娃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7: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科里特塞娃 vs Lucie 奱f醨ov�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7: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巴莫尔 vs 施奈德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7: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兹沃娜列娃 vs 皮尔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7: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阿维德森 vs 德门蒂耶娃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7: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德拉奎尔 vs 阿扎伦卡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7: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卡内皮 vs 拉扎诺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7: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邦达伦科 vs 扬科维奇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9: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森田步美 vs 李娜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16: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Lucie 奱f醨ov� vs 巴莫尔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16: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兹沃娜列娃 vs 斯齐亚沃尼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16: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小威廉姆斯 vs Aliz� Cornet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16: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沃兹尼亚奇 vs 德门蒂耶娃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16: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大威廉姆斯 vs 阿扎伦卡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16: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卡内皮 vs 李娜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16: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萨芬娜 vs 郑洁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16: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Dominika Cibulkov� vs 扬科维奇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4日 16:00 女子单打 1/4决赛 : 巴莫尔 vs 兹沃娜列娃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4日 16:00 女子单打 1/4决赛 : 小威廉姆斯 vs 德门蒂耶娃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4日 18:00 女子单打 1/4决赛 : 大威廉姆斯 vs 李娜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5日 18:00 女子单打 1/4决赛 : 萨芬娜 vs 扬科维奇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6日 16:00 女子单打 半决赛 : 兹沃娜列娃 vs 德门蒂耶娃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6日 16:00 女子单打 半决赛 : 李娜 vs 萨芬娜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7日 14:00 女子单打 3-4名决赛 : 兹沃娜列娃 vs 李娜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7日 14:00 女子单打 决赛 : 德门蒂耶娃 vs 萨芬娜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20:08 男子双打 第1轮 : Ca馻s/Nalbandian vs 达尔西斯/奥-罗切斯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21:09 男子双打 第1轮 : 阿尔玛格罗/费雷尔 vs 安德森/科特兹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21:10 男子双打 第1轮 : 费德勒/瓦林卡 vs 伯莱里/塞皮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21:11 男子双打 第1轮 : 图萨诺夫/尤兹尼 vs Gonz醠ez/Mass�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21:43 男子双打 第1轮 : Bj鰎kman/S鰀erling vs 纳达尔/罗布雷多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21:52 男子双打 第1轮 : 阿斯佩林/托-约翰森 vs 汉利/凯尔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23:04 男子双打 第1轮 : 安德列夫/达维登科 vs 布雷克/奎雷伊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23:58 男子双打 第1轮 : 穆雷兄弟 vs 内斯特/涅梅耶尔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1日 24:04 男子双打 第1轮 : 古希奥尼/休伊特 vs Calleri/M髇aco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2:35 男子双打 第1轮 : 布莱恩兄弟 vs 诺尔斯/穆林斯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2:38 男子双打 第1轮 : 费尔斯滕博格/马特考斯基 vs 于欣源/曾少

眩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20:22 男子双打 第1轮 : Berdych/Step醤ek vs Melo/S�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21:10 男子双打 第1轮 : 孟菲尔斯/西蒙 vs 布帕蒂/佩斯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22:40 男子双打 第1轮 : Cl閙ent/Llodra vs 厄尔里奇/拉姆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22:56 男子双打 第1轮 : Kiefer/Sch黷tler vs 诺尔/梅尔泽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13:38 男子双打 第1轮 : Damm/V韟ner vs 德约科维奇/泽蒙季奇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17:51 男子双打 第2轮 : Melo/S� vs 布帕蒂/佩斯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20:15 男子双打 第2轮 : 阿尔玛格罗/费雷尔 vs 阿斯佩林/托-约翰森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21:53 男子双打 第2轮 : 穆雷兄弟 vs Cl閙ent/Llodra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22:29 男子双打 第2轮 : 费尔斯滕博格/马特考斯基 vs Damm/V韟ner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22:47 男子双打 第2轮 : 费德勒/瓦林卡 vs 图萨诺夫/尤兹尼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23:16 男子双打 第2轮 : 布莱恩兄弟 vs 诺尔/梅尔泽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23:58 男子双打 第2轮 : 古希奥尼/休伊特 vs 纳达尔/罗布雷多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24:13 男子双打 第2轮 : 安德列夫/达维登科 vs 达尔西斯/奥-罗切斯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4日 22:21 男子双打 1/4决赛 : 阿斯佩林/托-约翰森 vs 费尔斯滕博格/马

特考斯基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4日 23:29 男子双打 1/4决赛 : 布莱恩兄弟 vs 古希奥尼/休伊特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4日 25:06 男子双打 1/4决赛 : 安德列夫/达维登科 vs Cl閙ent/Llodra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5日 17:09 男子双打 1/4决赛 : 费德勒/瓦林卡 vs 布帕蒂/佩斯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5日 22:23 男子双打 半决赛 : Cl閙ent/Llodra vs 阿斯佩林/托-约翰森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5日 24:03 男子双打 半决赛 : 布莱恩兄弟 vs 费德勒/瓦林卡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6日 18:00 男子双打 3-4名决赛 : 布莱恩兄弟 vs Cl閙ent/Llodra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6日 20:00 男子双打 决赛 : 费德勒/瓦林卡 vs 阿斯佩林/托-约翰森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14:20 女子双打 第1轮 : 延斯/罗索尔斯卡 vs 达文波特/胡贝尔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21:19 女子双打 第1轮 : 戈勒文/帕门蒂尔 vs 米尔扎/拉奥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22:02 女子双打 第1轮 : Bene歰v�/Vaidi歰v� vs 威廉姆斯姐妹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22:07 女子双打 第1轮 : 加格里亚蒂/施奈德 vs 达尼利都/杰拉斯莫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22:35 女子双打 第1轮 : 库兹涅佐娃/萨芬娜 vs 桑坦格罗/文奇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22:37 女子双打 第1轮 : 德拉奎尔/莫里克 vs 佩内塔/斯齐亚沃尼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22:55 女子双打 第1轮 : 维斯尼娜/兹沃娜列娃 vs 维维斯/马丁内兹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23:17 女子双打 第1轮 : 科内特/拉扎诺 vs 詹咏然/庄佳容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23:36 女子双打 第1轮 : 奥布泽勒/皮尔 vs 杜尔科/约扎米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24:17 女子双打 第1轮 : Hantuchov�/Hus醨ov� vs 晏紫/郑洁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24:17 女子双打 第1轮 : 阿尼/卡内皮 vs 阿扎伦卡/普特切克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24:25 女子双打 第1轮 : 邦达伦科姐妹 vs 多马乔斯卡/A-拉德万斯卡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2日 24:44 女子双打 第1轮 : 加沃尔索娃/库斯托娃 vs 彭帅/孙甜甜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18:03 女子双打 第1轮 : 森田步美/杉山爱 vs Arn/Sz醰ay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20:13 女子双打 第2轮 : 邦达伦科姐妹 vs 加沃尔索娃/库斯托娃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20:41 女子双打 第1轮 : 斯托瑟/斯塔布斯 vs Kvitov�/奱f醨ov�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21:13 女子双打 第2轮 : 维斯尼娜/兹沃娜列娃 vs 杜尔科/约扎米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22:33 女子双打 第1轮 : 加里奎斯/帕斯奎尔 vs 科里特塞娃/佩雷比

尼斯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23:12 女子双打 第2轮 : 库兹涅佐娃/萨芬娜 vs 米尔扎/拉奥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23:22 女子双打 第2轮 : 加格里亚蒂/施奈德 vs 晏紫/郑洁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24:00 女子双打 第2轮 : 阿扎伦卡/普特切克 vs 达文波特/胡贝尔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3日 24:10 女子双打 第2轮 : 佩内塔/斯齐亚沃尼 vs 詹咏然/庄佳容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4日 22:31 女子双打 第2轮 : 加里奎斯/帕斯奎尔 vs 斯托瑟/斯塔布斯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5日 17:16 女子双打 第2轮 : 森田步美/杉山爱 vs 威廉姆斯姐妹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5日 19:36 女子双打 1/4决赛 : 邦达伦科姐妹 vs 佩内塔/斯齐亚沃尼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5日 23:02 女子双打 1/4决赛 : 加里奎斯/帕斯奎尔 vs 达文波特/胡贝尔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5日 24:33 女子双打 1/4决赛 : 维斯尼娜/兹沃娜列娃 vs 威廉姆斯姐妹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5日 27:36 女子双打 1/4决赛 : 库兹涅佐娃/萨芬娜 vs 晏紫/郑洁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6日 19:12 女子双打 半决赛 : 邦达伦科姐妹 vs 威廉姆斯姐妹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6日 22:48 女子双打 半决赛 : 晏紫/郑洁 vs 加里奎斯/帕斯奎尔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7日 14:00 女子双打 3-4名决赛 : 晏紫/郑洁 vs 邦达伦科姐妹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8月17日 16:00 女子双打 决赛 : 加里奎斯/帕斯奎尔 vs 威廉姆斯姐妹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场

田径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7日 22:45 男子10000米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22:45 女子10000米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09:20 男子十项全能 100米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09:20 男子十项全能 100米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09:20 男子十项全能 100米第3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09:20 男子十项全能 100米第4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09:20 男子十项全能 100米第5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11:00 男子十项全能 跳远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11:00 男子十项全能 跳远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13:10 男子十项全能 铅球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13:10 男子十项全能 铅球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19:10 男子十项全能 跳高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19:10 男子十项全能 跳高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22:00 男子十项全能 400米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22:00 男子十项全能 400米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22:00 男子十项全能 400米第3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22:00 男子十项全能 400米第4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22:00 男子十项全能 400米第5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2日 09:00 男子十项全能 110米栏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2日 09:00 男子十项全能 110米栏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2日 09:00 男子十项全能 110米栏第3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2日 09:00 男子十项全能 110米栏第4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2日 10:05 男子十项全能 铁饼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22日 11:25 男子十项全能 铁饼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22日 12:55 男子十项全能 撑杆跳高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22日 12:55 男子十项全能 撑杆跳高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22日 19:00 男子十项全能 标枪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22日 20:15 男子十项全能 标枪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22日 21:40 男子十项全能 1500米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2日 21:40 男子十项全能 1500米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0:40 男子铁饼 资格赛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2:05 男子铁饼 资格赛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21:00 男子铁饼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9:55 女子铁饼 资格赛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21:05 女子铁饼 资格赛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19:00 女子铁饼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0:40 男子链球 资格赛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2:10 男子链球 资格赛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7日 19:10 男子链球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09:10 女子链球 资格赛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10:40 女子链球 资格赛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20日 19:20 女子链球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09:00 女子七项全能 100米栏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09:08 女子七项全能 100米栏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09:16 女子七项全能 100米栏第3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09:24 女子七项全能 100米栏第4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09:32 女子七项全能 100米栏第5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0:30 女子七项全能 跳高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0:30 女子七项全能 跳高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9:00 女子七项全能 铅球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9:00 女子七项全能 铅球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21:15 女子七项全能 200米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21:22 女子七项全能 200米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21:29 女子七项全能 200米第3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21:36 女子七项全能 200米第4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21:43 女子七项全能 200米第5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09:50 女子七项全能 跳远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09:50 女子七项全能 跳远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9:00 女子七项全能 标枪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20:10 女子七项全能 标枪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21:35 女子七项全能 800米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21:35 女子七项全能 800米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21:35 女子七项全能 800米第3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21:35 女子七项全能 800米第4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21:35 女子七项全能 800米第5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7日 20:20 男子跳高 资格赛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7日 20:20 男子跳高 资格赛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19:10 男子跳高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10:50 女子跳高 资格赛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10:50 女子跳高 资格赛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23日 19:00 女子跳高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10:10 男子标枪 资格赛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11:40 男子标枪 资格赛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23日 19:10 男子标枪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09:00 女子标枪 资格赛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10:30 女子标枪 资格赛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19:20 女子标枪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20:00 男子跳远 资格赛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20:00 男子跳远 资格赛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20:10 男子跳远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09:40 女子跳远 资格赛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09:40 女子跳远 资格赛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22日 19:20 女子跳远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4日 07:30 男子马拉松 国家体育场

8月17日 07:30 女子马拉松 国家体育场

8月20日 20:40 男子撑杆跳高 资格赛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20日 20:40 男子撑杆跳高 资格赛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22日 19:55 男子撑杆跳高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0:10 女子撑杆跳高 资格赛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0:10 女子撑杆跳高 资格赛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19:20 女子撑杆跳高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09:05 男子铅球 资格赛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09:05 男子铅球 资格赛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21:00 男子铅球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09:10 女子铅球 资格赛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09:10 女子铅球 资格赛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21:10 女子铅球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10:00 男子三级跳远 资格赛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10:00 男子三级跳远 资格赛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20:20 男子三级跳远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21:40 女子三级跳远 资格赛A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21:40 女子三级跳远 资格赛B组 国家体育场

8月17日 21:35 女子三级跳远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09:45 男子100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09:53 男子100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0:01 男子100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0:09 男子100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0:17 男子100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0:25 男子100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0:33 男子100米 预赛第7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0:41 男子100米 预赛第8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0:49 男子100米 预赛第9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0:57 男子100米 预赛第10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9:45 男子100米 1/4决赛第1场1/4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9:45 男子100米 1/4决赛第2场1/4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9:45 男子100米 1/4决赛第3场1/4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9:45 男子100米 1/4决赛第4场1/4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9:45 男子100米 1/4决赛第5场1/4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20:05 男子1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20:13 男子1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22:30 男子100米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0:50 女子100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0:57 女子100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1:04 女子100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1:11 女子100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1:18 女子100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1:25 女子100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1:32 女子100米 预赛第7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1:39 女子100米 预赛第8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1:46 女子100米 预赛第9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1:53 女子100米 预赛第10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20:35 女子100米 1/4决赛第1场1/4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20:42 女子100米 1/4决赛第2场1/4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20:49 女子100米 1/4决赛第3场1/4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20:56 女子100米 1/4决赛第4场1/4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21:00 女子100米 1/4决赛第5场1/4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7日 19:45 女子1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体育场

8月17日 19:45 女子1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体育场

8月17日 22:30 女子100米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7日 19:00 女子100米栏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7日 19:00 女子100米栏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7日 19:00 女子100米栏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7日 19:00 女子100米栏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7日 19:00 女子100米栏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19:40 女子100米栏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19:40 女子100米栏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22:30 女子100米栏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11:10 男子110米栏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11:10 男子110米栏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11:10 男子110米栏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11:10 男子110米栏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11:10 男子110米栏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11:10 男子110米栏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20:45 男子110米栏 1/4决赛第1场1/4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20:45 男子110米栏 1/4决赛第2场1/4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20:45 男子110米栏 1/4决赛第3场1/4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20:45 男子110米栏 1/4决赛第4场1/4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0日 21:30 男子110米栏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体育场

8月20日 21:30 男子110米栏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21:45 男子110米栏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9:10 男子1500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9:19 男子1500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9:28 男子1500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9:37 男子1500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7日 21:55 男子15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体育场

8月17日 21:55 男子15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22:50 男子1500米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19:00 女子15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19:00 女子15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19:00 女子15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三场 国家体育场

8月23日 19:50 女子1500米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10:05 男子200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10:05 男子200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10:05 男子200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10:05 男子200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10:05 男子200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10:05 男子200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10:05 男子200米 预赛第7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10:05 男子200米 预赛第8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20:05 男子200米 1/4决赛第1场1/4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20:05 男子200米 1/4决赛第2场1/4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20:05 男子200米 1/4决赛第3场1/4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20:05 男子200米 1/4决赛第4场1/4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21:25 男子2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21:25 男子2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体育场

8月20日 22:20 男子200米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10:40 女子200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10:40 女子200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10:40 女子200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10:40 女子200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10:40 女子200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10:40 女子200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19:00 女子200米 1/4决赛第1场1/4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19:00 女子200米 1/4决赛第2场1/4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19:00 女子200米 1/4决赛第3场1/4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19:00 女子200米 1/4决赛第4场1/4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0日 22:20 女子2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体育场

8月20日 22:20 女子2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19:30 女子200米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09:00 男子20公里竞走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09:00 女子20公里竞走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09:20 男子3000米障碍赛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09:32 男子3000米障碍赛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09:44 男子3000米障碍赛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21:10 男子3000米障碍赛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20:20 男子4x100米接力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20:20 男子4x100米接力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2日 22:10 男子4x100米接力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20:55 女子4x100米接力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20:55 女子4x100米接力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2日 21:15 女子4x100米接力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2日 20:10 男子4x400米接力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2日 20:10 男子4x400米接力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3日 21:05 男子4x400米接力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2日 19:40 女子4x400米接力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2日 19:40 女子4x400米接力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3日 20:40 女子4x400米接力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09:00 男子400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09:00 男子400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09:00 男子400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09:00 男子400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09:00 男子400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09:00 男子400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09:00 男子400米 预赛第7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21:45 男子4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21:45 男子4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21:45 男子4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三场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21:20 男子400米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2:10 女子400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2:17 女子400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2:24 女子400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2:31 女子400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2:38 女子400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2:45 女子400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2:52 女子400米 预赛第7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7日 21:00 女子4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体育场

8月17日 21:00 女子4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体育场

8月17日 21:00 女子4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三场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22:10 女子400米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21:55 男子400米栏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22:05 男子400米栏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22:15 男子400米栏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22:25 男子400米栏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21:15 男子400米栏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21:24 男子400米栏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22:00 男子400米栏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7日 20:10 女子400米栏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7日 20:10 女子400米栏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7日 20:10 女子400米栏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7日 20:10 女子400米栏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20:45 女子400米栏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20:45 女子400米栏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体育场

8月20日 22:35 女子400米栏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0日 20:15 男子5000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0日 20:15 男子5000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0日 20:15 男子5000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3日 20:10 男子5000米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19:35 女子5000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9日 19:35 女子5000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2日 20:40 女子5000米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2日 07:30 男子50公里竞走 国家体育场

8月20日 19:00 男子800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0日 19:00 男子800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0日 19:00 男子800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0日 19:00 男子800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0日 19:00 男子800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0日 19:00 男子800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0日 19:00 男子800米 预赛第7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0日 19:00 男子800米 预赛第8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19:50 男子8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19:50 男子8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体育场

8月21日 19:50 男子8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三场 国家体育场

8月23日 19:30 男子800米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1:10 女子800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1:18 女子800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1:26 女子800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1:34 女子800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1:42 女子800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11:50 女子800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9:30 女子8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9:39 女子8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体育场

8月16日 19:48 女子8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三场 国家体育场

8月18日 21:35 女子800米 决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20:25 女子3000米障碍赛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20:37 女子3000米障碍赛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5日 20:49 女子3000米障碍赛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体育场

8月17日 21:30 女子3000米障碍赛 决赛 国家体育场

篮球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0日 09: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俄罗斯 vs 伊朗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0日 11:15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德国 vs 安哥拉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0日 14: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西班牙 vs 希腊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0日 16:45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立陶宛 vs 阿根廷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0日 20: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澳大利亚 vs 克罗地亚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0日 22:15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美国 vs 中国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2日 09: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伊朗 vs 立陶宛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2日 11:15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克罗地亚 vs 俄罗斯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2日 14: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希腊 vs 德国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2日 16:45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中国 vs 西班牙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2日 20: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安哥拉 vs 美国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2日 22:15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阿根廷 vs 澳大利亚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4日 09: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德国 vs 西班牙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4日 11:15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澳大利亚 vs 伊朗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4日 14: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安哥拉 vs 中国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4日 16:45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立陶宛 vs 俄罗斯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4日 20: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美国 vs 希腊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4日 22:15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阿根廷 vs 克罗地亚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6日 09: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希腊 vs 安哥拉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6日 11:15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俄罗斯 vs 澳大利亚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6日 14: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克罗地亚 vs 立陶宛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6日 16:45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伊朗 vs 阿根廷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6日 20: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中国 vs 德国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6日 22:15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西班牙 vs 美国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8日 09: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伊朗 vs 克罗地亚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8日 11:15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澳大利亚 vs 立陶宛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8日 14: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希腊 vs 中国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8日 16:45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安哥拉 vs 西班牙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8日 20: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美国 vs 德国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8日 22:15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阿根廷 vs 俄罗斯 五棵松篮球馆

8月20日 14:30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 : 西班牙 vs 克罗地亚 五棵松篮球馆

8月20日 16:45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 : 立陶宛 vs 中国 五棵松篮球馆

8月20日 20:00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 : 美国 vs 澳大利亚 五棵松篮球馆

8月20日 22:15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 : 阿根廷 vs 希腊 五棵松篮球馆

8月22日 20:00 男子团体赛 半决赛 : 西班牙 vs 立陶宛 五棵松篮球馆

8月22日 22:15 男子团体赛 半决赛 : 阿根廷 vs 美国 五棵松篮球馆

8月24日 12:00 男子团体赛 3-4名决赛 : 立陶宛 vs 阿根廷 五棵松篮球馆

8月24日 14:30 男子团体赛 决赛 : 西班牙 vs 美国 五棵松篮球馆

8月9日 09: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白俄罗斯 vs 澳大利亚 五棵松篮球馆

8月9日 11:15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马里 vs 新西兰 五棵松篮球馆

8月9日 14: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西班牙 vs 中国 五棵松篮球馆

8月9日 16:45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巴西 vs 韩国 五棵松篮球馆

8月9日 20: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美国 vs 捷克 五棵松篮球馆

8月9日 22:15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俄罗斯 vs 拉脱维亚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1日 09: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新西兰 vs 西班牙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1日 11:15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捷克 vs 马里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1日 14: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韩国 vs 俄罗斯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1日 16:45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拉脱维亚 vs 白俄罗斯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1日 20: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中国 vs 美国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1日 22:15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澳大利亚 vs 巴西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3日 09: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白俄罗斯 vs 俄罗斯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3日 11:15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西班牙 vs 捷克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3日 14: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巴西 vs 拉脱维亚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3日 16:45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新西兰 vs 中国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3日 20: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澳大利亚 vs 韩国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3日 22:15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马里 vs 美国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5日 09: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捷克 vs 新西兰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5日 11:15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拉脱维亚 vs 澳大利亚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5日 14: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俄罗斯 vs 巴西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5日 16:45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中国 vs 马里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5日 20: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美国 vs 西班牙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5日 22:15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韩国 vs 白俄罗斯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7日 09: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西班牙 vs 马里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7日 11:15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澳大利亚 vs 俄罗斯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7日 14: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拉脱维亚 vs 韩国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7日 16:45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巴西 vs 白俄罗斯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7日 20: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捷克 vs 中国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7日 22:15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新西兰 vs 美国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9日 14:30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 : 中国 vs 白俄罗斯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9日 16:45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 : 澳大利亚 vs 捷克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9日 20:00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 : 美国 vs 韩国 五棵松篮球馆

8月19日 22:15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 : 俄罗斯 vs 西班牙 五棵松篮球馆

8月21日 20:00 女子团体赛 半决赛 : 俄罗斯 vs 美国 五棵松篮球馆

8月21日 22:15 女子团体赛 半决赛 : 中国 vs 澳大利亚 五棵松篮球馆

8月23日 19:30 女子团体赛 3-4名决赛 : 中国 vs 俄罗斯 五棵松篮球馆

8月23日 22:00 女子团体赛 决赛 : 澳大利亚 vs 美国 五棵松篮球馆

曲棍球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1日 08:3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德国 vs 中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1日 10:3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巴基斯坦 vs 英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1日 18: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韩国 vs 新西兰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1日 18:3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澳大利亚 vs 加拿大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1日 20:3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西班牙 vs 比利时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1日 21: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荷兰 vs 南非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3日 08:3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南非 vs 澳大利亚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3日 10:3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中国 vs 韩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3日 18: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加拿大 vs 巴基斯坦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3日 18:3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比利时 vs 德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3日 20:3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新西兰 vs 西班牙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3日 21: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荷兰 vs 英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5日 08:3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西班牙 vs 中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5日 10:3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荷兰 vs 加拿大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5日 18: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比利时 vs 新西兰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5日 18:3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巴基斯坦 vs 澳大利亚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5日 20:3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韩国 vs 德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5日 21: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南非 vs 英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7日 08:3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英国 vs 加拿大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7日 10:3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韩国 vs 比利时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7日 18: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巴基斯坦 vs 南非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7日 18:3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新西兰 vs 中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7日 20:3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澳大利亚 vs 荷兰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7日 21: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德国 vs 西班牙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9日 08:3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荷兰 vs 巴基斯坦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9日 10:3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德国 vs 新西兰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9日 18: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加拿大 vs 南非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9日 18:3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韩国 vs 西班牙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9日 20:3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澳大利亚 vs 英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9日 22:1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中国 vs 比利时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21日 08:30 男子团体赛 9-10名决赛 : 比利时 vs 加拿大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21日 11:00 男子团体赛 7-8名决赛 : 新西兰 vs 巴基斯坦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21日 18:00 男子团体赛 半决赛 : 荷兰 vs 德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21日 20:30 男子团体赛 半决赛 : 西班牙 vs 澳大利亚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23日 08:30 男子团体赛 11-12名决赛 : 中国 vs 南非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23日 11:00 男子团体赛 5-6名决赛 : 韩国 vs 英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23日 18:00 男子团体赛 3-4名决赛 : 荷兰 vs 澳大利亚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23日 20:30 男子团体赛 决赛 : 德国 vs 西班牙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0日 08:3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日本 vs 新西兰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0日 10:3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中国 vs 西班牙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0日 18: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澳大利亚 vs 韩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0日 18:3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阿根廷 vs 美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0日 20:3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荷兰 vs 南非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0日 21: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德国 vs 英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2日 08:3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阿根廷 vs 英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2日 10:3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澳大利亚 vs 西班牙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2日 18: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美国 vs 日本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2日 18:3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中国 vs 南非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2日 20:3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荷兰 vs 韩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2日 21: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德国 vs 新西兰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4日 08:3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中国 vs 荷兰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4日 10:3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美国 vs 德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4日 18: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西班牙 vs 韩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4日 18:3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日本 vs 阿根廷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4日 20:3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南非 vs 澳大利亚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4日 21: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新西兰 vs 英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6日 08:3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新西兰 vs 美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6日 10:3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澳大利亚 vs 荷兰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6日 18: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德国 vs 阿根廷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6日 18:3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韩国 vs 中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6日 20:3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英国 vs 日本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6日 21: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西班牙 vs 南非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8日 08:3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德国 vs 日本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8日 10:3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韩国 vs 南非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8日 18: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英国 vs 美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8日 18:3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荷兰 vs 西班牙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8日 20:3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阿根廷 vs 新西兰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18日 21: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中国 vs 澳大利亚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20日 08:30 女子团体赛 9-10名决赛 : 韩国 vs 日本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20日 11:00 女子团体赛 7-8名决赛 : 西班牙 vs 美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20日 18:00 女子团体赛 半决赛 : 德国 vs 中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20日 20:30 女子团体赛 半决赛 : 荷兰 vs 阿根廷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22日 08:30 女子团体赛 11-12名决赛 : 南非 vs 新西兰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22日 11:00 女子团体赛 5-6名决赛 : 澳大利亚 vs 英国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22日 18:00 女子团体赛 3-4名决赛 : 德国 vs 阿根廷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8月22日 20:30 女子团体赛 决赛 : 中国 vs 荷兰 奥林匹克曲棍球场

排球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9日 10: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意大利 vs 俄罗斯 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2: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塞尔维亚 vs 哈萨克斯坦 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2: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阿尔及利亚 vs 巴西 首都体育馆

8月9日 14: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波兰 vs 古巴 首都体育馆

8月9日 20: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委内瑞拉 vs 中国 首都体育馆

8月9日 22: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日本 vs 美国 首都体育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阿尔及利亚 vs 塞尔维亚 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2: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哈萨克斯坦 vs 意大利 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2:35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美国 vs 古巴 首都体育馆

8月11日 14: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巴西 vs 俄罗斯 首都体育馆

8月11日 20: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中国 vs 波兰 首都体育馆



8月11日 22: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日本 vs 委内瑞拉 首都体育馆

8月13日 10: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意大利 vs 阿尔及利亚 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2: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委内瑞拉 vs 美国 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2: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俄罗斯 vs 哈萨克斯坦 首都体育馆

8月13日 14: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塞尔维亚 vs 巴西 首都体育馆

8月13日 20: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古巴 vs 中国 首都体育馆

8月13日 22: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波兰 vs 日本 首都体育馆

8月15日 10: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阿尔及利亚 vs 俄罗斯 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巴西 vs 哈萨克斯坦 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委内瑞拉 vs 波兰 首都体育馆

8月15日 14: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塞尔维亚 vs 意大利 首都体育馆

8月15日 20: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美国 vs 中国 首都体育馆

8月15日 22:45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日本 vs 古巴 首都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哈萨克斯坦 vs 阿尔及利亚 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2: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古巴 vs 委内瑞拉 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2: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波兰 vs 美国 首都体育馆

8月17日 14: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意大利 vs 巴西 首都体育馆

8月17日 20: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中国 vs 日本 首都体育馆

8月17日 22: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俄罗斯 vs 塞尔维亚 首都体育馆

8月19日 10:00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 : 古巴 vs 塞尔维亚 首都体育馆

8月19日 12:00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 : 日本 vs 巴西 首都体育馆

8月19日 20:00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 : 中国 vs 俄罗斯 首都体育馆

8月19日 22:00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 : 美国 vs 意大利 首都体育馆

8月21日 12:30 女子团体赛 半决赛 : 古巴 vs 美国 首都体育馆

8月21日 20:00 女子团体赛 半决赛 : 中国 vs 巴西 首都体育馆

8月23日 12:30 女子团体赛 3-4名决赛 : 古巴 vs 中国 首都体育馆

8月23日 20:00 女子团体赛 决赛 : 美国 vs 巴西 首都体育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塞尔维亚 vs 俄罗斯 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意大利 vs 日本 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35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美国 vs 委内瑞拉 首都体育馆

8月10日 15:2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巴西 vs 埃及 首都体育馆

8月10日 20: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保加利亚 vs 中国 首都体育馆

8月10日 22: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波兰 vs 德国 首都体育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俄罗斯 vs 德国 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美国 vs 意大利 首都体育馆

8月12日 13: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埃及 vs 波兰 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4: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塞尔维亚 vs 巴西 首都体育馆

8月12日 20: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委内瑞拉 vs 中国 首都体育馆

8月12日 22: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日本 vs 保加利亚 首都体育馆

8月14日 10: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意大利 vs 委内瑞拉 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2: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德国 vs 埃及 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2: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巴西 vs 俄罗斯 首都体育馆

8月14日 14: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波兰 vs 塞尔维亚 首都体育馆

8月14日 20: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中国 vs 日本 首都体育馆

8月14日 22: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保加利亚 vs 美国 首都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美国 vs 中国 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2: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俄罗斯 vs 埃及 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2: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塞尔维亚 vs 德国 首都体育馆

8月16日 14: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意大利 vs 保加利亚 首都体育馆

8月16日 20: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巴西 vs 波兰 首都体育馆

8月16日 22: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委内瑞拉 vs 日本 首都体育馆

8月18日 10: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保加利亚 vs 委内瑞拉 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

8月18日 12: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德国 vs 巴西 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



8月18日 12: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波兰 vs 俄罗斯 首都体育馆

8月18日 14: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埃及 vs 塞尔维亚 首都体育馆

8月18日 20: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中国 vs 意大利 首都体育馆

8月18日 22:35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日本 vs 美国 首都体育馆

8月20日 10:00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 : 保加利亚 vs 俄罗斯 首都体育馆

8月20日 12:15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 : 意大利 vs 波兰 首都体育馆

8月20日 20:00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 : 中国 vs 巴西 首都体育馆

8月20日 22:00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 : 美国 vs 塞尔维亚 首都体育馆

8月22日 12:30 男子团体赛 半决赛 : 美国 vs 俄罗斯 首都体育馆

8月22日 20:00 男子团体赛 半决赛 : 意大利 vs 巴西 首都体育馆

8月24日 10:00 男子团体赛 3-4名决赛 : 俄罗斯 vs 意大利 首都体育馆

8月24日 12:00 男子团体赛 决赛 : 美国 vs 巴西 首都体育馆

棒球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中华台北 vs 荷兰 五棵松棒球场

8月13日 11: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中国 vs 加拿大 五棵松棒球场

8月13日 18: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韩国 vs 美国 五棵松棒球场

8月13日 19: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古巴 vs 日本 五棵松棒球场

8月14日 10: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荷兰 vs 美国 五棵松棒球场

8月14日 18: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古巴 vs 加拿大 五棵松棒球场

8月14日 19: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中华台北 vs 日本 五棵松棒球场

8月15日 10: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中国 vs 中华台北 五棵松棒球场

8月15日 11: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美国 vs 古巴 五棵松棒球场

8月15日 18: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加拿大 vs 韩国 五棵松棒球场

8月15日 19: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日本 vs 荷兰 五棵松棒球场

8月16日 10: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美国 vs 加拿大 五棵松棒球场

8月16日 11: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古巴 vs 中华台北 五棵松棒球场

8月16日 18: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中国 vs 荷兰 五棵松棒球场

8月16日 19: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日本 vs 韩国 五棵松棒球场

8月17日 18: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韩国 vs 中国 五棵松棒球场

8月18日 10: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加拿大 vs 日本 五棵松棒球场

8月18日 11: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中华台北 vs 韩国 五棵松棒球场

8月18日 18: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荷兰 vs 古巴 五棵松棒球场

8月18日 19: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美国 vs 中国 五棵松棒球场

8月19日 10: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荷兰 vs 加拿大 五棵松棒球场

8月19日 11: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韩国 vs 古巴 五棵松棒球场

8月19日 18: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日本 vs 中国 五棵松棒球场

8月19日 19: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美国 vs 中华台北 五棵松棒球场

8月20日 10: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古巴 vs 中国 五棵松棒球场

8月20日 11: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荷兰 vs 韩国 五棵松棒球场

8月20日 18: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加拿大 vs 中华台北 五棵松棒球场

8月20日 19: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 : 日本 vs 美国 五棵松棒球场

8月22日 10:30 男子团体赛 半决赛 : 韩国 vs 日本 五棵松棒球场

8月22日 18:00 男子团体赛 半决赛 : 古巴 vs 美国 五棵松棒球场

8月23日 10:30 男子团体赛 3-4名决赛 : 日本 vs 美国 五棵松棒球场

8月23日 18:00 男子团体赛 决赛 : 韩国 vs 古巴 五棵松棒球场

垒球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2日 09: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中华台北 vs 加拿大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2日 12: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美国 vs 委内瑞拉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2日 17: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中国 vs 荷兰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2日 19: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日本 vs 澳大利亚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3日 09: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中国 vs 委内瑞拉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3日 12: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美国 vs 澳大利亚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3日 17: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日本 vs 中华台北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3日 19: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加拿大 vs 荷兰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4日 09: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中国 vs 澳大利亚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4日 17: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荷兰 vs 日本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4日 19: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中华台北 vs 委内瑞拉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5日 09: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中国 vs 加拿大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5日 12: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美国 vs 日本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5日 14:45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加拿大 vs 美国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5日 17: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澳大利亚 vs 中华台北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5日 19: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委内瑞拉 vs 荷兰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6日 09: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日本 vs 中国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6日 12: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美国 vs 中华台北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6日 17: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荷兰 vs 澳大利亚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6日 19: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委内瑞拉 vs 加拿大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7日 09: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中华台北 vs 中国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7日 12: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日本 vs 委内瑞拉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7日 17: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澳大利亚 vs 加拿大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7日 19: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美国 vs 荷兰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8日 09: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荷兰 vs 中华台北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8日 12: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中国 vs 美国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8日 17:0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加拿大 vs 日本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18日 19:30 女子团体赛 预赛 : 委内瑞拉 vs 澳大利亚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20日 09:30 女子团体赛 佩寄制赛第一场 : 日本 vs 美国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20日 12:00 女子团体赛 佩寄制赛第二场 : 加拿大 vs 澳大利亚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20日 17:00 女子团体赛 淘汰赛 : 日本 vs 澳大利亚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8月21日 18:30 女子团体赛 总决赛 : 美国 vs 日本 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

帆船帆板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1日 13:00 男子470级 第1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1日 13:00 男子470级 第2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2日 13:00 男子470级 第3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2日 13:00 男子470级 第4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3日 13:00 男子470级 第5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3日 14:00 男子470级 第6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5日 13:00 男子470级 第7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6日 12:00 男子470级 第8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6日 13:00 男子470级 第9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6日 14:00 男子470级 第10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8日 13:00 男子470级 第11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1日 13:00 女子470级 第1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1日 13:00 女子470级 第2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2日 13:00 女子470级 第3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2日 13:00 女子470级 第4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3日 13:00 女子470级 第5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3日 14:00 女子470级 第6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5日 13:00 女子470级 第7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5日 14:00 女子470级 第8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6日 13:00 女子470级 第9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6日 14:00 女子470级 第10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8日 13:00 女子470级 第11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9日 13:00 公开芬兰人级 第1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9日 13:00 公开芬兰人级 第2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0日 13:00 公开芬兰人级 第3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0日 13:00 公开芬兰人级 第4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1日 13:00 公开芬兰人级 第5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1日 13:00 公开芬兰人级 第6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3日 13:00 公开芬兰人级 第7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5日 12:00 公开芬兰人级 第8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7日 14:00 公开芬兰人级 第9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9日 13:10 女子鹰铃级 第1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9日 14:10 女子鹰铃级 第2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0日 13:00 女子鹰铃级 第3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0日 13:00 女子鹰铃级 第4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1日 13:00 女子鹰铃级 第5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1日 13:00 女子鹰铃级 第6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3日 13:00 女子鹰铃级 第7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5日 12:00 女子鹰铃级 第8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7日 13:00 女子鹰铃级 第9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2日 13:00 女子激光雷迪尔级 第1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2日 13:00 女子激光雷迪尔级 第2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3日 13:00 女子激光雷迪尔级 第3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5日 12:00 女子激光雷迪尔级 第4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6日 12:00 女子激光雷迪尔级 第5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7日 12:00 女子激光雷迪尔级 第6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8日 11:00 女子激光雷迪尔级 第7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8日 12:00 女子激光雷迪尔级 第8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8日 13:00 女子激光雷迪尔级 第9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9日 13:00 女子激光雷迪尔级 第11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2日 13:00 男子激光级 第1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2日 13:00 男子激光级 第2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3日 13:00 男子激光级 第3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5日 12:00 男子激光级 第4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6日 12:00 男子激光级 第5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7日 12:00 男子激光级 第6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8日 11:00 男子激光级 第7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8日 12:00 男子激光级 第8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8日 13:00 男子激光级 第9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9日 13:00 男子激光级 第11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1日 13:00 男子尼尔级 第1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1日 13:00 男子尼尔级 第2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2日 13:00 男子尼尔级 第3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2日 13:00 男子尼尔级 第4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5日 12:00 男子尼尔级 第5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7日 12:00 男子尼尔级 第6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7日 13:00 男子尼尔级 第7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8日 11:00 男子尼尔级 第8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8日 12:00 男子尼尔级 第9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9日 11:00 男子尼尔级 第10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20日 13:00 男子尼尔级 第11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1日 13:00 女子尼尔级 第1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1日 13:00 女子尼尔级 第2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2日 13:00 女子尼尔级 第3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2日 13:00 女子尼尔级 第4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5日 12:00 女子尼尔级 第5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7日 12:00 女子尼尔级 第6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7日 13:00 女子尼尔级 第7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8日 11:00 女子尼尔级 第8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8日 12:00 女子尼尔级 第9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9日 11:00 女子尼尔级 第10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20日 13:00 女子尼尔级 第11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0日 13:00 公开49人级 第1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0日 13:00 公开49人级 第2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0日 13:00 公开49人级 第3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1日 13:00 公开49人级 第4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1日 13:00 公开49人级 第5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1日 13:00 公开49人级 第6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3日 13:00 公开49人级 第7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3日 14:00 公开49人级 第8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3日 15:00 公开49人级 第9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6日 12:00 公开49人级 第10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6日 13:00 公开49人级 第11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6日 14:00 公开49人级 第12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7日 15:00 公开49人级 第13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5日 13:00 男子星级 第1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6日 12:00 男子星级 第2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6日 13:00 男子星级 第3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7日 12:00 男子星级 第4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8日 11:00 男子星级 第5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8日 12:00 男子星级 第6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8日 13:00 男子星级 第7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20日 11:00 男子星级 第8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20日 12:00 男子星级 第9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20日 13:00 男子星级 第10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21日 13:00 男子星级 第11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5日 13:00 公开托纳多级 第1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6日 12:00 公开托纳多级 第2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6日 13:00 公开托纳多级 第3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7日 12:00 公开托纳多级 第4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8日 11:00 公开托纳多级 第5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8日 12:00 公开托纳多级 第6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18日 13:00 公开托纳多级 第7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20日 11:00 公开托纳多级 第8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20日 12:00 公开托纳多级 第9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20日 13:00 公开托纳多级 第10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8月21日 13:00 公开托纳多级 第11轮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游泳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1日 19:08 男子200米蝶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9:08 男子200米蝶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9:08 男子200米蝶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9:08 男子200米蝶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9:08 男子200米蝶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9:08 男子200米蝶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1:01 男子200米蝶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1:01 男子200米蝶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0:18 男子200米蝶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20:21 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20:21 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20:21 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20:21 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20:21 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0:39 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8:30 女子100米自由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8:30 女子100米自由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8:30 女子100米自由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8:30 女子100米自由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8:30 女子100米自由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8:30 女子100米自由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8:30 女子100米自由泳 预赛第7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0:07 女子100米自由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0:07 女子100米自由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1:01 女子100米自由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8:54 男子200米自由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8:54 男子200米自由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8:54 男子200米自由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8:54 男子200米自由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8:54 男子200米自由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8:54 男子200米自由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8:54 男子200米自由泳 预赛第7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8:54 男子200米自由泳 预赛第8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0:10 男子200米自由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0:10 男子200米自由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0:13 男子200米自由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20:36 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

力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20:36 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

力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7日 10:37 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

力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8:30 男子100米自由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8:30 男子100米自由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8:30 男子100米自由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8:30 男子100米自由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8:30 男子100米自由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8:30 男子100米自由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8:30 男子100米自由泳 预赛第7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8:30 男子100米自由泳 预赛第8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8:30 男子100米自由泳 预赛第9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0:00 男子100米自由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0:00 男子100米自由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0:46 男子100米自由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8:30 男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8:30 男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8:30 男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8:30 男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8:30 男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8:30 男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8:30 男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7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8:30 男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8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8:30 男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9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8:30 男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10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8:30 男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1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8:30 男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1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8:30 男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1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0:03 男子50米自由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0:07 男子50米自由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6日 10:36 男子50米自由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9:14 女子200米蝶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9:14 女子200米蝶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9:14 女子200米蝶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9:14 女子200米蝶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9:14 女子200米蝶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0:25 女子200米蝶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0:25 女子200米蝶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0:39 女子200米蝶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20:44 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

力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20:50 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

力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7日 10:55 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

力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19:01 女子100米蝶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19:01 女子100米蝶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19:01 女子100米蝶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19:01 女子100米蝶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19:01 女子100米蝶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19:01 女子100米蝶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19:01 女子100米蝶泳 预赛第7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0:10 女子100米蝶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0:10 女子100米蝶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0:21 女子100米蝶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9:40 女子200米蛙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9:40 女子200米蛙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9:40 女子200米蛙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9:40 女子200米蛙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9:40 女子200米蛙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9:40 女子200米蛙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0:53 女子200米蛙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0:53 女子200米蛙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0:09 女子200米蛙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18:30 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18:30 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18:30 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18:30 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0:00 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21:22 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

力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21:22 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



力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1:18 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

力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9:40 男子100米蝶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9:40 男子100米蝶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9:40 男子100米蝶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9:40 男子100米蝶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9:40 男子100米蝶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9:40 男子100米蝶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9:40 男子100米蝶泳 预赛第7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9:40 男子100米蝶泳 预赛第8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9:40 男子100米蝶泳 预赛第9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1:19 男子100米蝶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1:24 男子100米蝶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6日 10:07 男子100米蝶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9:44 男子200米蛙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9:44 男子200米蛙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9:44 男子200米蛙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9:44 男子200米蛙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9:44 男子200米蛙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9:44 男子200米蛙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9:44 男子200米蛙泳 预赛第7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0:47 男子200米蛙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0:47 男子200米蛙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0:00 男子200米蛙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20:40 女子400米自由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20:40 女子400米自由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20:40 女子400米自由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20:40 女子400米自由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20:40 女子400米自由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20:40 女子400米自由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1:14 女子400米自由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21:11 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

力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21:11 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

力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1:23 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

力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9:43 女子100米蛙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9:43 女子100米蛙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9:43 女子100米蛙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9:43 女子100米蛙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9:43 女子100米蛙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9:43 女子100米蛙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9:43 女子100米蛙泳 预赛第7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0:33 女子100米蛙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0:33 女子100米蛙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0:45 女子100米蛙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20:19 女子200米仰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20:19 女子200米仰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20:19 女子200米仰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20:19 女子200米仰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20:19 女子200米仰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0:23 女子200米仰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0:23 女子200米仰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6日 10:00 女子200米仰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9:36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9:36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9:36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9:36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9:36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1:23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1:23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1:09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19:28 男子400米自由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19:28 男子400米自由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19:28 男子400米自由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19:28 男子400米自由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19:28 男子400米自由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0:21 男子400米自由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20:45 男子100米蛙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20:45 男子100米蛙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20:45 男子100米蛙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20:45 男子100米蛙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20:45 男子100米蛙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20:45 男子100米蛙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20:45 男子100米蛙泳 预赛第7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20:45 男子100米蛙泳 预赛第8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9日 20:45 男子100米蛙泳 预赛第9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0:58 男子100米蛙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0:58 男子100米蛙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0:27 男子100米蛙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9:09 男子200米仰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9:09 男子200米仰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9:09 男子200米仰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9:09 男子200米仰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9:09 男子200米仰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9:09 男子200米仰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0:18 男子200米仰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0:18 男子200米仰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0:19 男子200米仰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20:17 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20:17 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20:17 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20:17 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20:17 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20:17 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1:07 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1:07 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0:45 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21:05 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

力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21:05 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

力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1:29 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

力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8:30 女子100米仰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8:30 女子100米仰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8:30 女子100米仰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8:30 女子100米仰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8:30 女子100米仰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8:30 女子100米仰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8:30 女子100米仰泳 预赛第7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0:00 女子100米仰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0:00 女子100米仰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0:20 女子100米仰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8:57 男子1500米自由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9:16 男子1500米自由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9:35 男子1500米自由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9:54 男子1500米自由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20:13 男子1500米自由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7日 10:06 男子1500米自由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9:03 女子800米自由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9:03 女子800米自由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9:03 女子800米自由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9:03 女子800米自由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4日 19:03 女子800米自由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6日 10:13 女子800米自由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8:30 女子200米自由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8:30 女子200米自由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8:30 女子200米自由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8:30 女子200米自由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8:30 女子200米自由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8:30 女子200米自由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0:00 女子200米自由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0:00 女子200米自由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0:11 女子200米自由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20:15 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

力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20:15 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

力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1:16 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

力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20:08 男子100米仰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20:08 男子100米仰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20:08 男子100米仰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20:08 男子100米仰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20:08 男子100米仰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20:08 男子100米仰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0:53 男子100米仰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0:53 男子100米仰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0:28 男子100米仰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8:30 女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8:30 女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8:30 女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3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8:30 女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4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8:30 女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5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8:30 女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6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8:30 女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7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8:30 女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8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8:30 女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9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8:30 女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10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8:30 女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11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8:30 女子50米自由泳 预赛第12组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6日 10:51 女子50米自由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6日 10:51 女子50米自由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7日 10:00 女子50米自由泳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20日 09:00 女子10公里公开水域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1日 09:00 男子10公里公开水域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水球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0日 09: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西班牙 vs 加拿大 英东游泳馆

8月10日 10:5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匈牙利 vs 黑山 英东游泳馆

8月10日 12:1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塞尔维亚 vs 德国 英东游泳馆

8月10日 14: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澳大利亚 vs 希腊 英东游泳馆

8月10日 15:2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克罗地亚 vs 意大利 英东游泳馆

8月10日 16:4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美国 vs 中国 英东游泳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加拿大 vs 黑山 英东游泳馆

8月12日 10:5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西班牙 vs 澳大利亚 英东游泳馆

8月12日 12:1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意大利 vs 美国 英东游泳馆

8月12日 14: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希腊 vs 匈牙利 英东游泳馆

8月12日 15:2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塞尔维亚 vs 克罗地亚 英东游泳馆

8月12日 16:4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德国 vs 中国 英东游泳馆

8月14日 09: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克罗地亚 vs 德国 英东游泳馆

8月14日 10:5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美国 vs 塞尔维亚 英东游泳馆

8月14日 12:1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匈牙利 vs 西班牙 英东游泳馆

8月14日 14: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黑山 vs 希腊 英东游泳馆

8月14日 15:2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澳大利亚 vs 加拿大 英东游泳馆

8月14日 16:4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中国 vs 意大利 英东游泳馆

8月16日 09: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德国 vs 意大利 英东游泳馆

8月16日 10:5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加拿大 vs 希腊 英东游泳馆

8月16日 12:1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克罗地亚 vs 美国 英东游泳馆

8月16日 14: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西班牙 vs 黑山 英东游泳馆

8月16日 15:2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澳大利亚 vs 匈牙利 英东游泳馆

8月16日 16:4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塞尔维亚 vs 中国 英东游泳馆

8月18日 09:3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塞尔维亚 vs 意大利 英东游泳馆

8月18日 10:5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匈牙利 vs 加拿大 英东游泳馆

8月18日 12:1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黑山 vs 澳大利亚 英东游泳馆

8月18日 14: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美国 vs 德国 英东游泳馆

8月18日 15:20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西班牙 vs 希腊 英东游泳馆

8月18日 16:4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中国 vs 克罗地亚 英东游泳馆

8月20日 09:30 男子团体赛 7-12名资格赛 : 加拿大 vs 意大利 英东游泳馆

8月20日 10:50 男子团体赛 7-12名资格赛 : 希腊 vs 中国 英东游泳馆

8月20日 16:00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 : 黑山 vs 克罗地亚 英东游泳馆

8月20日 17:20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 : 西班牙 vs 塞尔维亚 英东游泳馆

8月22日 09:30 男子团体赛 11-12名决赛 : 加拿大 vs 中国 英东游泳馆

8月22日 10:50 男子团体赛 7-10名资格赛 : 澳大利亚 vs 意大利 英东游泳馆

8月22日 17:00 男子团体赛 7-10名资格赛 : 德国 vs 希腊 英东游泳馆

8月22日 18:20 男子团体赛 半决赛 : 匈牙利 vs 黑山 英东游泳馆

8月22日 19:40 男子团体赛 半决赛 : 美国 vs 塞尔维亚 英东游泳馆

8月24日 09:30 男子团体赛 9-10名决赛 : 意大利 vs 德国 英东游泳馆

8月24日 10:50 男子团体赛 7-8名决赛 : 澳大利亚 vs 希腊 英东游泳馆

8月24日 13:00 男子团体赛 5-6名决赛 : 克罗地亚 vs 西班牙 英东游泳馆

8月24日 14:20 男子团体赛 3-4名决赛 : 黑山 vs 塞尔维亚 英东游泳馆

8月24日 15:40 男子团体赛 决赛 : 匈牙利 vs 美国 英东游泳馆

8月11日 13: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匈牙利 vs 荷兰 英东游泳馆

8月11日 14:2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俄罗斯 vs 意大利 英东游泳馆

8月11日 15:4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希腊 vs 澳大利亚 英东游泳馆

8月11日 17: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美国 vs 中国 英东游泳馆



8月13日 13: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匈牙利 vs 澳大利亚 英东游泳馆

8月13日 14:2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希腊 vs 荷兰 英东游泳馆

8月13日 15:4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美国 vs 意大利 英东游泳馆

8月13日 17: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俄罗斯 vs 中国 英东游泳馆

8月15日 13: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荷兰 vs 澳大利亚 英东游泳馆

8月15日 14:2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俄罗斯 vs 美国 英东游泳馆

8月15日 15:4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匈牙利 vs 希腊 英东游泳馆

8月15日 17: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意大利 vs 中国 英东游泳馆

8月17日 13:00 女子团体赛 7-8名决赛 : 俄罗斯 vs 希腊 英东游泳馆

8月17日 14:20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 : 中国 vs 澳大利亚 英东游泳馆

8月17日 15:40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 : 意大利 vs 荷兰 英东游泳馆

8月19日 13:00 女子团体赛 5-6名决赛 : 中国 vs 意大利 英东游泳馆

8月19日 14:20 女子团体赛 半决赛 : 美国 vs 澳大利亚 英东游泳馆

8月19日 15:40 女子团体赛 半决赛 : 匈牙利 vs 荷兰 英东游泳馆

8月21日 17:00 女子团体赛 3-4名决赛 : 澳大利亚 vs 匈牙利 英东游泳馆

8月21日 18:20 女子团体赛 决赛 : 美国 vs 荷兰 英东游泳馆

跳水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8日 19:00 男子3米跳板 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9日 10:00 男子3米跳板 半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9日 20:30 男子3米跳板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20日 19:00 女子10米跳台 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21日 10:00 女子10米跳台 半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21日 20:00 女子10米跳台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22日 19:00 男子10米跳台 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23日 10:00 男子10米跳台 半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23日 20:00 男子10米跳台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0日 14:30 女子双人3米跳板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3日 14:30 男子双人3米跳板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2日 14:30 女子双人10米跳台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1日 14:30 男子双人10米跳台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5日 13:30 女子3米跳板 预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6日 20:00 女子3米跳板 半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7日 20:30 女子3米跳板 决赛 国家游泳中心

花样游泳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8日 15:00 女子双人 预赛双人技术自选 国家游泳中心

8月19日 15:00 女子双人 预赛双人自由自选 国家游泳中心

8月20日 15:00 女子双人 决赛双人自由自选 国家游泳中心

8月22日 15:00 女子团体赛 集体技术自选 国家游泳中心

8月23日 15:00 女子团体赛 集体自由自选 国家游泳中心

羽毛球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2日 12:46 混合双打 1/8决赛 : 维迪安托/纳西尔 vs 韩湘训/黄游美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46 混合双打 1/8决赛 : 普拉帕卡莫尔/桑松卡姆 vs 比雷斯/洛克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51 混合双打 1/8决赛 : 何汉斌/于洋 vs 克拉克/克洛格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52 混合双打 1/8决赛 : 马特乌塞克/科斯蒂乌塞克 vs 克匹顿/阿

万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9:30 混合双打 1/8决赛 : 霍普/奥维泽尔 vs 林培雷/玛丽萨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9:57 混合双打 1/8决赛 : 罗布森/埃姆斯 vs 郑波/高崚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20:17 混合双打 1/8决赛 : 雷伯恩/莱特 vs 李彦辉/李羽佳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21:03 混合双打 1/8决赛 : 克雷格-库珀/弗莱维尔 vs 李龙大/李孝贞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1:50 混合双打 1/4决赛 : 何汉斌/于洋 vs 马特乌塞克/科斯蒂乌塞

克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3:12 混合双打 1/4决赛 : 维迪安托/纳西尔 vs 普拉帕卡莫尔/桑松

卡姆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20:08 混合双打 1/4决赛 : 李龙大/李孝贞 vs 罗布森/埃姆斯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22:07 混合双打 1/4决赛 : 雷伯恩/莱特 vs 林培雷/玛丽萨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9:43 混合双打 半决赛 : 维迪安托/纳西尔 vs 何汉斌/于洋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20:50 混合双打 半决赛 : 林培雷/玛丽萨 vs 李龙大/李孝贞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9:48 混合双打 3-4名决赛 : 何汉斌/于洋 vs 林培雷/玛丽萨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20:38 混合双打 决赛 : 维迪安托/纳西尔 vs 李龙大/李孝贞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3:25 女子双打 1/8决赛 : 杨维/张洁雯 vs 纳西尔/玛丽萨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3:25 女子双打 1/8决赛 : 塔尼亚-路易斯/尤尼亚-塔纳卡 vs 前田美

顺/末纲聪子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3:25 女子双打 1/8决赛 : 李敬元/李孝贞 vs 黄佩蒂/陈仪慧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3:26 女子双打 1/8决赛 : 芒卡拉基里 vs 江彦媚/李羽佳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21:41 女子双打 1/8决赛 : 埃姆斯/克洛格 vs 张亚雯/魏轶力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22:03 女子双打 1/8决赛 : 河贞恩/金旼贞 vs 杜婧/于洋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22:04 女子双打 1/8决赛 : 弗莱尔/莱特 vs 小椋久美子/潮田玲子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22:04 女子双打 1/8决赛 : 爱德华兹/波茨 vs 简毓瑾/程文欣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4:45 女子双打 1/4决赛 : 杨维/张洁雯 vs 前田美顺/末纲聪子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21:24 女子双打 1/4决赛 : 李敬元/李孝贞 vs 江彦媚/李羽佳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21:50 女子双打 1/4决赛 : 小椋久美子/潮田玲子 vs 杜婧/于洋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22:06 女子双打 1/4决赛 : 简毓瑾/程文欣 vs 张亚雯/魏轶力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4:26 女子双打 半决赛 : 前田美顺/末纲聪子 vs 李敬元/李孝贞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22:25 女子双打 半决赛 : 张亚雯/魏轶力 vs 杜婧/于洋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20:30 女子双打 3-4名决赛 : 前田美顺/末纲聪子 vs 张亚雯/魏轶力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22:20 女子双打 决赛 : 杜婧/于洋 vs 李敬元/李孝贞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0:1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瓦查 vs 穆斯特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0:45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兹维布勒 vs 伊万斯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5:1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谢裕兴 vs 梅赫拉比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9:05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Ville L錸g vs 德鲁兹琴科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9:25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史密斯 vs 库卡尔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9:5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纳维科卡斯 vs 阿维安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20:0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埃尔文 vs 戈麦兹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0:00 男子单打 1/16决赛 : 苏西洛 vs 李宗伟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0:20 男子单打 1/16决赛 : 兹维布勒 vs 史密斯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0:45 男子单打 1/16决赛 : 瓦查 vs Christian B鰏iger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0:55 男子单打 1/16决赛 : 纳维科卡斯 vs 普克霍夫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1:10 男子单打 1/16决赛 : 李炫一 vs 乔纳森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1:45 男子单打 1/16决赛 : 波萨那 vs 索尼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1:55 男子单打 1/16决赛 : Ville L錸g vs 拉居-莱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2:30 男子单打 1/16决赛 : 科顿 vs 鲍春来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8:40 男子单打 1/16决赛 : 皮特-盖德 vs 拉斯马里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9:05 男子单打 1/16决赛 : 林丹 vs 吴蔚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9:40 男子单打 1/16决赛 : 陶菲克 vs 黄综翰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9:50 男子单打 1/16决赛 : 埃尔文 vs 马姆贝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20:00 男子单打 1/16决赛 : 陈金 vs 穆迪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20:15 男子单打 1/16决赛 : 佐藤翔治 vs 斯里达尔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20:35 男子单打 1/16决赛 : 埃基尔 vs 朴成奂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20:50 男子单打 1/16决赛 : 谢裕兴 vs 阮天明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20 男子单打 1/8决赛 : Ville L錸g vs 索尼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5 男子单打 1/8决赛 : 纳维科卡斯 vs 李宗伟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1:30 男子单打 1/8决赛 : 李炫一 vs 兹维布勒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20 男子单打 1/8决赛 : 鲍春来 vs 瓦查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8:30 男子单打 1/8决赛 : 皮特-盖德 vs 佐藤翔治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9:15 男子单打 1/8决赛 : 林丹 vs 朴成奂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9:50 男子单打 1/8决赛 : 陈金 vs 埃尔文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20:15 男子单打 1/8决赛 : 黄综翰 vs 谢裕兴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00 男子单打 1/4决赛 : 陈金 vs 谢裕兴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1:30 男子单打 1/4决赛 : 索尼 vs 李宗伟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8:30 男子单打 1/4决赛 : 李炫一 vs 鲍春来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20:00 男子单打 1/4决赛 : 林丹 vs 皮特-盖德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8:30 男子单打 半决赛 : 李炫一 vs 李宗伟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20:30 男子单打 半决赛 : 林丹 vs 陈金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22:14 男子单打 3-4名决赛 : 陈金 vs 李炫一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21:42 男子单打 决赛 : 林丹 vs 李宗伟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45 男子双打 1/8决赛 : 埃里克森/伦加德 vs 蔡赟/傅海峰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55 男子双打 1/8决赛 : R-戴德纳姆/C-戴德纳姆 vs 白国豪/马雷

松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1:10 男子双打 1/8决赛 : 哈迪扬托/阿尔文 vs 大束忠司/舛田圭太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1:45 男子双打 1/8决赛 : 郑在成/李龙大 vs 帕斯克/拉斯姆森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9:05 男子双打 1/8决赛 : 古健杰/陈文宏 vs 坂本修一/池田信太郎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9:40 男子双打 1/8决赛 : 基多/塞蒂亚万 vs 郭振东/谢中博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20:35 男子双打 1/8决赛 : 洛格兹/马特乌塞克 vs 格伦-瓦菲/史密斯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21:30 男子双打 1/8决赛 : 李在珍/黄智万 vs 钟腾福/李万华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45 男子双打 1/4决赛 : 大束忠司/舛田圭太 vs 李在珍/黄智万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3:00 男子双打 1/4决赛 : 白国豪/马雷松 vs 蔡赟/傅海峰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9:15 男子双打 1/4决赛 : 帕斯克/拉斯姆森 vs 洛格兹/马特乌塞克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21:30 男子双打 1/4决赛 : 基多/塞蒂亚万 vs 古健杰/陈文宏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0:00 男子双打 半决赛 : 基多/塞蒂亚万 vs 帕斯克/拉斯姆森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3:00 男子双打 半决赛 : 李在珍/黄智万 vs 蔡赟/傅海峰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2:14 男子双打 3-4名决赛 : 李在珍/黄智万 vs 帕斯克/拉斯姆森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23:04 男子双打 决赛 : 蔡赟/傅海峰 vs 基多/塞蒂亚万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09:0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谢杏芳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09:0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郑韶婕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09:0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特维尔迪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09:0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里维罗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09:0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皮红艳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09:0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波萨那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09:0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张宁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09:0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徐怀雯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09:0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涅米宁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09:0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卢兰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09:0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库恩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09:0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黄妙珠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09:0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哈林顿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09:0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尤丽安蒂 vs 斯琴克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09:0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Akvile Stapu歛ityte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09:0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拉斯姆森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09:0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Eva Sl醖ekov�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09:0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王晨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09:1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Joana Mart韓ez vs 卡罗尔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09:2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广濑荣理子 vs Ragna Ing髄fsd髏tir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09:35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格里加 vs 阿莱格里尼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4:0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莱斯 vs 李忆恒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4:1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齐科格尼尼 vs 穆拉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4:2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邢爱英 vs 科侬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4:35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哈迪亚-陶菲克 vs 奇纳斯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5:45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内德尔特切娃 vs 佩尔森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8:4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Kristina Lud韐ov� vs 丹尼尔斯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8:5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玛吉 vs 托尔莫夫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9:15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全在娟 vs 奥古斯辛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9:40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内赫瓦尔 vs 迪赫尔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20:15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哈拉姆 vs 叶佩延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25:35 女子单打 1/32决赛 : 贾亚辛格 vs 阮容玉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0:35 女子单打 1/8决赛 : 皮红艳 vs 广濑荣理子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1:20 女子单打 1/8决赛 : 张宁 vs 全在娟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1:30 女子单打 1/8决赛 : 尤丽安蒂 vs 拉斯姆森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2:05 女子单打 1/8决赛 : 内赫瓦尔 vs 王晨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8:30 女子单打 1/8决赛 : 徐怀雯 vs 哈拉姆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8:50 女子单打 1/8决赛 : 卢兰 vs 莱斯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9:15 女子单打 1/8决赛 : 谢杏芳 vs 科侬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9:25 女子单打 1/8决赛 : 黄妙珠 vs 内德尔特切娃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00 女子单打 1/4决赛 : 尤丽安蒂 vs 内赫瓦尔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1:30 女子单打 1/4决赛 : 皮红艳 vs 张宁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8:30 女子单打 1/4决赛 : 卢兰 vs 黄妙珠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20:00 女子单打 1/4决赛 : 谢杏芳 vs 徐怀雯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1:00 女子单打 半决赛 : 谢杏芳 vs 卢兰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女子单打 半决赛 : 尤丽安蒂 vs 张宁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单打 3-4名决赛 : 卢兰 vs 尤丽安蒂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2:00 女子单打 决赛 : 谢杏芳 vs 张宁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Badminton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0日 11:1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达贝卡 vs 朴成奂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林丹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吴蔚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埃基尔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皮特-盖德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拉斯马里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佐藤翔治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斯里达尔 vs 瓦斯康塞洛斯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陈金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穆迪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马姆贝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陶菲克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黄综翰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阮天明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李炫一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乔纳森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Christian B鰏iger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鲍春来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拉居-莱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波萨那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索尼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普克霍夫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李宗伟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0:00 女子单打 1/16决赛 : 阮容玉 vs 广濑荣理子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0:10 女子单打 1/16决赛 : 玛吉 vs 全在娟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0:20 女子单打 1/16决赛 : 里维罗 vs 皮红艳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0:35 女子单打 1/16决赛 : 格里加 vs 内赫瓦尔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0:55 女子单打 1/16决赛 : Akvile Stapu歛ityte vs 拉斯姆森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1:45 女子单打 1/16决赛 : Joana Mart韓ez vs 尤丽安蒂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8:30 女子单打 1/16决赛 : Eva Sl醖ekov� vs 王晨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8:40 女子单打 1/16决赛 : 卢兰 vs 库恩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8:50 女子单打 1/16决赛 : 黄妙珠 vs 哈林顿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05 女子单打 1/16决赛 : 特维尔迪 vs 科侬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15 女子单打 1/16决赛 : 齐科格尼尼 vs 莱斯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25 女子单打 1/16决赛 : 哈拉姆 vs Kristina Lud韐ov�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50 女子单打 1/16决赛 : 谢杏芳 vs 郑韶婕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20:00 女子单打 1/16决赛 : 徐怀雯 vs 涅米宁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20:15 女子单打 1/16决赛 : 哈迪亚-陶菲克 vs 内德尔特切娃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Badminton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科顿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Badminton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0日 19:40 男子单打 1/32决赛 : 苏西洛 vs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Badminton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0日 10:45 女子单打 1/16决赛 : 波萨那 vs 张宁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拳击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2日 13:30 男子51公斤级 1/16决赛 : 萨尔塞姆巴耶夫 vs 卡乔尔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13:30 男子51公斤级 1/16决赛 : 多尼约罗夫 vs 伊伦古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13:30 男子51公斤级 1/16决赛 : 库马尔 vs 梅米什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13:30 男子51公斤级 1/16决赛 : 卡洛斯 vs 托马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13:30 男子51公斤级 1/16决赛 : 皮卡尔迪 vs 奇亚尼卡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19:00 男子51公斤级 1/16决赛 : 谢里夫 vs 斯蒂芬-萨瑟兰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19:00 男子51公斤级 1/16决赛 : 沃伦 vs 李西康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19:00 男子51公斤级 1/16决赛 : 马马多夫 vs 尼哈拉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19:00 男子51公斤级 1/16决赛 : 琼乔霍 vs 瓦伦祖拉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19:00 男子51公斤级 1/16决赛 : 拉特纳亚克 vs 热苏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19:00 男子51公斤级 1/16决赛 : 豪克 vs 尤努索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20:15 男子51公斤级 1/16决赛 : 麦克威廉姆斯-阿罗约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20:15 男子51公斤级 1/16决赛 : 卡鲁子拉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20:15 男子51公斤级 1/16决赛 : 拉菲塔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20:15 男子51公斤级 1/16决赛 : 哈立德-亚费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20:15 男子51公斤级 1/16决赛 : 巴拉克申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13:30 男子51公斤级 1/8决赛 : 麦克威廉姆斯-阿罗约 vs 卡鲁子拉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13:45 男子51公斤级 1/8决赛 : 拉菲塔 vs 哈立德-亚费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14:00 男子51公斤级 1/8决赛 : 巴拉克申 vs 萨尔塞姆巴耶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14:15 男子51公斤级 1/8决赛 : 多尼约罗夫 vs 库马尔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14:30 男子51公斤级 1/8决赛 : 卡洛斯 vs 皮卡尔迪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14:45 男子51公斤级 1/8决赛 : 谢里夫 vs 李西康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15:00 男子51公斤级 1/8决赛 : 马马多夫 vs 琼乔霍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15:15 男子51公斤级 1/8决赛 : 热苏斯 vs 尤努索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0日 19:00 男子51公斤级 1/4决赛 : 麦克威廉姆斯-阿罗约 vs 拉菲塔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0日 19:16 男子51公斤级 1/4决赛 : 巴拉克申 vs 库马尔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0日 19:31 男子51公斤级 1/4决赛 : 皮卡尔迪 vs 谢里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0日 19:46 男子51公斤级 1/4决赛 : 琼乔霍 vs 尤努索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2日 13:30 男子51公斤级 半决赛 : 拉菲塔 vs 巴拉克申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2日 13:46 男子51公斤级 半决赛 : 皮卡尔迪 vs 琼乔霍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3日 19:00 男子51公斤级 决赛 : 拉菲塔 vs 琼乔霍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13:30 男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Robson Concei玢o vs 李洋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13:30 男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纳瓦罗-冈萨雷斯 vs 路易斯-波罗索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13:30 男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拉利特-拉克拉 vs 巴霍季尔忠-苏尔托诺

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13:30 男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瓦西里-洛马琴科 vs 谢里莫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13:30 男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雷内尔-威廉姆斯 vs 阿莱西奥-迪萨维诺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13:30 男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保罗-菲林明 vs 克达菲-杰尔克伊尔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19:00 男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尼古拉斯-奥科斯 vs 阿度罗-桑托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19:00 男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什利 vs 威廉-格雷乔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19:00 男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奥克托普斯-扎涅 vs 托伦特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19:00 男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卓力格特巴特尔-恩赫卓力格 vs 奎泰因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19:00 男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塔托-巴特谢吉 vs 尼科洛兹-伊佐里亚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19:00 男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贾法罗夫 vs 沙欣-伊姆拉诺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20:15 男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基里奇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20:15 男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清水觉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20:15 男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阿迪-赛隆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20:15 男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卡德尔-沙迪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13:45 男子57公斤级 1/8决赛 : 基里奇 vs 清水觉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14:03 男子57公斤级 1/8决赛 : 阿迪-赛隆 vs 卡德尔-沙迪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14:20 男子57公斤级 1/8决赛 : 李洋 vs 路易斯-波罗索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14:36 男子57公斤级 1/8决赛 : 巴霍季尔忠-苏尔托诺夫 vs 瓦西里-洛马

琴科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21:25 男子57公斤级 1/8决赛 : 雷内尔-威廉姆斯 vs 克达菲-杰尔克伊尔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21:42 男子57公斤级 1/8决赛 : 阿度罗-桑托斯 vs 什利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21:59 男子57公斤级 1/8决赛 : 托伦特 vs 卓力格特巴特尔-恩赫卓力格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22:17 男子57公斤级 1/8决赛 : 尼科洛兹-伊佐里亚 vs 沙欣-伊姆拉诺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8日 20:25 男子57公斤级 1/4决赛 : 基里奇 vs 卡德尔-沙迪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8日 20:39 男子57公斤级 1/4决赛 : 李洋 vs 瓦西里-洛马琴科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8日 20:55 男子57公斤级 1/4决赛 : 克达菲-杰尔克伊尔 vs 阿度罗-桑托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8日 21:12 男子57公斤级 1/4决赛 : 托伦特 vs 沙欣-伊姆拉诺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2日 14:01 男子57公斤级 半决赛 : 基里奇 vs 瓦西里-洛马琴科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2日 14:16 男子57公斤级 半决赛 : 克达菲-杰尔克伊尔 vs 沙欣-伊姆拉诺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3日 19:36 男子57公斤级 决赛 : 瓦西里-洛马琴科 vs 克达菲-杰尔克伊尔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13:30 男子64公斤级 1/16决赛 : 麦麦提图尔荪-琼 vs 克瓦勒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13:30 男子64公斤级 1/16决赛 : 卡瓦略 vs 科林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13:30 男子64公斤级 1/16决赛 : 德里斯-穆萨德 vs 托德-基德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13:30 男子64公斤级 1/16决赛 : 伊格莱西亚斯 vs 斯梅拉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13:30 男子64公斤级 1/16决赛 : 乔伊斯 vs 凯特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13:30 男子64公斤级 1/16决赛 : F閘ix D韆z vs 哈姆巴尔德祖姆延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19:00 男子64公斤级 1/16决赛 : 塞帕赫瓦迪 vs 哈斯尼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19:00 男子64公斤级 1/16决赛 : 格希奥尔吉 vs 乔纳森-冈萨雷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19:00 男子64公斤级 1/16决赛 : 乌兰奇梅格 vs 布瓦尔亚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19:00 男子64公斤级 1/16决赛 : 吉奥尔吉耶夫 vs 莫里亚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19:00 男子64公斤级 1/16决赛 : 尼奎耶 vs 桑德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19:00 男子64公斤级 1/16决赛 : 瓦斯迪恩 vs 卡瓦利亚乌斯卡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20:15 男子64公斤级 1/16决赛 : 萨皮耶夫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20:15 男子64公斤级 1/16决赛 : Johnny S醤chez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20:15 男子64公斤级 1/16决赛 : 马努斯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20:15 男子64公斤级 1/16决赛 : 昌次川内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19:00 男子64公斤级 1/8决赛 : 萨皮耶夫 vs Johnny S醤chez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19:30 男子64公斤级 1/8决赛 : 克瓦勒夫 vs 科林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19:40 男子64公斤级 1/8决赛 : 马努斯 vs 昌次川内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19:45 男子64公斤级 1/8决赛 : 德里斯-穆萨德 vs 伊格莱西亚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20:00 男子64公斤级 1/8决赛 : 乔伊斯 vs F閘ix D韆z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20:15 男子64公斤级 1/8决赛 : 塞帕赫瓦迪 vs 格希奥尔吉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20:30 男子64公斤级 1/8决赛 : 乌兰奇梅格 vs 吉奥尔吉耶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20:45 男子64公斤级 1/8决赛 : 桑德斯 vs 瓦斯迪恩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7日 19:15 男子64公斤级 1/4决赛 : 萨皮耶夫 vs 马努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7日 19:32 男子64公斤级 1/4决赛 : 克瓦勒夫 vs 伊格莱西亚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7日 19:49 男子64公斤级 1/4决赛 : F閘ix D韆z vs 塞帕赫瓦迪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7日 20:05 男子64公斤级 1/4决赛 : 乌兰奇梅格 vs 瓦斯迪恩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2日 14:31 男子64公斤级 半决赛 : 马努斯 vs 伊格莱西亚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2日 14:46 男子64公斤级 半决赛 : F閘ix D韆z vs 瓦斯迪恩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3日 20:11 男子64公斤级 决赛 : 马努斯 vs F閘ix D韆z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13:30 男子75公斤级 1/16决赛 : 特邦杰 vs 克罗波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13:30 男子75公斤级 1/16决赛 : 赛义德-拉奇蒂 vs 巴克蒂亚尔_阿尔塔耶

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13:30 男子75公斤级 1/16决赛 : 德格勒 vs 豪开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13:30 男子75公斤级 1/16决赛 : 肖恩-埃斯特拉达 vs 马德纳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13:30 男子75公斤级 1/16决赛 : 哈科比扬 vs 萨拉库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13:30 男子75公斤级 1/16决赛 : 雷蒙 vs 叶利绍德-拉苏洛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19:00 男子75公斤级 1/16决赛 : 贝尤科斯 vs 弗莱切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19:00 男子75公斤级 1/16决赛 : 王建政 vs 杰列维扬琴科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19:00 男子75公斤级 1/16决赛 : 康斯坦丁-布盖 vs Carlos G髇gora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19:00 男子75公斤级 1/16决赛 : 萨利库-比恩贝 vs 乔治斯-加齐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19:00 男子75公斤级 1/16决赛 : 赵德珍 vs 昂康-冲普蓬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19:00 男子75公斤级 1/16决赛 : 巴度_杰克 vs 维金德尔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20:15 男子75公斤级 1/16决赛 : 阿方索-布兰科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20:15 男子75公斤级 1/16决赛 : 努内兹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20:15 男子75公斤级 1/16决赛 : 萨瑟兰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20:15 男子75公斤级 1/16决赛 : 卡塞尔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15:30 男子75公斤级 1/8决赛 : 阿方索-布兰科 vs 努内兹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15:45 男子75公斤级 1/8决赛 : 萨瑟兰 vs 卡塞尔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16:00 男子75公斤级 1/8决赛 : 克罗波夫 vs 巴克蒂亚尔_阿尔塔耶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16:15 男子75公斤级 1/8决赛 : 德格勒 vs 肖恩-埃斯特拉达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21:00 男子75公斤级 1/8决赛 : 哈科比扬 vs 叶利绍德-拉苏洛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21:15 男子75公斤级 1/8决赛 : 贝尤科斯 vs 杰列维扬琴科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21:30 男子75公斤级 1/8决赛 : Carlos G髇gora vs 乔治斯-加齐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21:45 男子75公斤级 1/8决赛 : 昂康-冲普蓬 vs 维金德尔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0日 20:01 男子75公斤级 1/4决赛 : 阿方索-布兰科 vs 萨瑟兰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0日 20:16 男子75公斤级 1/4决赛 : 巴克蒂亚尔_阿尔塔耶夫 vs 德格勒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0日 20:31 男子75公斤级 1/4决赛 : 叶利绍德-拉苏洛夫 vs 贝尤科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0日 20:46 男子75公斤级 1/4决赛 : Carlos G髇gora vs 维金德尔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2日 15:01 男子75公斤级 半决赛 : 萨瑟兰 vs 德格勒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2日 15:16 男子75公斤级 半决赛 : 贝尤科斯 vs 维金德尔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3日 20:46 男子75公斤级 决赛 : 德格勒 vs 贝尤科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15:01 男子91公斤级 1/8决赛 : 奥斯迈-阿科斯塔 vs 奥兰雷瓦朱-杜罗多

拉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15:01 男子91公斤级 1/8决赛 : 伊利亚斯-帕夫利季斯 vs 米洛拉德-加约

维奇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15:01 男子91公斤级 1/8决赛 : 戴维斯-胡利奥 vs 约翰-姆班巴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15:01 男子91公斤级 1/8决赛 : 扎克凯耶夫 vs 马扎赫瑞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15:01 男子91公斤级 1/8决赛 : 阿卜杜勒-阿齐兹-图伊尔比尼 vs 维尔德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15:01 男子91公斤级 1/8决赛 : 布拉德-皮特 vs 阿尔亚乌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15:01 男子91公斤级 1/8决赛 : 尼加提玉山 vs 亚历山大-乌瑟克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15:01 男子91公斤级 1/8决赛 : 克莱门特-鲁索 vs 维克塔尔-祖耶乌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7日 21:32 男子91公斤级 1/4决赛 : 奥斯迈-阿科斯塔 vs 伊利亚斯-帕夫利季

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7日 21:49 男子91公斤级 1/4决赛 : 约翰-姆班巴 vs 扎克凯耶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7日 22:08 男子91公斤级 1/4决赛 : 维尔德 vs 阿尔亚乌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7日 22:23 男子91公斤级 1/4决赛 : 亚历山大-乌瑟克 vs 克莱门特-鲁索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2日 15:31 男子91公斤级 半决赛 : 奥斯迈-阿科斯塔 vs 扎克凯耶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2日 15:46 男子91公斤级 半决赛 : 维尔德 vs 克莱门特-鲁索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3日 21:21 男子91公斤级 决赛 : 扎克凯耶夫 vs 克莱门特-鲁索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13:30 男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马兹希克 vs 卡格博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13:30 男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贝达克 vs 扎基波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13:30 男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埃索姆巴 vs 丹尼尔扬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13:30 男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巫巴阿里 vs 苏尔托诺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13:30 男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贝姆德兹 vs 邹市明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13:30 男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蒙特罗 vs 比拉里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19:00 男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阿姆纳特-雷恩伦 vs 杰克-维利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19:00 男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塞尔达姆巴 vs 塞尔格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19:00 男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德拉尼维 vs 路易斯-雅内兹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19:00 男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西加耶夫 vs 阿兰帕严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19:00 男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赫尔南德兹 vs 多斯蒂耶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19:00 男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普朗格 vs 哈利-塔纳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19:00 男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布奇图克 vs 卡瓦略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20:30 男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巴恩斯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20:30 男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Jos� Luis Meza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20:30 男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乌托尼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19:00 男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巴恩斯 vs Jos� Luis Meza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19:00 男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乌托尼 vs 马兹希克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19:00 男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扎基波夫 vs 丹尼尔扬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19:00 男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巫巴阿里 vs 邹市明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19:00 男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蒙特罗 vs 阿姆纳特-雷恩伦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19:00 男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塞尔达姆巴 vs 路易斯-雅内兹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19:00 男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西加耶夫 vs 赫尔南德兹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6日 19:00 男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普朗格 vs 卡瓦略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9日 19:00 男子48公斤级 1/4决赛 : 巴恩斯 vs 马兹希克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9日 19:16 男子48公斤级 1/4决赛 : 扎基波夫 vs 邹市明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9日 19:31 男子48公斤级 1/4决赛 : 阿姆纳特-雷恩伦 vs 塞尔达姆巴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9日 19:46 男子48公斤级 1/4决赛 : 赫尔南德兹 vs 卡瓦略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2日 19:00 男子48公斤级 半决赛 : 巴恩斯 vs 邹市明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2日 19:16 男子48公斤级 半决赛 : 塞尔达姆巴 vs 赫尔南德兹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4日 13:37 男子48公斤级 决赛 : 邹市明 vs 塞尔达姆巴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15:01 男子54公斤级 1/16决赛 : 萨米尔 vs H閏tor Manzanilla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15:01 男子54公斤级 1/16决赛 : 朱利 vs 恩凯图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15:01 男子54公斤级 1/16决赛 : 拉希莫夫 vs 托吉巴耶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15:01 男子54公斤级 1/16决赛 : 谷雨 vs 乔-穆雷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15:01 男子54公斤级 1/16决赛 : 哈齐霍夫 vs 戈扬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20:31 男子54公斤级 1/16决赛 : 沃多甫雅诺夫 vs 麦克乔-阿罗约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20:31 男子54公斤级 1/16决赛 : 阿里-阿拉布 vs 库马尔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20:31 男子54公斤级 1/16决赛 : 卢克-伯伊德 vs 科胡米萨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20:31 男子54公斤级 1/16决赛 : 梅斯巴希 vs 乔纳顿-罗梅罗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20:31 男子54公斤级 1/16决赛 : 乌拉迪 vs 内文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20:31 男子54公斤级 1/16决赛 : 乌干 vs 巴尔德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21:45 男子54公斤级 1/16决赛 : 贝奇功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21:45 男子54公斤级 1/16决赛 : 帕里内洛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21:45 男子54公斤级 1/16决赛 : 阿布塔利波夫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21:45 男子54公斤级 1/16决赛 : 莱昂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2日 21:45 男子54公斤级 1/16决赛 : 韩顺铢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19:16 男子54公斤级 1/8决赛 : 贝奇功 vs 帕里内洛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19:31 男子54公斤级 1/8决赛 : 阿布塔利波夫 vs 莱昂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19:49 男子54公斤级 1/8决赛 : 韩顺铢 vs H閏tor Manzanilla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20:05 男子54公斤级 1/8决赛 : 朱利 vs 托吉巴耶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20:20 男子54公斤级 1/8决赛 : 谷雨 vs 戈扬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20:43 男子54公斤级 1/8决赛 : 沃多甫雅诺夫 vs 库马尔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20:57 男子54公斤级 1/8决赛 : 科胡米萨 vs 梅斯巴希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21:08 男子54公斤级 1/8决赛 : 内文 vs 乌干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8日 19:15 男子54公斤级 1/4决赛 : 贝奇功 vs 莱昂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8日 19:31 男子54公斤级 1/4决赛 : H閏tor Manzanilla vs 朱利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8日 19:48 男子54公斤级 1/4决赛 : 戈扬 vs 库马尔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8日 20:05 男子54公斤级 1/4决赛 : 科胡米萨 vs 乌干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2日 19:31 男子54公斤级 半决赛 : 莱昂 vs 朱利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2日 19:46 男子54公斤级 半决赛 : 戈扬 vs 乌干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4日 14:20 男子54公斤级 决赛 : 莱昂 vs 乌干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15:01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埃韦尔顿-洛佩斯　 vs 阿瑟尔别克-塔拉

斯巴耶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15:01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安东尼 vs 朱利叶斯-因东戈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15:01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蒂琴科 vs 赛菲丁-纳杰马维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15:01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多梅尼科-瓦伦蒂诺 vs 塔姆萨马尼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15:01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哈姆扎-卡拉穆 vs 约丹尼斯-乌加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20:31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杰奥尔吉安-波佩斯库 vs 萨达姆-阿里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20:31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拉扎纳德拉库图 vs 巴尔加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20:31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达乌达-苏 vs 金成国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20:31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奥努尔-希帕尔 vs 佩德拉萨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20:31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亚历山大-克柳奇科 vs 胡青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20:31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沃尔高-米克洛什 vs 梅烈-阿克沙洛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21:45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白仲燮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21:45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披猜-沙育达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21:45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奥拉瓦莱-拉瓦尔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21:45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赫拉奇克-贾瓦赫扬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1日 21:45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达莱斯-佩雷斯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14:58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白仲燮 vs 披猜-沙育达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15:11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奥拉瓦莱-拉瓦尔 vs 赫拉奇克-贾瓦赫扬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15:27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达莱斯-佩雷斯 vs 阿瑟尔别克-塔拉斯巴

耶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15:43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安东尼 vs 蒂琴科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16:0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多梅尼科-瓦伦蒂诺 vs 约丹尼斯-乌加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16:18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杰奥尔吉安-波佩斯库 vs 巴尔加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16:36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达乌达-苏 vs 佩德拉萨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5日 16:54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胡青 vs 梅烈-阿克沙洛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9日 20:01 男子60公斤级 1/4决赛 : 白仲燮 vs 赫拉奇克-贾瓦赫扬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9日 20:16 男子60公斤级 1/4决赛 : 达莱斯-佩雷斯 vs 蒂琴科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9日 20:31 男子60公斤级 1/4决赛 : 约丹尼斯-乌加斯 vs 杰奥尔吉安-波佩斯

库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9日 20:46 男子60公斤级 1/4决赛 : 达乌达-苏 vs 胡青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2日 20:01 男子60公斤级 半决赛 : 蒂琴科 vs 赫拉奇克-贾瓦赫扬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2日 20:16 男子60公斤级 半决赛 : 达乌达-苏 vs 约丹尼斯-乌加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4日 14:41 男子60公斤级 决赛 : 蒂琴科 vs 达乌达-苏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15:01 男子69公斤级 1/16决赛 : 乔-桑德斯 vs 基利奇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15:01 男子69公斤级 1/16决赛 : 约翰逊 vs 罗兰德-莫塞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15:01 男子69公斤级 1/16决赛 : 卡斯蒂略 vs 斯特莱特斯基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15:01 男子69公斤级 1/16决赛 : 马基纳 vs 哈那提-斯拉木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15:01 男子69公斤级 1/16决赛 : 邦贡戈 vs 穆莱玛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15:01 男子69公斤级 1/16决赛 : 萨尔塞克巴耶夫 vs 亚当_普鲁匹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20:31 男子69公斤级 1/16决赛 : 格鲁萨克 vs 奥玛霍尼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20:31 男子69公斤级 1/16决赛 : 巴希洛夫 vs 齐古尔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20:31 男子69公斤级 1/16决赛 : 科哈利西 vs 马赫姆多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20:31 男子69公斤级 1/16决赛 : 安德雷德 vs 扎瓦尼亚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20:31 男子69公斤级 1/16决赛 : 库苏托 vs 巴兰诺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20:31 男子69公斤级 1/16决赛 : 努拉迪诺夫 vs 杰克森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20:31 男子69公斤级 1/16决赛 : 凯茨 vs 金贞珠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22:00 男子69公斤级 1/16决赛 : N-布恩约姆侬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22:00 男子69公斤级 1/16决赛 : 阿布丁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0日 22:00 男子69公斤级 1/16决赛 : C-苏亚雷斯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13:30 男子69公斤级 1/8决赛 : N-布恩约姆侬 vs 阿布丁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13:45 男子69公斤级 1/8决赛 : C-苏亚雷斯 vs 乔-桑德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14:00 男子69公斤级 1/8决赛 : 约翰逊 vs 斯特莱特斯基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14:15 男子69公斤级 1/8决赛 : 哈那提-斯拉木 vs 穆莱玛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21:00 男子69公斤级 1/8决赛 : 萨尔塞克巴耶夫 vs 格鲁萨克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21:15 男子69公斤级 1/8决赛 : 齐古尔 vs 马赫姆多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21:30 男子69公斤级 1/8决赛 : 安德雷德 vs 巴兰诺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21:45 男子69公斤级 1/8决赛 : 杰克森 vs 金贞珠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7日 20:22 男子69公斤级 1/4决赛 : 阿布丁 vs C-苏亚雷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7日 20:39 男子69公斤级 1/4决赛 : 约翰逊 vs 哈那提-斯拉木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7日 20:56 男子69公斤级 1/4决赛 : 萨尔塞克巴耶夫 vs 马赫姆多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7日 21:14 男子69公斤级 1/4决赛 : 安德雷德 vs 金贞珠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2日 20:31 男子69公斤级 半决赛 : C-苏亚雷斯 vs 哈那提-斯拉木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2日 20:46 男子69公斤级 半决赛 : 萨尔塞克巴耶夫 vs 金贞珠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4日 15:16 男子69公斤级 决赛 : C-苏亚雷斯 vs 萨尔塞克巴耶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15:01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奥古斯塔马-阿泽亚 vs 华盛顿-席尔瓦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15:01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巴斯蒂-萨米尔 vs 伊佐博-多达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15:01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朱利叶斯-杰克逊 vs 肯尼-伊根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15:01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阿兹阿里 vs 穆扎法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15:01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萨赫拉尤 vs 张小平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15:01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贝特比耶夫 vs 凯坦德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15:15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Eleider 羖varez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15:15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杰弗里斯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15:15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路易斯-冈萨雷斯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15:15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伊姆雷-塞勒 v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20:31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拉马丹-亚瑟尔 vs 马格米多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20:31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迪库玛尔 vs 本查巴拉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20:31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席沃里加 vs 法拉尼塔维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20:31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阿伯斯_阿妥耶夫 vs 迪扎贺恩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20:31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古尔巴尼 vs 内格荣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9日 20:31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塞纳里耶夫 vs 道格达斯_塞米奥特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14:30 男子81公斤级 1/8决赛 : Eleider 羖varez vs 杰弗里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14:45 男子81公斤级 1/8决赛 : 路易斯-冈萨雷斯 vs 伊姆雷-塞勒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15:00 男子81公斤级 1/8决赛 : 华盛顿-席尔瓦 vs 巴斯蒂-萨米尔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15:15 男子81公斤级 1/8决赛 : 肯尼-伊根 vs 穆扎法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15:30 男子81公斤级 1/8决赛 : 张小平 vs 贝特比耶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15:45 男子81公斤级 1/8决赛 : 拉马丹-亚瑟尔 vs 本查巴拉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16:00 男子81公斤级 1/8决赛 : 席沃里加 vs 迪扎贺恩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4日 16:15 男子81公斤级 1/8决赛 : 内格荣 vs 塞纳里耶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9日 21:01 男子81公斤级 1/4决赛 : 杰弗里斯 vs 伊姆雷-塞勒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9日 21:16 男子81公斤级 1/4决赛 : 华盛顿-席尔瓦 vs 肯尼-伊根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9日 21:31 男子81公斤级 1/4决赛 : 张小平 vs 本查巴拉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9日 21:46 男子81公斤级 1/4决赛 : 迪扎贺恩 vs 塞纳里耶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2日 21:01 男子81公斤级 半决赛 : 杰弗里斯 vs 肯尼-伊根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2日 21:16 男子81公斤级 半决赛 : 张小平 vs 塞纳里耶夫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4日 16:05 男子81公斤级 决赛 : 肯尼-伊根 vs 张小平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20:46 男子91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Vyacheslav Glazkov vs Robert Alfonso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20:46 男子91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Newfel Ouatah vs Jos� Payare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20:46 男子91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阿玛尼希 vs 张志磊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20:46 男子91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比汉 vs Ruslan Myrsataev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20:46 男子91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卡马雷利 vs Marko Tomasovic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20:46 男子91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Kubrat Pulev vs Oscar Rivas Torre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20:46 男子91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蒂姆泽耶夫 vs 普莱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3日 20:46 男子91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Onorede Ehwareme vs 雅克斯托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8日 21:30 男子91公斤以上级 1/4决赛 : Vyacheslav Glazkov vs Newfel Ouatah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8日 21:46 男子91公斤以上级 1/4决赛 : 张志磊 vs Ruslan Myrsataev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8日 22:03 男子91公斤以上级 1/4决赛 : 卡马雷利 vs Oscar Rivas Torres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18日 22:13 男子91公斤以上级 1/4决赛 : 普莱斯 vs 雅克斯托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2日 21:31 男子91公斤以上级 半决赛 : Vyacheslav Glazkov vs 张志磊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2日 21:46 男子91公斤以上级 半决赛 : 卡马雷利 vs 普莱斯 北京工人体育馆

8月24日 16:38 男子91公斤以上级 决赛 : 张志磊 vs 卡马雷利 北京工人体育馆

手球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0日 09: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克罗地亚 vs 西班牙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0日 10: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俄罗斯 vs 冰岛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0日 14: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法国 vs 巴西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0日 15: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德国 vs 韩国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0日 19: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波兰 vs 中国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0日 20: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丹麦 vs 埃及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2日 09: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巴西 vs 克罗地亚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2日 10: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埃及 vs 俄罗斯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2日 14: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中国 vs 法国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2日 15: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西班牙 vs 波兰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2日 19: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韩国 vs 丹麦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2日 20: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冰岛 vs 德国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4日 09: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德国 vs 埃及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4日 10: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波兰 vs 巴西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4日 14: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韩国 vs 冰岛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4日 15: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中国 vs 西班牙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4日 19: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丹麦 vs 俄罗斯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4日 20: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法国 vs 克罗地亚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6日 09: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巴西 vs 中国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6日 10: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埃及 vs 韩国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6日 14: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法国 vs 西班牙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6日 15: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俄罗斯 vs 德国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6日 19: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克罗地亚 vs 波兰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6日 20: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丹麦 vs 冰岛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8日 09: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冰岛 vs 埃及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8日 10: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西班牙 vs 巴西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8日 14: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俄罗斯 vs 韩国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8日 15: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克罗地亚 vs 中国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8日 19:0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德国 vs 丹麦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8日 20:4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波兰 vs 法国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20日 12:00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 : 法国 vs 俄罗斯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20日 14:15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 : 冰岛 vs 波兰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20日 18:00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 : 克罗地亚 vs 丹麦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20日 20:15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 : 韩国 vs 西班牙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22日 12:00 男子团体赛 5-8名资格赛 : 俄罗斯 vs 丹麦 国家体育馆

8月22日 14:15 男子团体赛 5-8名资格赛 : 波兰 vs 韩国 国家体育馆

8月22日 18:00 男子团体赛 半决赛 : 法国 vs 克罗地亚 国家体育馆

8月22日 20:15 男子团体赛 半决赛 : 冰岛 vs 西班牙 国家体育馆

8月24日 08:00 男子团体赛 7-8名决赛 : 韩国 vs 丹麦 国家体育馆

8月24日 10:15 男子团体赛 5-6名决赛 : 俄罗斯 vs 波兰 国家体育馆

8月24日 13:30 男子团体赛 3-4名决赛 : 克罗地亚 vs 西班牙 国家体育馆

8月24日 15:45 男子团体赛 决赛 : 法国 vs 冰岛 国家体育馆

8月9日 09: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法国 vs 安哥拉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9日 10: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匈牙利 vs 瑞典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9日 14: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罗马尼亚 vs 哈萨克斯坦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9日 15: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俄罗斯 vs 韩国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9日 19: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挪威 vs 中国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9日 20: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德国 vs 巴西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1日 09: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哈萨克斯坦 vs 法国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1日 10: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巴西 vs 匈牙利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1日 14: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安哥拉 vs 挪威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1日 15: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韩国 vs 德国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1日 19: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中国 vs 罗马尼亚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1日 20: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瑞典 vs 俄罗斯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3日 09: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俄罗斯 vs 巴西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3日 10: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罗马尼亚 vs 法国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3日 14: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韩国 vs 瑞典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3日 15: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中国 vs 安哥拉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3日 19: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挪威 vs 哈萨克斯坦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3日 20: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德国 vs 匈牙利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5日 09: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哈萨克斯坦 vs 中国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5日 10: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巴西 vs 韩国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5日 14: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德国 vs 瑞典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5日 15: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罗马尼亚 vs 安哥拉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5日 19: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法国 vs 挪威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5日 20: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匈牙利 vs 俄罗斯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7日 09: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瑞典 vs 巴西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7日 10: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安哥拉 vs 哈萨克斯坦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7日 14: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挪威 vs 罗马尼亚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7日 15: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法国 vs 中国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7日 19:0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俄罗斯 vs 德国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7日 20:4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匈牙利 vs 韩国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9日 12:00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 : 挪威 vs 瑞典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9日 14:15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 : 匈牙利 vs 罗马尼亚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9日 18:00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 : 中国 vs 韩国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19日 20:15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 : 俄罗斯 vs 法国 奥体中心体育馆

8月21日 12:00 女子团体赛 5-8名资格赛 : 瑞典 vs 中国 国家体育馆

8月21日 14:15 女子团体赛 5-8名资格赛 : 罗马尼亚 vs 法国 国家体育馆

8月21日 18:00 女子团体赛 半决赛 : 挪威 vs 韩国 国家体育馆

8月21日 20:15 女子团体赛 半决赛 : 匈牙利 vs 俄罗斯 国家体育馆

8月23日 08:00 女子团体赛 7-8名决赛 : 瑞典 vs 罗马尼亚 国家体育馆

8月23日 10:15 女子团体赛 5-6名决赛 : 中国 vs 法国 国家体育馆

8月23日 13:30 女子团体赛 3-4名决赛 : 韩国 vs 匈牙利 国家体育馆

8月23日 15:45 女子团体赛 决赛 : 挪威 vs 俄罗斯 国家体育馆

柔道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特门诺夫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丹尼斯-格斯特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塔兰特-贾纳古洛夫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潘松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伊斯兰-谢哈比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鲍尔瑙-博尔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石井慧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比安切西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巴勃罗-菲格罗亚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索尔莫迪尔-荣松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穆罕默德-礼萨-罗达基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尤里-雷巴克 vs 马特亚兹-切拉伊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杰吉-巴蒂利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麦克科米克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拉沙-古耶贾尼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里卡多-小布拉斯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里内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阿尼斯-沙兹利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泽米尔-佩皮奇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叶利多斯-伊赫桑加利耶夫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阿卜杜拉-坦格里耶夫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Andreas T鰈zer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马赫嘎勒-巴亚尔扎布赫兰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雅努什-沃伊纳罗维奇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帕达尔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若埃尔-布吕蒂斯 vs 金圣范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若昂-施利特勒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叶夫根-索特尼科夫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卡洛斯-塞加拉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Sandro Lop閦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吕迪-阿沙什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2:0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32决赛 : 奥斯卡-布雷松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特门诺夫 vs 丹尼斯-格斯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塔兰特-贾纳古洛夫 vs 潘松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伊斯兰-谢哈比 vs 鲍尔瑙-博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石井慧 vs 比安切西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巴勃罗-菲格罗亚 vs 索尔莫迪尔-荣松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穆罕默德-礼萨-罗达基 vs 尤里-雷巴克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杰吉-巴蒂利 vs 麦克科米克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拉沙-古耶贾尼 vs 里卡多-小布拉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里内 vs 阿尼斯-沙兹利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泽米尔-佩皮奇 vs 叶利多斯-伊赫桑加利

耶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阿卜杜拉-坦格里耶夫 vs Andreas T

鰈zer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马赫嘎勒-巴亚尔扎布赫兰 vs 雅努什-沃

伊纳罗维奇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帕达尔 vs 金圣范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若昂-施利特勒 vs 叶夫根-索特尼科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卡洛斯-塞加拉 vs Sandro Lop閦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吕迪-阿沙什 vs 奥斯卡-布雷松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特门诺夫 vs 潘松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伊斯兰-谢哈比 vs 石井慧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索尔莫迪尔-荣松 vs 穆罕默德-礼萨-罗达

基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麦克科米克 vs 拉沙-古耶贾尼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里内 vs 叶利多斯-伊赫桑加利耶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阿卜杜拉-坦格里耶夫 vs 雅努什-沃伊纳

罗维奇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帕达尔 vs 若昂-施利特勒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卡洛斯-塞加拉 vs 奥斯卡-布雷松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第1轮 : 比安切西 vs 伊斯兰-谢哈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第1轮 : 里卡多-小布拉斯 vs 麦克科米克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第1轮 : Andreas T鰈zer vs 雅努什-沃伊纳罗

维奇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第1轮 : 吕迪-阿沙什 vs 卡洛斯-塞加拉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4决赛 : 特门诺夫 vs 石井慧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4决赛 : 穆罕默德-礼萨-罗达基 vs 拉沙-古耶贾尼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4决赛 : 里内 vs 阿卜杜拉-坦格里耶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1/4决赛 : 若昂-施利特勒 vs 奥斯卡-布雷松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第2轮 : 比安切西 vs 特门诺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第2轮 : 麦克科米克 vs 穆罕默德-礼萨-罗达

基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第2轮 : Andreas T鰈zer vs 里内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第2轮 : 吕迪-阿沙什 vs 若昂-施利特勒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9: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决赛 : 特门诺夫 vs 穆罕默德-礼萨-罗达基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9: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决赛 : 里内 vs 若昂-施利特勒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9: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半决赛 : 石井慧 vs 拉沙-古耶贾尼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9: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半决赛 : 阿卜杜拉-坦格里耶夫 vs 奥斯卡-布雷松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9: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3-4名决赛 : 穆罕默德-礼萨-罗达基 vs 奥斯卡-布雷

松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9: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3-4名决赛 : 里内 vs 拉沙-古耶贾尼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9:30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决赛 : 石井慧 vs 阿卜杜拉-坦格里耶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16决赛 : 卢西亚诺-科雷亚 vs 亨克-格罗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16决赛 : Fr閐閞ic Demontfaucon vs 阿列尔-泽维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16决赛 : 爱德华多-科斯塔 vs Zolt醤 Palkovac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16决赛 : 邵宁 vs 普热梅斯瓦夫-马蒂亚谢克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16决赛 : 阿图罗-马丁内斯 vs 弗兰克-穆西马-埃

瓦内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16决赛 : 达尼埃尔-豪德菲 vs 穆罕默德-本萨利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16决赛 : 阿梅尔-梅基奇 vs 沃尔玛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16决赛 : 阿斯哈特-日特克耶夫 vs 塔拉勒-埃内齐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16决赛 : 卡辛斯 vs 列万-若尔若利亚尼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16决赛 : 莫夫卢德-米拉利耶夫 vs 哈桑-阿宗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16决赛 : 基思-摩根 vs 特奥菲洛-迭克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16决赛 : 乌特基尔-库尔班诺夫 vs 达尼埃尔-布拉



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16决赛 : 鲁斯兰-加瑟莫夫 vs 本亚明-贝尔拉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16决赛 : 铃木桂治 vs 奈丹-图布辛巴亚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16决赛 : 阿尔贝尼斯-罗萨莱斯 vs 张盛晧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16决赛 : 奥雷迪斯-德斯培根 vs 马特-切洛蒂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8决赛 : 亨克-格罗尔 vs 阿列尔-泽维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8决赛 : 爱德华多-科斯塔 vs 普热梅斯瓦夫-马蒂

亚谢克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8决赛 : 弗兰克-穆西马-埃瓦内 vs 达尼埃尔-豪德

菲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8决赛 : 阿梅尔-梅基奇 vs 阿斯哈特-日特克耶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8决赛 : 列万-若尔若利亚尼 vs 莫夫卢德-米拉利

耶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8决赛 : 基思-摩根 vs 达尼埃尔-布拉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8决赛 : 本亚明-贝尔拉 vs 奈丹-图布辛巴亚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8决赛 : 张盛晧 vs 奥雷迪斯-德斯培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卢西亚诺-科雷亚 vs 阿列尔-泽维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塔拉勒-埃内齐 vs 阿梅尔-梅基奇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哈桑-阿宗 vs 列万-若尔若利亚尼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铃木桂治 vs 本亚明-贝尔拉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4决赛 : 亨克-格罗尔 vs 普热梅斯瓦夫-马蒂亚谢

克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4决赛 : 达尼埃尔-豪德菲 vs 阿斯哈特-日特克耶

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4决赛 : 莫夫卢德-米拉利耶夫 vs 达尼埃尔-布拉

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1/4决赛 : 奈丹-图布辛巴亚尔 vs 张盛晧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卢西亚诺-科雷亚 vs 普热梅斯瓦夫-

马蒂亚谢克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阿梅尔-梅基奇 vs 达尼埃尔-豪德菲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列万-若尔若利亚尼 vs 达尼埃尔-布

拉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男子10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本亚明-贝尔拉 vs 张盛晧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9:30 男子100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普热梅斯瓦夫-马蒂亚谢克 vs 达尼埃

尔-豪德菲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9:30 男子100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列万-若尔若利亚尼 vs 张盛晧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9:30 男子100公斤级 半决赛 : 亨克-格罗尔 vs 阿斯哈特-日特克耶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9:30 男子100公斤级 半决赛 : 莫夫卢德-米拉利耶夫 vs 奈丹-图布辛巴亚

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9:30 男子100公斤级 3-4名决赛 : 普热梅斯瓦夫-马蒂亚谢克 vs 莫夫卢

德-米拉利耶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9:30 男子100公斤级 3-4名决赛 : 列万-若尔若利亚尼 vs 亨克-格罗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9:30 男子100公斤级 决赛 : 阿斯哈特-日特克耶夫 vs 奈丹-图布辛巴亚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16决赛 : 崔善好 vs 梅斯巴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16决赛 : 齐列基泽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16决赛 : 玛姆玛多夫 vs 阿斯库洛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16决赛 : 戈登 vs 纳比耶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16决赛 : 凯利 vs 泉浩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16决赛 : 卡祖谢诺克 vs 戈米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16决赛 : 珀辛 vs 特雷齐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16决赛 : 罗萨蒂 vs 奥森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16决赛 : 桑托斯 vs 何焰柱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16决赛 : Jos� Camacho vs 格列科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16决赛 : 梅洛尼 vs 博罗达夫科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16决赛 : 马蒂厄-达弗雷维尔 vs 冈萨雷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16决赛 : 阿斯里 vs 贝尼赫利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16决赛 : 奇克拉纳 vs 阿拉尔萨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16决赛 : 伊利亚季斯 vs 马克-赫伊津哈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16决赛 : 赫伊津哈 vs 阿什万登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8决赛 : 梅斯巴 vs 齐列基泽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8决赛 : 玛姆玛多夫 vs 纳比耶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8决赛 : 泉浩 vs 卡祖谢诺克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8决赛 : 珀辛 vs 罗萨蒂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8决赛 : 桑托斯 vs Jos� Camacho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8决赛 : 梅洛尼 vs 马蒂厄-达弗雷维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8决赛 : 贝尼赫利夫 vs 阿拉尔萨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8决赛 : 马克-赫伊津哈 vs 阿什万登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梅斯巴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特雷齐斯 vs 罗萨蒂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冈萨雷斯 vs 梅洛尼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阿斯里 vs 阿拉尔萨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4决赛 : 齐列基泽 vs 玛姆玛多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4决赛 : 卡祖谢诺克 vs 珀辛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4决赛 : 桑托斯 vs 马蒂厄-达弗雷维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1/4决赛 : 贝尼赫利夫 vs 阿什万登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梅斯巴 vs 玛姆玛多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罗萨蒂 vs 卡祖谢诺克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梅洛尼 vs 桑托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男子9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阿斯里 vs 阿什万登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9:30 男子90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梅斯巴 vs 卡祖谢诺克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9:30 男子90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桑托斯 vs 阿什万登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9:30 男子90公斤级 半决赛 : 齐列基泽 vs 珀辛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9:30 男子90公斤级 半决赛 : 马蒂厄-达弗雷维尔 vs 贝尼赫利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9:30 男子90公斤级 3-4名决赛 : 梅斯巴 vs 马蒂厄-达弗雷维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9:30 男子90公斤级 3-4名决赛 : 阿什万登 vs 珀辛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9:30 男子90公斤级 决赛 : 齐列基泽 vs 贝尼赫利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迪亚戈-卡米罗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小野卓志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马利克穆罕默迪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切德伊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西斯内罗斯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斯蒂文森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比朔夫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阿齐佐夫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巴什卡耶夫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阿塔夫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伯顿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卢琴蒂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贡秋克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德南龙 vs 博佐罗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巴列斯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安东尼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罗德里格斯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卡德纳斯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托帕利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加瓦舍利什维利 vs Jo鉶 Neto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杰戈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罗伯特_柯罗兹克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金宰范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顺季科夫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巴德拉 vs 姆尔瓦列维奇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恩查马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郭磊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维斯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埃尔蒙特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达木丁苏伦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布雷涅斯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00 男子81公斤级 1/32决赛 : 马达洛尼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迪亚戈-卡米罗 vs 小野卓志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马利克穆罕默迪 vs 切德伊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西斯内罗斯 vs 斯蒂文森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比朔夫 vs 阿齐佐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巴什卡耶夫 vs 阿塔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伯顿 vs 卢琴蒂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贡秋克 vs 德南龙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巴列斯 vs 安东尼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罗德里格斯 vs 卡德纳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托帕利 vs Jo鉶 Neto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杰戈 vs 罗伯特_柯罗兹克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金宰范 vs 顺季科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姆尔瓦列维奇 vs 恩查马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郭磊 vs 维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埃尔蒙特 vs 达木丁苏伦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16决赛 : 布雷涅斯 vs 马达洛尼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8决赛 : 迪亚戈-卡米罗 vs 马利克穆罕默迪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8决赛 : 斯蒂文森 vs 比朔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8决赛 : 阿塔夫 vs 伯顿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8决赛 : 贡秋克 vs 巴列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8决赛 : 卡德纳斯 vs Jo鉶 Neto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8决赛 : 罗伯特_柯罗兹克 vs 金宰范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8决赛 : 姆尔瓦列维奇 vs 郭磊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8决赛 : 埃尔蒙特 vs 马达洛尼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阿齐佐夫 vs 斯蒂文森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德南龙 vs 巴列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顺季科夫 vs 罗伯特_柯罗兹克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达木丁苏伦 vs 马达洛尼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4决赛 : 迪亚戈-卡米罗 vs 比朔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4决赛 : 伯顿 vs 贡秋克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4决赛 : Jo鉶 Neto vs 金宰范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1/4决赛 : 姆尔瓦列维奇 vs 埃尔蒙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斯蒂文森 vs 迪亚戈-卡米罗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巴列斯 vs 伯顿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罗伯特_柯罗兹克 vs Jo鉶 Neto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男子81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达木丁苏伦 vs 姆尔瓦列维奇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9:30 男子81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伯顿 vs 迪亚戈-卡米罗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9:30 男子81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达木丁苏伦 vs 罗伯特_柯罗兹克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9:30 男子81公斤级 半决赛 : 比朔夫 vs 贡秋克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9:30 男子81公斤级 半决赛 : 埃尔蒙特 vs 金宰范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9:30 男子81公斤级 3-4名决赛 : 埃尔蒙特 vs 迪亚戈-卡米罗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9:30 男子81公斤级 3-4名决赛 : 达木丁苏伦 vs 贡秋克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9:30 男子81公斤级 决赛 : 金宰范 vs 比朔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16决赛 : 尼古拉斯·特里顿 vs Jo鉶 Pina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16决赛 : 金丸雄介 vs 阿里·马卢马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16决赛 : 克日什托夫·维乌科米尔斯基 vs 弗谢沃

洛茨·泽洛尼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16决赛 : 莱赛尔 vs 甘图穆尔·达希达瓦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16决赛 : 科维克舍维利 vs 塞尔久·托马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16决赛 : 罗纳尔德 ·希罗内斯 vs 金哲寿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16决赛 : 阿马尔·迈里贾 vs 康斯坦丁·谢苗诺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16决赛 : 叶尔努尔·马马德利 vs 范切尔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16决赛 : 拉苏尔·博基耶夫 vs 仑多洛切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16决赛 : 根纳季·比洛季德 vs 梅兹德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16决赛 : 丹尼斯·艾弗森 vs 塞泽尔.许伊叙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16决赛 : 斯日吉嘎瓦 vs Richard Le髇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16决赛 : 亚罗米尔·耶热克 vs 绍基尔·穆米诺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16决赛 : 王己春 vs 里纳特·易卜拉欣莫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16决赛 : 赛义德·拉希德·库拜西 vs 马龙·奥古

斯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16决赛 : 马里亚诺·丹尼尔·贝尔托洛蒂 vs 莱安

德罗·古列罗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8决赛 : Jo鉶 Pina vs 阿里·马卢马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8决赛 : 克日什托夫·维乌科米尔斯基 vs 甘图穆

尔·达希达瓦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8决赛 : 科维克舍维利 vs 金哲寿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8决赛 : 康斯坦丁·谢苗诺夫 vs 叶尔努尔·马马

德利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8决赛 : 拉苏尔·博基耶夫 vs 根纳季·比洛季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8决赛 : 塞泽尔.许伊叙兹 vs 斯日吉嘎瓦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8决赛 : 绍基尔·穆米诺夫 vs 王己春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8决赛 : 马龙·奥古斯特 vs 莱安德罗·古列罗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金丸雄介 vs Jo鉶 Pina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范切尔特 vs 康斯坦丁·谢苗诺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仑多洛切 vs 根纳季·比洛季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里纳特·易卜拉欣莫夫 vs 绍基尔·

穆米诺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4决赛 : 阿里·马卢马特 vs 甘图穆尔·达希达瓦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4决赛 : 金哲寿 vs 叶尔努尔·马马德利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4决赛 : 拉苏尔·博基耶夫 vs 斯日吉嘎瓦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1/4决赛 : 王己春 vs 莱安德罗·古列罗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金丸雄介 vs 甘图穆尔·达希达瓦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范切尔特 vs 金哲寿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根纳季·比洛季德 vs 斯日吉嘎瓦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男子73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绍基尔·穆米诺夫 vs 莱安德罗·古

列罗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9:30 男子73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金丸雄介 vs 范切尔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9:30 男子73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根纳季·比洛季德 vs 莱安德罗·古列

罗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9:30 男子73公斤级 半决赛 : 阿里·马卢马特 vs 叶尔努尔·马马德利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9:30 男子73公斤级 半决赛 : 拉苏尔·博基耶夫 vs 王己春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9:30 男子73公斤级 3-4名决赛 : 范切尔特 vs 拉苏尔·博基耶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9:30 男子73公斤级 3-4名决赛 : 莱安德罗·古列罗 vs 阿里·马卢马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9:30 男子73公斤级 决赛 : 叶尔努尔·马马德利 vs 王己春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乔瓦尼-卡萨莱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费利佩-诺沃亚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古万奇-努尔穆罕默多夫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朴哲民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卢德温-奥尔蒂斯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佩德罗-迪亚斯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若昂-德利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金周珍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拉米尔-加西莫夫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加达诺夫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Mikl髎 Ungvari vs 乌日图毕力格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扎扎-克杰拉什维利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萨莎-穆罕默多维奇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Roberto Iba馿z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拉希德-鲁吉克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达尔贝莱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内柴正人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胡安-希门尼斯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阿拉什-米尔伊斯梅利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托马什-阿达麦茨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Oscar Pe馻s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米拉利-沙里波夫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穆尼尔-本阿马迪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史蒂文-布朗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塔列尔-津蒂里季斯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塔卡塔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达克塞-埃尔蒙特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埃德松-马德拉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约丹尼斯-阿伦西维亚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丹尼尔-冈萨雷斯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纳扎里安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2:00 男子66公斤级 1/32决赛 : 阿明-哈迪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16决赛 : 乔瓦尼-卡萨莱 vs 费利佩-诺沃亚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16决赛 : 古万奇-努尔穆罕默多夫 vs 朴哲民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16决赛 : 卢德温-奥尔蒂斯 vs 佩德罗-迪亚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16决赛 : 若昂-德利 vs 金周珍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16决赛 : 拉米尔-加西莫夫 vs 加达诺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16决赛 : Mikl髎 Ungvari vs 扎扎-克杰拉什维利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16决赛 : 萨莎-穆罕默多维奇 vs Roberto Iba馿z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16决赛 : 拉希德-鲁吉克 vs 达尔贝莱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16决赛 : 内柴正人 vs 胡安-希门尼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16决赛 : 阿拉什-米尔伊斯梅利 vs 托马什-阿达麦

茨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16决赛 : Oscar Pe馻s vs 米拉利-沙里波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16决赛 : 穆尼尔-本阿马迪 vs 史蒂文-布朗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16决赛 : 塔列尔-津蒂里季斯 vs 塔卡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16决赛 : 达克塞-埃尔蒙特 vs 埃德松-马德拉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16决赛 : 约丹尼斯-阿伦西维亚 vs 丹尼尔-冈萨雷

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16决赛 : 纳扎里安 vs 阿明-哈迪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乔瓦尼-卡萨莱 vs 朴哲民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佩德罗-迪亚斯 vs 若昂-德利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加达诺夫 vs Mikl髎 Ungvari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萨莎-穆罕默多维奇 vs 达尔贝莱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内柴正人 vs 阿拉什-米尔伊斯梅利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米拉利-沙里波夫 vs 穆尼尔-本阿马迪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塔卡塔 vs 达克塞-埃尔蒙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约丹尼斯-阿伦西维亚 vs 阿明-哈迪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古万奇-努尔穆罕默多夫 vs 乔瓦尼-

卡萨莱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拉希德-鲁吉克 vs 萨莎-穆罕默多维

奇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胡安-希门尼斯 vs 阿拉什-米尔伊斯

梅利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丹尼尔-冈萨雷斯 vs 阿明-哈迪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4决赛 : 朴哲民 vs 佩德罗-迪亚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4决赛 : 加达诺夫 vs 达尔贝莱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4决赛 : 内柴正人 vs 米拉利-沙里波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1/4决赛 : 塔卡塔 vs 约丹尼斯-阿伦西维亚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乔瓦尼-卡萨莱 vs 佩德罗-迪亚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萨莎-穆罕默多维奇 vs 加达诺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阿拉什-米尔伊斯梅利 vs 米拉利-沙

里波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男子66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阿明-哈迪 vs 塔卡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30 男子66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乔瓦尼-卡萨莱 vs 加达诺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30 男子66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米拉利-沙里波夫 vs 阿明-哈迪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30 男子66公斤级 半决赛 : 朴哲民 vs 达尔贝莱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30 男子66公斤级 半决赛 : 内柴正人 vs 约丹尼斯-阿伦西维亚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30 男子66公斤级 3-4名决赛 : 加达诺夫 vs 约丹尼斯-阿伦西维亚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30 男子66公斤级 3-4名决赛 : 米拉利-沙里波夫 vs 朴哲民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30 男子66公斤级 决赛 : 达尔贝莱 vs 内柴正人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马修-达基诺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亚历山尼迪斯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鲁本_胡克斯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弗雷泽-威尔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捷霍夫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格德斯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平冈普昭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穆利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里巴希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索比罗夫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彼得里科夫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德尼尔松-洛伦索 vs 马克西姆-科罗通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崔敏浩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米格尔-阿尔瓦拉辛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罗克-德拉克西奇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马苏德-阿洪扎德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阿里-胡斯鲁夫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基什马科夫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刘仁旺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萨拉马特-乌塔尔巴耶夫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科尔吉亚尼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德拉干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哈什巴特尔-查干巴特尔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贾勒-耶库蒂尔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埃利-诺贝尔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金庆津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约斯马尼-皮克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奥万涅斯-达夫强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路德维希-佩斯切尔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尤尼斯-艾哈迈迪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克雷格-法伦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32决赛 : 扬-西卡尔迪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马修-达基诺 vs 亚历山尼迪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鲁本_胡克斯 vs 弗雷泽-威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捷霍夫 vs 格德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平冈普昭 vs 穆利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里巴希 vs 索比罗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彼得里科夫 vs 德尼尔松-洛伦索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崔敏浩 vs 米格尔-阿尔瓦拉辛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罗克-德拉克西奇 vs 马苏德-阿洪扎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阿里-胡斯鲁夫 vs 基什马科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刘仁旺 vs 萨拉马特-乌塔尔巴耶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科尔吉亚尼 vs 德拉干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哈什巴特尔-查干巴特尔 vs 贾勒-耶库蒂

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埃利-诺贝尔 vs 金庆津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约斯马尼-皮克 vs 奥万涅斯-达夫强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路德维希-佩斯切尔 vs 尤尼斯-艾哈迈迪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16决赛 : 克雷格-法伦 vs 扬-西卡尔迪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亚历山尼迪斯 vs 鲁本_胡克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格德斯 vs 穆利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索比罗夫 vs 彼得里科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崔敏浩 vs 马苏德-阿洪扎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基什马科夫 vs 刘仁旺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德拉干 vs 贾勒-耶库蒂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金庆津 vs 奥万涅斯-达夫强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路德维希-佩斯切尔 vs 克雷格-法伦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弗雷泽-威尔 vs 亚历山尼迪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米格尔-阿尔瓦拉辛 vs 马苏德-阿洪

扎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科尔吉亚尼 vs 贾勒-耶库蒂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尤尼斯-艾哈迈迪 vs 克雷格-法伦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4决赛 : 鲁本_胡克斯 vs 格德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4决赛 : 索比罗夫 vs 崔敏浩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4决赛 : 基什马科夫 vs 德拉干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1/4决赛 : 金庆津 vs 路德维希-佩斯切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弗雷泽-威尔 vs 格德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马苏德-阿洪扎德 vs 索比罗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贾勒-耶库蒂尔 vs 基什马科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男子6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克雷格-法伦 vs 金庆津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9:30 男子60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弗雷泽-威尔 vs 索比罗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9:30 男子60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贾勒-耶库蒂尔 vs 克雷格-法伦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9:30 男子60公斤级 半决赛 : 鲁本_胡克斯 vs 崔敏浩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9:30 男子60公斤级 半决赛 : 德拉干 vs 路德维希-佩斯切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9:30 男子60公斤级 3-4名决赛 : 索比罗夫 vs 德拉干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9:30 男子60公斤级 3-4名决赛 : 贾勒-耶库蒂尔 vs 鲁本_胡克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9:30 男子60公斤级 决赛 : 崔敏浩 vs 路德维希-佩斯切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Sandra K鰌pen-Zuckschwerdt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米凯拉-托伦蒂 vs 贾妮尔-谢泼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萨马赫-拉马丹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布科特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马林娜-普罗科菲耶娃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佟文 vs 道格扎奇维利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金娜永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卡门-查拉 vs 尼赫勒-谢赫-鲁胡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玛丽亚-舍克罗娃 vs Anne-Sophie Mondi

鑢e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塚田真希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瓦妮莎-赞波蒂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卡丽娜-布莱恩特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卡萝拉-艾伦胡德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道尔吉戈托布-策伦汗德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古尔然-伊萨诺娃 vs 乌尔舒拉-萨德科夫

斯卡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16决赛 : 卢齐娅-波拉夫德尔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Sandra K鰌pen-Zuckschwerdt vs 贾妮尔-

谢泼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萨马赫-拉马丹 vs 布科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马林娜-普罗科菲耶娃 vs 佟文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金娜永 vs 尼赫勒-谢赫-鲁胡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Anne-Sophie Mondi鑢e vs 塚田真希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瓦妮莎-赞波蒂 vs 卡丽娜-布莱恩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卡萝拉-艾伦胡德 vs 道尔吉戈托布-策伦

汗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8决赛 : 古尔然-伊萨诺娃 vs 卢齐娅-波拉夫德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萨马赫-拉马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第1轮 : 道格扎奇维利 vs 马林娜-普罗科菲耶

娃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Anne-Sophie Mondi鑢e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古尔然-伊萨诺娃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4决赛 : 贾妮尔-谢泼德 vs 布科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4决赛 : 佟文 vs 金娜永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4决赛 : 塚田真希 vs 瓦妮莎-赞波蒂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1/4决赛 : 道尔吉戈托布-策伦汗德 vs 卢齐娅-波拉

夫德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第2轮 : 萨马赫-拉马丹 vs 贾妮尔-谢泼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第2轮 : 道格扎奇维利 vs 金娜永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第2轮 : Anne-Sophie Mondi鑢e vs 瓦妮莎-赞

波蒂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6: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第2轮 : 古尔然-伊萨诺娃 vs 道尔吉戈托布-

策伦汗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9: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决赛 : 萨马赫-拉马丹 vs 金娜永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9: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决赛 : Anne-Sophie Mondi鑢e vs 道尔吉戈托

布-策伦汗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9: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半决赛 : 布科特 vs 佟文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9: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半决赛 : 塚田真希 vs 卢齐娅-波拉夫德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9: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3-4名决赛 : 金娜永 vs 卢齐娅-波拉夫德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9: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3-4名决赛 : 道尔吉戈托布-策伦汗德 vs 布科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9:3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 决赛 : 佟文 vs 塚田真希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2:00 女子78公斤级 1/16决赛 : 格兰特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2:00 女子78公斤级 1/16决赛 : 莱韦克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2:00 女子78公斤级 1/16决赛 : 普列布扎尔嘎勒-勒哈木德格德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2:00 女子78公斤级 1/16决赛 : 杨秀丽 vs 普罗斯库拉科娃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2:00 女子78公斤级 1/16决赛 : 莫里科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2:00 女子78公斤级 1/16决赛 : 中泽沙惠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2:00 女子78公斤级 1/16决赛 : 埃迪南希-席尔瓦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2:00 女子78公斤级 1/16决赛 : 莫斯卡柳克 vs 圣米格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2:00 女子78公斤级 1/16决赛 : 沃勒特 vs 普里谢帕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2:00 女子78公斤级 1/16决赛 : 薇薇安-优素福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2:00 女子78公斤级 1/16决赛 : 罗杰斯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2:00 女子78公斤级 1/16决赛 : 郑敬美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2:00 女子78公斤级 1/16决赛 : 阿比克耶娃 vs 卡斯蒂略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2:00 女子78公斤级 1/16决赛 : 迪维亚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2:00 女子78公斤级 1/16决赛 : 胡达-米利德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2:00 女子78公斤级 1/16决赛 : 波萨迈 vs 布里塞尼奥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女子78公斤级 1/8决赛 : 格兰特 vs 莱韦克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女子78公斤级 1/8决赛 : 普列布扎尔嘎勒-勒哈木德格德 vs 杨秀丽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女子78公斤级 1/8决赛 : 莫里科 vs 中泽沙惠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女子78公斤级 1/8决赛 : 埃迪南希-席尔瓦 vs 圣米格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女子78公斤级 1/8决赛 : 沃勒特 vs 薇薇安-优素福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女子78公斤级 1/8决赛 : 罗杰斯 vs 郑敬美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女子78公斤级 1/8决赛 : 卡斯蒂略 vs 迪维亚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女子78公斤级 1/8决赛 : 胡达-米利德 vs 波萨迈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女子78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普罗斯库拉科娃 vs 普列布扎尔嘎勒-

勒哈木德格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女子78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莫斯卡柳克 vs 埃迪南希-席尔瓦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女子78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罗杰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女子78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阿比克耶娃 vs 迪维亚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女子78公斤级 1/4决赛 : 莱韦克 vs 杨秀丽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女子78公斤级 1/4决赛 : 莫里科 vs 圣米格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女子78公斤级 1/4决赛 : 沃勒特 vs 郑敬美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女子78公斤级 1/4决赛 : 卡斯蒂略 vs 波萨迈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女子78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普列布扎尔嘎勒-勒哈木德格德 vs 莱

韦克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女子78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埃迪南希-席尔瓦 vs 莫里科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女子78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罗杰斯 vs 沃勒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30 女子78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阿比克耶娃 vs 波萨迈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9:30 女子78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普列布扎尔嘎勒-勒哈木德格德 vs 埃

迪南希-席尔瓦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9:30 女子78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沃勒特 vs 波萨迈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9:30 女子78公斤级 半决赛 : 杨秀丽 vs 圣米格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9:30 女子78公斤级 半决赛 : 郑敬美 vs 卡斯蒂略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9:30 女子78公斤级 3-4名决赛 : 埃迪南希-席尔瓦 vs 郑敬美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9:30 女子78公斤级 3-4名决赛 : 波萨迈 vs 圣米格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9:30 女子78公斤级 决赛 : 杨秀丽 vs 卡斯蒂略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16决赛 : Anett M閟z醨os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16决赛 : 尤利娅-库津娜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16决赛 : 王娟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16决赛 : 朴佳软 vs 上野雅惠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16决赛 : 拉希达-奥韦尔丹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16决赛 : 埃迪斯-波什 vs 西西利娅-奈辛加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16决赛 : 罗塞 vs 萨拉耶娃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16决赛 : 卡塔日娜-皮沃齐克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16决赛 : 尤丽-阿尔韦亚尔 vs 扎娜尔-占祖诺娃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16决赛 : A-赫尔南德斯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16决赛 : 伊莱尼娅-斯卡平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16决赛 : Cath閞ine Jacques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16决赛 : 迈拉-席尔瓦 vs 莱雷-伊格莱西亚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16决赛 : G関rise Emane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16决赛 : Gis鑜e Mendy vs Annett B鰄m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16决赛 : 纳塔利娅-斯马尔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8决赛 : Anett M閟z醨os vs 尤利娅-库津娜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8决赛 : 王娟 vs 上野雅惠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8决赛 : 拉希达-奥韦尔丹 vs 埃迪斯-波什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8决赛 : 罗塞 vs 卡塔日娜-皮沃齐克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8决赛 : 尤丽-阿尔韦亚尔 vs A-赫尔南德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8决赛 : 伊莱尼娅-斯卡平 vs Cath閞ine Jacque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8决赛 : 莱雷-伊格莱西亚斯 vs G関rise Emane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8决赛 : Annett B鰄m vs 纳塔利娅-斯马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朴佳软 vs 王娟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西西利娅-奈辛加 vs 拉希达-奥韦尔

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尤丽-阿尔韦亚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Gis鑜e Mendy vs 纳塔利娅-斯马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4决赛 : Anett M閟z醨os vs 上野雅惠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4决赛 : 埃迪斯-波什 vs 罗塞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4决赛 : A-赫尔南德斯 vs 伊莱尼娅-斯卡平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1/4决赛 : 莱雷-伊格莱西亚斯 vs Annett B鰄m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王娟 vs Anett M閟z醨o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拉希达-奥韦尔丹 vs 罗塞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尤丽-阿尔韦亚尔 vs 伊莱尼娅-斯卡

平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30 女子7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纳塔利娅-斯马尔 vs 莱雷-伊格莱西

亚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9:30 女子70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Anett M閟z醨os vs 罗塞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9:30 女子70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尤丽-阿尔韦亚尔 vs 莱雷-伊格莱西亚

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9:30 女子70公斤级 半决赛 : 上野雅惠 vs 埃迪斯-波什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9:30 女子70公斤级 半决赛 : A-赫尔南德斯 vs Annett B鰄m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9:30 女子70公斤级 3-4名决赛 : 罗塞 vs Annett B鰄m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9:30 女子70公斤级 3-4名决赛 : 莱雷-伊格莱西亚斯 vs 埃迪斯-波什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9:30 女子70公斤级 决赛 : 上野雅惠 vs A-赫尔南德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16决赛 : 埃托努 vs 冯哈尼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16决赛 : 巴图格斯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16决赛 : 德科西 vs 佐尔尼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16决赛 : 施莱辛格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16决赛 : 贝齐纳 vs 赛义迪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16决赛 : 维勒博尔德塞 vs 科瓦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16决赛 : 元玉任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16决赛 : 克鲁科韦尔 vs 阿尔洛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16决赛 : 德路易斯-冈萨雷兹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16决赛 : 萨拉-克拉克 vs 克劳迪娅-海勒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16决赛 : 于利宁 vs 王沁芳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16决赛 : 德武-塔帕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16决赛 : 巴雷托 vs C閏ile Hanne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16决赛 : 谷本步实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16决赛 : 巴尔博萨 vs 孔慈英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16决赛 : 徐玉华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8决赛 : 冯哈尼尔 vs 巴图格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8决赛 : 德科西 vs 施莱辛格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8决赛 : 赛义迪 vs 维勒博尔德塞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8决赛 : 元玉任 vs 克鲁科韦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8决赛 : 德路易斯-冈萨雷兹 vs 克劳迪娅-海勒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8决赛 : 王沁芳 vs 德武-塔帕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8决赛 : 巴雷托 vs 谷本步实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8决赛 : 孔慈英 vs 徐玉华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佐尔尼 vs 施莱辛格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克鲁科韦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4决赛 : 冯哈尼尔 vs 德科西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4决赛 : 维勒博尔德塞 vs 元玉任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4决赛 : 德路易斯-冈萨雷兹 vs 王沁芳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1/4决赛 : 谷本步实 vs 孔慈英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巴雷托 vs 孔慈英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佐尔尼 vs 冯哈尼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克鲁科韦尔 vs 维勒博尔德塞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30 女子63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克劳迪娅-海勒 vs 王沁芳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9:30 女子63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维勒博尔德塞 vs 佐尔尼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9:30 女子63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克劳迪娅-海勒 vs 巴雷托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9:30 女子63公斤级 半决赛 : 德科西 vs 元玉任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9:30 女子63公斤级 半决赛 : 谷本步实 vs 德路易斯-冈萨雷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9:30 女子63公斤级 3-4名决赛 : 维勒博尔德塞 vs 德路易斯-冈萨雷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9:30 女子63公斤级 3-4名决赛 : 克劳迪娅-海勒 vs 元玉任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9:30 女子63公斤级 决赛 : 德科西 vs 谷本步实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高特 vs 古尔扎特·乌拉尔巴耶娃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费尔南德兹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姜信映 vs 凯特琳·夸德罗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德博拉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葛斯莫娃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佐藤蓝子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Nina Koivum鋕i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许岩 vs 莉拉·拉特鲁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朱莉娅 ·昆塔瓦莱 vs Yvonne B鰊isch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黑希格巴特·额尔德尼特－奥德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哈雷尔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桂顺姬 vs 塞布丽娜_费勒兹墨塞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尼斯里娅·贾拉西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安热·梅西耶 ·让·巴蒂斯特 vs 尤里

斯莱迪丝·卢佩泰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玛丽亚·佩克利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16决赛 : 巴兹科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8决赛 : 高特 vs 费尔南德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8决赛 : 凯特琳·夸德罗斯 vs 德博拉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8决赛 : 葛斯莫娃 vs 佐藤蓝子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8决赛 : Nina Koivum鋕i vs 许岩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8决赛 : 朱莉娅 ·昆塔瓦莱 vs 黑希格巴特·额尔

德尼特－奥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8决赛 : 哈雷尔 vs 桂顺姬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8决赛 : 尼斯里娅·贾拉西 vs 尤里斯莱迪丝·卢

佩泰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8决赛 : 玛丽亚·佩克利 vs 巴兹科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凯特琳·夸德罗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莉拉·拉特鲁斯 vs Nina Koivum鋕i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Yvonne B鰊isch vs 黑希格巴特·额

尔德尼特－奥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巴兹科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4决赛 : 费尔南德兹 vs 德博拉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4决赛 : 佐藤蓝子 vs 许岩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4决赛 : 朱莉娅 ·昆塔瓦莱 vs 哈雷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1/4决赛 : 尼斯里娅·贾拉西 vs 玛丽亚·佩克利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凯特琳·夸德罗斯 vs 费尔南德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Nina Koivum鋕i vs 佐藤蓝子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Yvonne B鰊isch vs 哈雷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6:30 女子57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巴兹科 vs 尼斯里娅·贾拉西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9:11 女子57公斤级 决赛 : 德博拉 vs 朱莉娅 ·昆塔瓦莱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9:30 女子57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凯特琳·夸德罗斯 vs 佐藤蓝子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9:30 女子57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哈雷尔 vs 巴兹科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9:30 女子57公斤级 半决赛 : 德博拉 vs 许岩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9:30 女子57公斤级 半决赛 : 朱莉娅 ·昆塔瓦莱 vs 玛丽亚·佩克利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9:30 女子57公斤级 3-4名决赛 : 凯特琳·夸德罗斯 vs 玛丽亚·佩克利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9:30 女子57公斤级 3-4名决赛 : 哈雷尔 vs 许岩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16决赛 : 弗洛尔-贝拉斯克斯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16决赛 : 安金爱 vs 娅内莉斯-梅斯特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16决赛 : 施佩均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16决赛 : 绍尔潘-卡利耶娃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16决赛 : 伊尔莎-埃朗 vs 拉-里扎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16决赛 : 克里斯蒂-安妮-赖德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16决赛 : 济努拉-朱拉耶娃 vs 罗米-塔兰古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16决赛 : 中村美里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16决赛 : 卡里托诺娃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16决赛 : 特尔玛-蒙泰罗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16决赛 : 安娜-卡拉斯科萨 vs 蒙赫巴塔尔-本德玛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16决赛 : 冼东妹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16决赛 : 玛丽亚-加西娅 vs 安德烈莎-费尔南德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16决赛 : 金京玉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16决赛 : 奥尔坦丝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16决赛 : 玛丽-穆勒 vs 苏拉娅-哈达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8决赛 : 弗洛尔-贝拉斯克斯 vs 安金爱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8决赛 : 施佩均 vs 绍尔潘-卡利耶娃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8决赛 : 伊尔莎-埃朗 vs 克里斯蒂-安妮-赖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8决赛 : 罗米-塔兰古尔 vs 中村美里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8决赛 : 卡里托诺娃 vs 特尔玛-蒙泰罗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8决赛 : 安娜-卡拉斯科萨 vs 冼东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8决赛 : 玛丽亚-加西娅 vs 金京玉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8决赛 : 奥尔坦丝 vs 苏拉娅-哈达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娅内莉斯-梅斯特雷 vs 弗洛尔-贝拉

斯克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罗米-塔兰古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安娜-卡拉斯科萨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玛丽-穆勒 vs 奥尔坦丝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4决赛 : 安金爱 vs 绍尔潘-卡利耶娃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4决赛 : 伊尔莎-埃朗 vs 中村美里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4决赛 : 特尔玛-蒙泰罗 vs 冼东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1/4决赛 : 金京玉 vs 苏拉娅-哈达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弗洛尔-贝拉斯克斯 vs 绍尔潘-卡利

耶娃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罗米-塔兰古尔 vs 伊尔莎-埃朗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安娜-卡拉斯科萨 vs 特尔玛-蒙泰罗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6:30 女子52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玛丽-穆勒 vs 金京玉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30 女子52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绍尔潘-卡利耶娃 vs 伊尔莎-埃朗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30 女子52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金京玉 vs 安娜-卡拉斯科萨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30 女子52公斤级 半决赛 : 安金爱 vs 中村美里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30 女子52公斤级 半决赛 : 冼东妹 vs 苏拉娅-哈达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30 女子52公斤级 3-4名决赛 : 绍尔潘-卡利耶娃 vs 苏拉娅-哈达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30 女子52公斤级 3-4名决赛 : 金京玉 vs 中村美里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30 女子52公斤级 决赛 : 安金爱 vs 冼东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吴树根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谷亮子 vs 松本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葆拉-帕雷托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蒂法妮-戴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柳德米拉-卢斯尼科夫 vs 姆巴尔基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金煐兰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切尔诺维茨基 vs 梅内泽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杜米特鲁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德维 vs 安娜-奥尔米戈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朴玉星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哈娜杜-韦洛戈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若西内 vs 凯尔别特-努尔加济娜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米夏埃拉-巴申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玛丽亚姆-穆萨 vs 依兰多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贝尔莫伊特 vs 米兰达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16决赛 : L-博格达诺娃 vs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吴树根 vs 谷亮子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葆拉-帕雷托 vs 蒂法妮-戴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柳德米拉-卢斯尼科夫 vs 金煐兰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切尔诺维茨基 vs 杜米特鲁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安娜-奥尔米戈 vs 朴玉星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哈娜杜-韦洛戈 vs 凯尔别特-努尔加济娜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米夏埃拉-巴申 vs 玛丽亚姆-穆萨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贝尔莫伊特 vs L-博格达诺娃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松本 vs 吴树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切尔诺维茨基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安娜-奥尔米戈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米兰达 vs L-博格达诺娃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4决赛 : 谷亮子 vs 葆拉-帕雷托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4决赛 : 金煐兰 vs 杜米特鲁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4决赛 : 朴玉星 vs 凯尔别特-努尔加济娜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1/4决赛 : 米夏埃拉-巴申 vs 贝尔莫伊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吴树根 vs 葆拉-帕雷托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切尔诺维茨基 vs 金煐兰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安娜-奥尔米戈 vs 凯尔别特-努尔加

济娜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L-博格达诺娃 vs 米夏埃拉-巴申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9:30 女子48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葆拉-帕雷托 vs 切尔诺维茨基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9:30 女子48公斤级 复活赛决赛 : 安娜-奥尔米戈 vs L-博格达诺娃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9:30 女子48公斤级 半决赛 : 谷亮子 vs 杜米特鲁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9:30 女子48公斤级 半决赛 : 朴玉星 vs 贝尔莫伊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9:30 女子48公斤级 3-4名决赛 : 葆拉-帕雷托 vs 朴玉星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9:30 女子48公斤级 3-4名决赛 : L-博格达诺娃 vs 谷亮子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9:30 女子48公斤级 决赛 : 杜米特鲁 vs 贝尔莫伊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赛艇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9日 13:50 女子单人双桨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4:00 女子单人双桨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4:10 女子单人双桨 预赛第3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4:20 女子单人双桨 预赛第4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4:30 女子单人双桨 预赛第5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4:40 女子单人双桨 预赛第6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1日 15:30 女子单人双桨 1/4决赛第1场1/4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1日 15:40 女子单人双桨 1/4决赛第2场1/4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1日 15:50 女子单人双桨 1/4决赛第3场1/4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1日 16:00 女子单人双桨 1/4决赛第4场1/4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3日 14:50 女子单人双桨 C/D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3日 15:00 女子单人双桨 C/D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3日 15:30 女子单人双桨 A/B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3日 15:40 女子单人双桨 A/B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4:10 女子单人双桨 决赛E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4:30 女子单人双桨 决赛D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4:50 女子单人双桨 决赛C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6:50 女子单人双桨 决赛B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6日 15:30 女子单人双桨 决赛A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4:50 男子单人双桨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5:00 男子单人双桨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5:10 男子单人双桨 预赛第3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5:20 男子单人双桨 预赛第4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5:30 男子单人双桨 预赛第5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5:40 男子单人双桨 预赛第6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1日 16:10 男子单人双桨 1/4决赛第1场1/4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1日 16:20 男子单人双桨 1/4决赛第2场1/4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1日 16:30 男子单人双桨 1/4决赛第3场1/4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1日 16:40 男子单人双桨 1/4决赛第4场1/4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1日 18:00 男子单人双桨 半决赛E/F半决赛第一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1日 18:00 男子单人双桨 半决赛E/F半决赛第二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3日 15:10 男子单人双桨 C/D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3日 15:20 男子单人双桨 C/D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3日 15:50 男子单人双桨 A/B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3日 16:00 男子单人双桨 A/B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3日 17:10 男子单人双桨 F组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4:20 男子单人双桨 决赛E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4:40 男子单人双桨 决赛D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5:00 男子单人双桨 决赛C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7:00 男子单人双桨 决赛B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6日 15:50 男子单人双桨 决赛A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5:50 女子双人单桨无舵手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6:00 女子双人单桨无舵手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2日 17:20 女子双人单桨无舵手 复活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2日 17:30 女子双人单桨无舵手 复活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7:10 女子双人单桨无舵手 决赛B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6日 16:10 女子双人单桨无舵手 决赛A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6:10 男子双人单桨无舵手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6:20 男子双人单桨无舵手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6:30 男子双人单桨无舵手 预赛第3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1日 17:10 男子双人单桨无舵手 复活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3日 16:10 男子双人单桨无舵手 A/B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3日 16:20 男子双人单桨无舵手 A/B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3日 17:20 男子双人单桨无舵手 决赛C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7:20 男子双人单桨无舵手 决赛B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6日 16:30 男子双人单桨无舵手 决赛A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6:40 女子双人双桨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6:50 女子双人双桨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1日 17:20 女子双人双桨 复活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1日 17:30 女子双人双桨 复活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7:30 女子双人双桨 决赛B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6日 16:50 女子双人双桨 决赛A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7:00 男子双人双桨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7:10 男子双人双桨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7:20 男子双人双桨 预赛第3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1日 17:40 男子双人双桨 复活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3日 16:30 男子双人双桨 A/B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3日 16:40 男子双人双桨 A/B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3日 17:30 男子双人双桨 决赛C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7:40 男子双人双桨 决赛B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6日 17:10 男子双人双桨 决赛A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7:30 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7:40 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9日 17:50 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 预赛第3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1日 17:50 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 复活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3日 16:50 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 A/B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3日 17:00 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 A/B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7:50 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 决赛B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6日 17:30 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 决赛A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0日 14:50 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0日 15:00 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0日 15:10 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预赛第3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2日 16:00 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复活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2日 16:10 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复活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5:30 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A/B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5:40 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A/B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6日 14:10 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决赛C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6日 14:30 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决赛B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7日 15:30 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决赛A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0日 15:20 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0日 15:30 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0日 15:40 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预赛第3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0日 15:50 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预赛第4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2日 16:20 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复活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2日 16:30 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复活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5:10 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C/D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5:20 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C/D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5:50 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A/B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6:00 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A/B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6日 14:00 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决赛D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6日 14:20 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决赛C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6日 14:40 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决赛B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7日 15:50 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 决赛A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0日 16:00 男子轻量级四人单桨

无舵手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0日 16:10 男子轻量级四人单桨

无舵手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0日 16:20 男子轻量级四人单桨

无舵手

预赛第3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2日 16:40 男子轻量级四人单桨

无舵手

复活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6:10 男子轻量级四人单桨

无舵手

A/B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6:20 男子轻量级四人单桨

无舵手

A/B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6日 14:50 男子轻量级四人单桨

无舵手

决赛B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7日 16:10 男子轻量级四人单桨

无舵手

决赛A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0日 16:30 女子四人双桨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0日 16:40 女子四人双桨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2日 16:50 女子四人双桨 复活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6日 15:00 女子四人双桨 决赛B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7日 16:30 女子四人双桨 决赛A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0日 16:50 男子四人双桨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0日 17:00 男子四人双桨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0日 17:10 男子四人双桨 预赛第3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2日 17:00 男子四人双桨 复活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6:30 男子四人双桨 A/B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6:40 男子四人双桨 A/B组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6日 15:10 男子四人双桨 决赛B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7日 16:50 男子四人双桨 决赛A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1日 14:50 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1日 15:00 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3日 17:40 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 复活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7日 17:10 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 决赛A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1日 15:10 男子八人单桨有舵手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1日 15:20 男子八人单桨有舵手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2日 17:20 男子八人单桨有舵手 复活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6日 15:20 男子八人单桨有舵手 决赛B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7日 17:30 男子八人单桨有舵手 决赛A组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乒乓球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9日 10:00 男子单打 预赛 : 卡内罗斯 vs 马萨德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00 男子单打 预赛 : 端建国 vs 扎克伯格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00 男子单打 预赛 : 特索博伊 vs 皮特-保罗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00 男子单打 预赛 : 拉辛 vs 塔巴奇尼克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45 男子单打 预赛 : 郑长弓 vs 梅洛特霍恩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45 男子单打 预赛 : 寇磊 vs 苏拉居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45 男子单打 预赛 : 亨泽尔 vs 科尔塔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45 男子单打 预赛 : 张鹏 vs 路易斯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1:30 男子单打 预赛 : 张成万 vs 阿奎尔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1:30 男子单打 预赛 : 金赫峰 vs 阿尔哈桑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1:30 男子单打 预赛 : 特里奥拉 vs 庄永祥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1:30 男子单打 预赛 : 阿里-萨莱赫 vs 戴维斯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2:15 男子单打 预赛 : 波波西卡 vs 努诺兹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3:00 男子单打 第1轮 : 卡马尔 vs 卡内罗斯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3:45 男子单打 第1轮 : Christophe Lego鹴 vs 端建国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3:45 男子单打 第1轮 : 林聚 vs Tiago Apol髇ia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4:30 男子单打 第1轮 : 吉奥尼斯 vs 特索博伊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5:15 男子单打 第1轮 : 马克斯-弗雷塔斯 vs 拉辛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5:15 男子单打 第1轮 : 加尔多斯 vs 李哲国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5:15 男子单打 第1轮 : 卡拉卡塞维奇 vs 郑长弓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5:15 男子单打 第1轮 : 希拉 vs 雅卡布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8:45 男子单打 第1轮 : 伦德奎斯特 vs 亨泽尔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8:45 男子单打 第1轮 : 岸川圣也 vs 张鹏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8:45 男子单打 第1轮 : 刘松 vs 张成万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8:45 男子单打 第1轮 : 布拉什奇克 vs 苏拉居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20:15 男子单打 第1轮 : 蒙泰罗 vs 金赫峰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20:15 男子单打 第1轮 : Jo鉶 Monteiro vs 特里奥拉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20:15 男子单打 第1轮 : 埃罗依 vs 阿里-萨莱赫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20:15 男子单打 第1轮 : 库兹明 vs 波波西卡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1: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陈卫星 vs 卡马尔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1: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斯米尔诺夫 vs 端建国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1: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克里桑 vs 林聚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1: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高礼泽 vs 吉奥尼斯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4: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杨子 vs 马克斯-弗雷塔斯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4: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普里莫拉茨 vs 加尔多斯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4: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J鰎gen Persson vs 卡拉卡塞维奇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4: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Christian S黶s vs 雅卡布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9: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科贝尔 vs 布拉什奇克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9: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尹在荣 vs 亨泽尔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9: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谭瑞午 vs 岸川圣也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9: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何志文 vs 张成万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22: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蒋澎龙 vs 金赫峰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22: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塞弗 vs 特里奥拉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22: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水谷隼 vs 埃罗依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22:00 男子单打 第2轮 : 托西奇 vs 波波西卡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2: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王皓 vs 陈卫星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2: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韩阳 vs 斯米尔诺夫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2: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奥恰洛夫 vs 克里桑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2: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柳承敏 vs 高礼泽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3: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庄智渊 vs 杨子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3: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梅兹 vs 普里莫拉茨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3: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张钰 vs J鰎gen Persson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3: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萨姆索诺夫 vs Christian S黶s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4: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王励勤 vs 布拉什奇克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4: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施拉格 vs 尹在荣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4: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高宁 vs 谭瑞午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4: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李静 vs 张成万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5: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波尔 vs 金赫峰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5: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吴尚垠 vs 特里奥拉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5: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格林卡 vs 水谷隼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5:00 男子单打 第3轮 : 马琳 vs 托西奇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20:00 男子单打 第4轮 : 王皓 vs 韩阳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20:00 男子单打 第4轮 : 奥恰洛夫 vs 高礼泽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20:00 男子单打 第4轮 : 杨子 vs 普里莫拉茨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20:00 男子单打 第4轮 : J鰎gen Persson vs 萨姆索诺夫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21:00 男子单打 第4轮 : 王励勤 vs 施拉格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21:00 男子单打 第4轮 : 谭瑞午 vs 李静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21:00 男子单打 第4轮 : 波尔 vs 吴尚垠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21:00 男子单打 第4轮 : 格林卡 vs 马琳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3:30 男子单打 1/4决赛 : 王皓 vs 高礼泽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4:30 男子单打 1/4决赛 : 普里莫拉茨 vs J鰎gen Persson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5:30 男子单打 1/4决赛 : 王励勤 vs 谭瑞午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6:30 男子单打 1/4决赛 : 吴尚垠 vs 马琳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0:00 男子单打 半决赛 : 王皓 vs J鰎gen Persson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1:00 男子单打 半决赛 : 王励勤 vs 马琳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9:30 男子单打 3-4名决赛 : J鰎gen Persson vs 王励勤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20:30 男子单打 决赛 : 王皓 vs 马琳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8日 10:00 女子单打 预赛 : 杨芬 vs 黄尧晰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8日 10:00 女子单打 预赛 : 潘俐君 vs 阿卜杜尔-阿齐兹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8日 10:00 女子单打 预赛 : 佩索茨卡 vs 舒马科娃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8日 10:00 女子单打 预赛 : 苗苗 vs 奥菲昂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8日 10:45 女子单打 预赛 : 连茜 vs 阿古姆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8日 10:45 女子单打 预赛 : 帕斯考斯基尼 vs 野中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8日 10:45 女子单打 预赛 : 张漠 vs 梅丽娜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8日 10:45 女子单打 预赛 : 哈达科娃 vs 沙班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8日 11:30 女子单打 预赛 : 龙珠 vs 拉莫斯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8日 11:30 女子单打 预赛 : 索罗琴斯卡 vs 尤斯里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8日 11:30 女子单打 预赛 : 洪剑芳 vs 阿加瓦尔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8日 11:30 女子单打 预赛 : 桑谞 vs 卡弗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8日 12:15 女子单打 预赛 : 奥多洛娃 vs 托米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8日 12:15 女子单打 预赛 : 巴库拉 vs 席尔瓦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3: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萨马拉 vs 杨芬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3: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胡-梅里克 vs 潘俐君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3: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朱芳 vs 佩索茨卡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3: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科蒂金娜 vs 苗苗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5: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高王 vs 连茜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5: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金美英 vs 帕斯考斯基尼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5: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科斯特罗米娜 vs 张漠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5: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斯特法诺娃 vs 法德耶娃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8: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维罗尼卡-帕夫洛维奇 vs 哈达科娃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8: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金仲 vs 拉莫斯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8: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谭文玲 vs 索罗琴斯卡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8:00 女子单打 第1轮 : 鲍维奇 vs 洪剑芳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9:30 女子单打 第1轮 : 加宁娜 vs 桑谞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9:30 女子单打 第1轮 : 洛瓦斯 vs 奥多洛娃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9:30 女子单打 第1轮 : 黄怡桦 vs 巴库拉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9:30 女子单打 第1轮 : 羡宜芳 vs 徐洁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21: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维罗尼卡-帕夫洛维奇 vs 萨马拉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21: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E-沃西克 vs 胡-梅里克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21: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李洁 vs 朱芳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21: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唐娜 vs 苗苗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福冈春菜 vs 高王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Krisztina T髏h vs 帕斯考斯基尼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李倩 vs 科斯特罗米娜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鲍罗斯 vs 斯特法诺娃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2: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Georgina P髏a vs 哈达科娃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2: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多迪安 vs 金仲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2: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李嫱冰 vs 谭文玲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2: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沈燕飞 vs 鲍维奇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3: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吴雪 vs 桑谞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3: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高军 vs 奥多洛娃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3: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倪夏莲 vs 黄怡桦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3:00 女子单打 第2轮 : 柳絮飞 vs 羡宜芳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5: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张怡宁 vs 维多利亚-帕夫洛维奇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5: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福原爱 vs 胡-梅里克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5: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刘佳 vs 李洁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5: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冯天薇 vs 唐娜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8: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金璟娥 vs 福冈春菜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8: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王晨 vs Krisztina T髏h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8: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林菱 vs 科斯特罗米娜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8: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李佳薇 vs 鲍罗斯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20: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王楠 vs Georgina P髏a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20: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朴美英 vs 金仲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20: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吴佳多 vs 李嫱冰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20: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帖雅娜 vs 沈燕飞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21: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王越古 vs 吴雪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21: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平野早矢香 vs 高军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21: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李佼 vs 倪夏莲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21:00 女子单打 第3轮 : 郭跃 vs 柳絮飞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00 女子单打 第4轮 : 张怡宁 vs 福原爱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00 女子单打 第4轮 : 李洁 vs 冯天薇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00 女子单打 第4轮 : 金璟娥 vs 王晨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00 女子单打 第4轮 : 林菱 vs 李佳薇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1:00 女子单打 第4轮 : 王楠 vs 朴美英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1:00 女子单打 第4轮 : 李嫱冰 vs 帖雅娜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1:00 女子单打 第4轮 : 吴雪 vs 高军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1:00 女子单打 第4轮 : 李佼 vs 郭跃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8:00 女子单打 1/4决赛 : 张怡宁 vs 冯天薇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8:00 女子单打 1/4决赛 : 王晨 vs 李佳薇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9:00 女子单打 1/4决赛 : 王楠 vs 帖雅娜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9:00 女子单打 1/4决赛 : 吴雪 vs 郭跃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0:00 女子单打 半决赛 : 张怡宁 vs 李佳薇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1:00 女子单打 半决赛 : 王楠 vs 郭跃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9:30 女子单打 3-4名决赛 : 李佳薇 vs 郭跃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21:18 女子单打 决赛 : 张怡宁 vs 王楠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1:54 男子团体赛 第1轮C组 : 韩国 vs 瑞典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2:18 男子团体赛 第1轮D组 : 尼日利亚 vs 日本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2:19 男子团体赛 第1轮C组 : 巴西 vs 中华台北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2:48 男子团体赛 第1轮D组 : 中国香港 vs 俄罗斯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04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澳大利亚 vs 奥地利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23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中国 vs 希腊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23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加拿大 vs 新加坡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57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德国 vs 克罗地亚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23:0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C组 : 韩国 vs 巴西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23:08 男子团体赛 第1轮C组 : 中华台北 vs 瑞典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23:08 男子团体赛 第1轮D组 : 中国香港 vs 尼日利亚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23:09 男子团体赛 第1轮D组 : 日本 vs 俄罗斯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1:23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中国 vs 澳大利亚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1:28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奥地利 vs 希腊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1:34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德国 vs 加拿大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2:18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新加坡 vs 克罗地亚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08 男子团体赛 第1轮C组 : 瑞典 vs 巴西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25 男子团体赛 第1轮D组 : 中国香港 vs 日本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7:18 男子团体赛 第1轮C组 : 韩国 vs 中华台北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7:18 男子团体赛 第1轮D组 : 俄罗斯 vs 尼日利亚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21:04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希腊 vs 澳大利亚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21:04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克罗地亚 vs 加拿大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21:06 男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中国 vs 奥地利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21:20 男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德国 vs 新加坡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1:11 男子团体赛 3-8名资格赛 : 中国香港 vs 中华台北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1:39 男子团体赛 3-8名资格赛 : 奥地利 vs 克罗地亚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7:58 男子团体赛 半决赛 : 日本 vs 德国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21:37 男子团体赛 半决赛 : 中国 vs 韩国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2:15 男子团体赛 3-6名资格赛 : 奥地利 vs 日本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2:48 男子团体赛 3-6名资格赛 : 韩国 vs 中国香港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8日 16:46 男子团体赛 3-4名决赛 : 奥地利 vs 韩国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8日 21:07 男子团体赛 决赛 : 中国 vs 德国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1:37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尼日利亚 vs 荷兰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1:5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新加坡 vs 美国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2:17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多米尼加共和国 vs 奥地利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2:17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中国 vs 克罗地亚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1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C组 : 中国香港 vs 波兰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13 女子团体赛 第1轮C组 : 罗马尼亚 vs 德国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17 女子团体赛 第1轮D组 : 澳大利亚 vs 日本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28 女子团体赛 第1轮D组 : 韩国 vs 西班牙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20:38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中国 vs 多米尼加共和国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20:5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新加坡 vs 尼日利亚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21:56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奥地利 vs 克罗地亚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21:56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荷兰 vs 美国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1:34 女子团体赛 第1轮D组 : 韩国 vs 澳大利亚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1:35 女子团体赛 第1轮C组 : 中国香港 vs 罗马尼亚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1:58 女子团体赛 第1轮C组 : 德国 vs 波兰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3:13 女子团体赛 第1轮D组 : 日本 vs 西班牙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5:26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美国 vs 尼日利亚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5:40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中国 vs 奥地利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5:53 女子团体赛 第1轮A组 : 克罗地亚 vs 多米尼加共和国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23 女子团体赛 第1轮B组 : 新加坡 vs 荷兰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21:09 女子团体赛 第1轮D组 : 西班牙 vs 澳大利亚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21:11 女子团体赛 第1轮C组 : 中国香港 vs 德国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21:46 女子团体赛 第1轮D组 : 韩国 vs 日本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22:26 女子团体赛 第1轮C组 : 波兰 vs 罗马尼亚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1:14 女子团体赛 3-8名资格赛 : 日本 vs 奥地利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1:15 女子团体赛 3-8名资格赛 : 罗马尼亚 vs 美国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8:12 女子团体赛 半决赛 : 韩国 vs 新加坡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20:42 女子团体赛 半决赛 : 中国 vs 中国香港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2:31 女子团体赛 3-6名资格赛 : 美国 vs 韩国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3:08 女子团体赛 3-6名资格赛 : 中国香港 vs 日本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6:35 女子团体赛 3-4名决赛 : 日本 vs 韩国 北京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21:17 女子团体赛 决赛 : 中国 vs 新加坡 北京大学体育馆

铁人三项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8日 10:00 女子奥林匹克距离 铁人三项赛场

8月19日 10:00 男子奥林匹克距离 铁人三项赛场

射箭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9日 15:30 男子个人赛 资格赛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0:00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Serrano Gutierrez - Muaausa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0:00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Morillo - Ivashko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0:13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Furukawa - Kunda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0:13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Petersson - Duenas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0:26 男子个人赛 1/16决赛Serrano Gutierrez - Morillo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0:26 男子个人赛 1/16决赛Kunda - Petersso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0:39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Di Buo - Bulir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0:39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Wunderle - Velez Sanchez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0:52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Abramov - Johnso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0:52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Salem - Im D H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1:05 男子个人赛 1/16决赛Di Buo - Wunderle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1:05 男子个人赛 1/16决赛Johnson - Im D H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1:18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Wan Abd Aziz - Bodnar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1:18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Hartley - Stevens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1:31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Wills - Nespoli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1:31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Dall - Galiazzo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1:44 男子个人赛 1/16决赛Bodnar - Stevens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1:44 男子个人赛 1/16决赛Wills - Galiazzo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1:57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Dobrowolski - Nay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1:57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Pieper - Serdyuk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2:10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Kuo C W - Javier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2:10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Trainini - Park K M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2:23 男子个人赛 1/16决赛Dobrowolski - Serdyuk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2:23 男子个人赛 1/16决赛Kuo C W - Park K M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5:30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Ruban - Youssef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5:30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Valladont - Naray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5:43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Proc - Li W Q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5:43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Girouille - Kim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5:56 男子个人赛 1/16决赛Ruban - Naray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5:56 男子个人赛 1/16决赛Proc - Kim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6:09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Wang C P - Peljor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6:09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Piatek - Moriya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6:22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Sulaiman - Chen S Y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6:22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Pavlov - Tsyrempilov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6:35 男子个人赛 1/16决赛Wang C P - Moriya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6:35 男子个人赛 1/16决赛Chen S Y - Tsyrempilov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6:48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Terry - Hatava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6:48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Gray - Chu Sia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7:01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Ergin - Pombo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7:01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Jiang L - Lee C H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7:14 男子个人赛 1/16决赛Hatava - Chu Sia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7:14 男子个人赛 1/16决赛Ergin - Lee C H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7:27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Ellison - Burnes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7:27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Lyon - Xue H F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7:40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Badenov - Godfrey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7:40 男子个人赛 1/32决赛Hojjatolah - Champia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7:53 男子个人赛 1/16决赛Lyon - Elliso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3日 17:53 男子个人赛 1/16决赛Badenov - Champia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5日 10:30 男子个人赛 1/8决赛Ruban - Proc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5日 10:43 男子个人赛 1/8决赛Moriya - Tsyrempilov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5日 11:09 男子个人赛 1/8决赛Lyon - Badenov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5日 11:22 男子个人赛 1/8决赛Dobrowolski - Park K M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5日 11:35 男子个人赛 1/8决赛Stevens - Wills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5日 11:48 男子个人赛 1/8决赛Wunderle - Im D H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5日 11:48 男子个人赛 1/8决赛Chu Sian - Lee C H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5日 12:01 男子个人赛 1/8决赛Serrano Gutierrez - Kunda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5日 16:00 男子个人赛 1/4决赛Serrano Gutierrez - Wunderle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5日 16:13 男子个人赛 1/4决赛Stevens - Park K M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5日 16:26 男子个人赛 1/4决赛Ruban - Moriya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5日 16:39 男子个人赛 1/4决赛Chu Sian - Badenov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5日 16:52 男子个人赛 半决赛Ruban - Park K M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5日 17:05 男子个人赛 半决赛Serrano Gutierrez - Park K M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5日 17:21 男子个人赛 3-4名决赛Badenov - Serrano Gutierrez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5日 17:37 男子个人赛 决赛Park K M - Ruba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9日 12:00 女子个人赛 资格赛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0:00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Park S H - Abbouda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0:00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Hitzler - Dodemont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0:13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Esebua - Hayashi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0:13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Romantzi - Keskin Satir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0:26 女子个人赛 1/16决赛Park S H - Hitzler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0:26 女子个人赛 1/16决赛Esebua - Romantzi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0:39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Hayakawa - Mousikou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0:39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Rochmawati - Nichols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0:52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郭丹 - 伯格斯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0:52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Al Abedal - Folkard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1:05 女子个人赛 1/16决赛Hayakawa - Nichols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1:05 女子个人赛 1/16决赛Burgess - Folkard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1:18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Kwon U S - Abti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1:18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Vardineni - Waller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1:31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Koval - Horackova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1:31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d`Unienville - Roma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1:44 女子个人赛 1/16决赛Kwon U S - Vardineni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1:44 女子个人赛 1/16决赛Koval - Roma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1:57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Cwienczek - Laurse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1:57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Son H Y - Avitia Martinez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2:10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Wu H J - Brito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2:10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Dorji - Narimanidze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2:23 女子个人赛 1/16决赛Cwienczek - Avitia Martinez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2:23 女子个人赛 1/16决赛Brito - Narimanidze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5:30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Joo H J - Romero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5:30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Bannova - Valeeva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5:43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Mospinek - Kitabatake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5:43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Lionetti - Schuh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5:56 女子个人赛 1/16决赛Joo H J - Valeeva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5:56 女子个人赛 1/16决赛Kitabatake - Schuh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6:09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Erdyniyeva - Diele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6:09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Marcinkiewicz - Devi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6:22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Zhang J J - Berezna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6:22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Feeney - Yuan S C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6:35 女子个人赛 1/16决赛Erdyniyeva - Marcinkiewicz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6:35 女子个人赛 1/16决赛Zhang J J - Yuan S C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6:48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Williamson - Wei P H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6:48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Arnold - Lorig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7:01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Dagbaeva - Puspitasari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7:01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Tonetta - Rendo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7:14 女子个人赛 1/16决赛Williamson - Lorig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7:14 女子个人赛 1/16决赛Dagbaeva - Rendo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7:27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Chen L - Psarra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7:27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Muliuk - Sanchez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7:40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Banerjee - Beaudet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7:40 女子个人赛 1/32决赛Kamaletdinova - Yun O H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7:53 女子个人赛 1/16决赛Chen L - Muliuk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2日 17:53 女子个人赛 1/16决赛Beaudet - Yun O H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4日 10:30 女子个人赛 1/8决赛Park S H - Romantzi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4日 10:43 女子个人赛 1/8决赛Hayakawa - Folkard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4日 10:56 女子个人赛 1/8决赛Kwon U S - Roma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4日 11:09 女子个人赛 1/8决赛Avitia Martinez - Narimanidze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4日 11:22 女子个人赛 1/8决赛Joo H J - Schuh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4日 11:35 女子个人赛 1/8决赛Erdyniyeva - Zhang J J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4日 11:48 女子个人赛 1/8决赛Lorig - Rendo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4日 12:01 女子个人赛 1/8决赛Chen L - Yun O H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4日 16:00 女子个人赛 1/4决赛Park S H - Hayakawa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4日 16:13 女子个人赛 1/4决赛Kwon U S - Avitia Martinez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4日 16:26 女子个人赛 1/4决赛Joo H J - Zhang J J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4日 16:39 女子个人赛 1/4决赛Lorig - Yun O H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4日 16:52 女子个人赛 半决赛Park S H - Kwon U S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4日 17:05 女子个人赛 半决赛Zhang J J - Yun O H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4日 17:21 女子个人赛 3-4名决赛Yun O H - Kwon U S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4日 17:37 女子个人赛 决赛Park S H - Zhang J J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1日 10:00 男子团体赛 1/8决赛KOR - *Unknow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1日 10:25 男子团体赛 1/8决赛AUS - POL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1日 10:50 男子团体赛 1/8决赛GBR - CH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1日 11:15 男子团体赛 1/8决赛*Unknown* - RUS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1日 11:15 男子团体赛 1/8决赛MAS - *Unknow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1日 11:15 男子团体赛 1/8决赛CAN - ITA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1日 11:15 男子团体赛 1/8决赛TPE - USA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1日 11:15 男子团体赛 1/8决赛*Unknown* - UKR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1日 11:40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KOR - POL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1日 12:05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CHN - RUS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1日 12:30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MAS - ITA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1日 12:55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TPE - UKR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1日 16:00 男子团体赛 半决赛UKR - ITA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1日 16:25 男子团体赛 半决赛KOR - CH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1日 16:55 男子团体赛 3-4名决赛UKR - CH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1日 17:25 男子团体赛 决赛KOR - ITA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0日 10:00 女子团体赛 1/8决赛KOR - *Unknow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0日 10:25 女子团体赛 1/8决赛ITA - TPE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0日 10:25 女子团体赛 1/8决赛FRA - *Unknow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0日 10:25 女子团体赛 1/8决赛*Unknown* - POL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0日 10:25 女子团体赛 1/8决赛CHN - *Unknow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0日 10:25 女子团体赛 1/8决赛*Unknown* - IND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0日 10:25 女子团体赛 1/8决赛JPN - COL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0日 10:25 女子团体赛 1/8决赛*Unknown* - GBR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0日 10:50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KOR - ITA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0日 11:15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FRA - POL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0日 11:40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CHN - IND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0日 12:05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JPN - GBR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0日 16:00 女子团体赛 半决赛KOR - FRA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0日 16:25 女子团体赛 半决赛CHN - GBR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0日 16:55 女子团体赛 3-4名决赛FRA - GBR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8月10日 17:25 女子团体赛 决赛KOR - CHN 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

举重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9日 10:00 女子48公斤级 Flyweight (48kg) - Snatch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9日 10:00 女子48公斤级 Flyweight (48kg) - Clean & Jerk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56公斤级 B组Flyweight (56kg) - Snatch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56公斤级 B组Flyweight (56kg) - Clean & Jerk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00 男子56公斤级 A组Flyweight (56kg) - Snatch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9:00 男子56公斤级 A组Flyweight (56kg) - Clean & Jerk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5:30 女子53公斤级 53公斤级-抓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0日 15:30 女子53公斤级 53公斤级-挺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0:00 男子62公斤级 B组62公斤级-抓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0:00 男子62公斤级 B组62公斤级-挺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9:00 男子62公斤级 A组62公斤级-抓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9:00 男子62公斤级 A组62公斤级-挺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5:30 女子58公斤级 58公斤级-抓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5:30 女子58公斤级 58公斤级-挺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2:30 男子69公斤级 C组69公斤级-抓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1日 12:30 男子69公斤级 C组69公斤级-挺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69公斤级 B组69公斤级-抓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69公斤级 B组69公斤级-挺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9:00 男子69公斤级 A组69公斤级-抓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9:00 男子69公斤级 A组69公斤级-挺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30 女子63公斤级 B组63公斤级-抓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2:30 女子63公斤级 B组63公斤级-挺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5:30 女子63公斤级 A组63公斤级-抓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5:30 女子63公斤级 A组63公斤级-挺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00 男子77公斤级 B组77公斤级-抓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00 男子77公斤级 B组77公斤级-挺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9:00 男子77公斤级 A组77公斤级-抓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9:00 男子77公斤级 A组77公斤级-挺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5:30 女子69公斤级 69公斤级-抓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5:30 女子69公斤级 69公斤级-挺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0:00 男子85公斤级 B组85公斤级-抓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0:00 男子85公斤级 B组85公斤级-挺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9:00 男子85公斤级 A组85公斤级-抓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9:00 男子85公斤级 A组85公斤级-挺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5:30 女子75公斤级 75公斤级-抓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5日 15:30 女子75公斤级 75公斤级-挺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9:00 女子+75公斤级 +75公斤级-抓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9:00 女子+75公斤级 +75公斤级-挺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5:30 男子94公斤级 B组94公斤级-抓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5:30 男子94公斤级 B组94公斤级-挺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9:00 男子94公斤级 A组94公斤级-抓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9:00 男子94公斤级 A组94公斤级-挺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8日 15:30 男子105公斤级 B组105公斤级-抓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8日 15:30 男子105公斤级 B组105公斤级-挺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8日 19:00 男子105公斤级 A组105公斤级-抓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8日 19:00 男子105公斤级 A组105公斤级-挺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5:30 男子+105公斤级 B组105公斤以上级-抓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5:30 男子+105公斤级 B组105公斤以上级-挺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9:00 男子+105公斤级 A组105公斤以上级-抓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9:00 男子+105公斤级 A组105公斤以上级-挺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

现代五项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21日 08:30 男子个人赛 射击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21日 10:00 男子个人赛 击剑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21日 14:30 男子个人赛 游泳 英东游泳馆

8月21日 17:00 男子个人赛 马术 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21日 20:00 男子个人赛 越野跑 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22日 08:30 女子个人赛 射击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22日 10:00 女子个人赛 击剑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22日 14:30 女子个人赛 游泳 英东游泳馆

8月22日 17:00 女子个人赛 马术 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22日 20:00 女子个人赛 越野跑 奥体中心体育场

击剑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4日 09:30 女子佩剑团体赛 1/4决赛 : 美国 vs 南非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4日 09:30 女子佩剑团体赛 1/4决赛 : 乌克兰 vs 俄罗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4日 09:30 女子佩剑团体赛 1/4决赛 : 中国 vs 波兰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4日 09:30 女子佩剑团体赛 1/4决赛 : 加拿大 vs 法国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4日 10:40 女子佩剑团体赛 5-8名资格赛 : 南非 vs 俄罗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4日 10:40 女子佩剑团体赛 5-8名资格赛 : 波兰 vs 加拿大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4日 11:40 女子佩剑团体赛 半决赛 : 美国 vs 乌克兰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4日 11:40 女子佩剑团体赛 半决赛 : 中国 vs 法国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4日 13:40 女子佩剑团体赛 5-6名决赛 : 俄罗斯 vs 波兰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4日 13:40 女子佩剑团体赛 7-8名决赛 : 南非 vs 加拿大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4日 18:41 女子佩剑团体赛 3-4名决赛 : 美国 vs 法国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4日 19:58 女子佩剑团体赛 决赛 : 乌克兰 vs 中国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7日 10:13 男子佩剑团体赛 1/4决赛 : 法国 vs 埃及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7日 10:13 男子佩剑团体赛 1/4决赛 : 俄罗斯 vs 中国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7日 10:22 男子佩剑团体赛 1/4决赛 : 美国 vs 匈牙利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7日 10:23 男子佩剑团体赛 1/4决赛 : 白俄罗斯 vs 意大利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7日 11:24 男子佩剑团体赛 5-8名资格赛 : 埃及 vs 白俄罗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7日 11:24 男子佩剑团体赛 5-8名资格赛 : 中国 vs 匈牙利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7日 12:29 男子佩剑团体赛 半决赛 : 法国 vs 意大利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7日 12:36 男子佩剑团体赛 半决赛 : 俄罗斯 vs 美国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7日 13:21 男子佩剑团体赛 7-8名决赛 : 埃及 vs 匈牙利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7日 13:27 男子佩剑团体赛 5-6名决赛 : 白俄罗斯 vs 中国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7日 18:47 男子佩剑团体赛 3-4名决赛 : 意大利 vs 俄罗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7日 19:42 男子佩剑团体赛 决赛 : 法国 vs 美国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6日 09:00 女子花剑团体赛 1/4决赛 : 俄罗斯 vs 埃及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6日 09:00 女子花剑团体赛 1/4决赛 : 中国 vs 意大利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6日 09:00 女子花剑团体赛 1/4决赛 : 匈牙利 vs 德国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6日 09:00 女子花剑团体赛 1/4决赛 : 美国 vs 波兰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6日 10:30 女子花剑团体赛 5-8名资格赛 : 埃及 vs 中国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6日 10:30 女子花剑团体赛 5-8名资格赛 : 德国 vs 波兰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6日 12:00 女子花剑团体赛 半决赛 : 俄罗斯 vs 意大利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6日 12:00 女子花剑团体赛 半决赛 : 匈牙利 vs 美国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6日 13:30 女子花剑团体赛 7-8名决赛 : 埃及 vs 波兰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6日 13:30 女子花剑团体赛 5-6名决赛 : 中国 vs 德国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6日 18:00 女子花剑团体赛 3-4名决赛 : 意大利 vs 匈牙利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6日 19:30 女子花剑团体赛 决赛 : 俄罗斯 vs 美国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5日 09:00 男子重剑团体赛 1/8决赛 : 匈牙利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5日 09:00 男子重剑团体赛 1/8决赛 : 南非 vs 中国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5日 09:00 男子重剑团体赛 1/8决赛 : 乌克兰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5日 09:00 男子重剑团体赛 1/8决赛 :  vs 波兰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5日 09:00 男子重剑团体赛 1/8决赛 : 意大利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5日 09:00 男子重剑团体赛 1/8决赛 :  vs 韩国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5日 09:00 男子重剑团体赛 1/8决赛 : 委内瑞拉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5日 09:00 男子重剑团体赛 1/8决赛 :  vs 法国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5日 11:00 男子重剑团体赛 1/4决赛 : 匈牙利 vs 中国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5日 11:00 男子重剑团体赛 1/4决赛 : 乌克兰 vs 波兰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5日 11:00 男子重剑团体赛 1/4决赛 : 意大利 vs 韩国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5日 11:00 男子重剑团体赛 1/4决赛 : 委内瑞拉 vs 法国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5日 12:30 男子重剑团体赛 5-8名资格赛 : 匈牙利 vs 乌克兰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5日 12:30 男子重剑团体赛 5-8名资格赛 : 韩国 vs 委内瑞拉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5日 14:00 男子重剑团体赛 半决赛 : 中国 vs 波兰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5日 14:00 男子重剑团体赛 半决赛 : 意大利 vs 法国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5日 15:30 男子重剑团体赛 7-8名决赛 : 韩国 vs 乌克兰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5日 15:30 男子重剑团体赛 5-6名决赛 : 匈牙利 vs 委内瑞拉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5日 18:00 男子重剑团体赛 3-4名决赛 : 中国 vs 意大利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5日 19:30 男子重剑团体赛 决赛 : 波兰 vs 法国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雅各布森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马尔佐卡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卡兰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迪亚特琴科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久枝元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科姆罗瓦亚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索查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韦利卡娅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杜普鲁伊 vs 普恩迪克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黄海洋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伊拉里亚-比安科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金金和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沃妮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谭雪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内特查耶娃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希奥布汗-比尔尼 vs 维克夫斯卡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周梓淇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包盈盈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约兹维克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阿里扬德拉-贝尼特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扎古尼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雷奥诺-贝鲁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罗蒂-切蒂 vs 贝斯贝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奥尔加-奥夫奇尼科娃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李信美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托娅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奥索亚-纳吉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丽贝卡-沃德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2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奈菲-托里 vs 梅林-冈萨雷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2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亚历山大-布吉多索 vs 朱丽叶-克劳迪尔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2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桑德拉-萨辛 vs 埃尔维拉-伍德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0:2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拉里奥斯 vs 阿拉切里-纳瓦罗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1: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雅各布森 vs 梅林-冈萨雷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1: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马尔佐卡 vs 卡兰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1: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迪亚特琴科 vs 久枝元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1: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科姆罗瓦亚 vs 索查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1: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韦利卡娅 vs 普恩迪克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1: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黄海洋 vs 伊拉里亚-比安科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1: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金金和 vs 沃妮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1: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亚历山大-布吉多索 vs 谭雪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1: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内特查耶娃 vs 维克夫斯卡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1: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周梓淇 vs 包盈盈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1: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约兹维克 vs 阿里扬德拉-贝尼特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1: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桑德拉-萨辛 vs 扎古尼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1: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雷奥诺-贝鲁 vs 贝斯贝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1: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奥尔加-奥夫奇尼科娃 vs 李信美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1: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托娅 vs 奥索亚-纳吉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1: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阿拉切里-纳瓦罗 vs 丽贝卡-沃德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2:3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8决赛 : 雅各布森 vs 卡兰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2:3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8决赛 : 迪亚特琴科 vs 科姆罗瓦亚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2:3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8决赛 : 韦利卡娅 vs 伊拉里亚-比安科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2:3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8决赛 : 金金和 vs 谭雪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2:3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8决赛 : 维克夫斯卡 vs 包盈盈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2:3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8决赛 : 约兹维克 vs 扎古尼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2:3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8决赛 : 贝斯贝斯 vs 奥尔加-奥夫奇尼科娃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2:3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8决赛 : 奥索亚-纳吉 vs 丽贝卡-沃德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3:2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4决赛 : 雅各布森 vs 科姆罗瓦亚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3:2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4决赛 : 韦利卡娅 vs 谭雪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3:2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4决赛 : 包盈盈 vs 扎古尼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3:20 女子佩剑个人赛 1/4决赛 : 贝斯贝斯 vs 丽贝卡-沃德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9: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半决赛 : 雅各布森 vs 韦利卡娅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9:00 女子佩剑个人赛 半决赛 : 扎古尼斯 vs 丽贝卡-沃德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19:50 女子佩剑个人赛 3-4名决赛 : 韦利卡娅 vs 丽贝卡-沃德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9日 20:30 女子佩剑个人赛 决赛 : 雅各布森 vs 扎古尼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特里利尼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米斯雷迪斯-康帕尼 vs 乔娜-哈尔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格鲁查拉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沙纳耶娃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斯塔尔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麦特简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卡罗琳-格鲁布伊特斯基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郑吉玉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菅原智惠子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加布里拉-瓦加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M-I-冈萨雷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南贤喜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格兰巴西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尼基什娜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德里拉-哈图艾尔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拉莫诺娃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安加-斯查克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阿伊达-默罕默德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艾米丽-克洛斯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孙超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埃迪纳-科纳佩克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张蕾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沃吉特克维克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维扎利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多伊格 vs Katja W鋍hter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阿尼萨-科海尔法乌伊 vs 汉纳-汤普森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埃曼-艾尔-贾马尔 vs 安加德-加尔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0: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诺奎拉 vs 苏婉文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1: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埃琳-斯马特 vs 马蒂娜-埃曼纽尔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1: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沙伊马-艾尔-贾马尔 vs 伊曼-沙班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1: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保巴克里 vs 栾菊杰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1: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32决赛 : 米洛兹奇维兹 vs 莱雷科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1: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特里利尼 vs 米斯雷迪斯-康帕尼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1: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格鲁查拉 vs 沙纳耶娃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1: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斯塔尔 vs Katja W鋍hter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1: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埃琳-斯马特 vs 麦特简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1: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卡罗琳-格鲁布伊特斯基 vs 汉纳-汤普森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1: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郑吉玉 vs 菅原智惠子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1: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加布里拉-瓦加 vs M-I-冈萨雷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1: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伊曼-沙班 vs 南贤喜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1: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格兰巴西 vs 安加德-加尔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1: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尼基什娜 vs 德里拉-哈图艾尔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1: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拉莫诺娃 vs 安加-斯查克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1: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栾菊杰 vs 阿伊达-默罕默德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1: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艾米丽-克洛斯 vs 苏婉文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1: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孙超 vs 埃迪纳-科纳佩克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1: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张蕾 vs 沃吉特克维克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1: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米洛兹奇维兹 vs 维扎利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3: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8决赛 : 特里利尼 vs 沙纳耶娃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3: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8决赛 : Katja W鋍hter vs 麦特简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3: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8决赛 : 卡罗琳-格鲁布伊特斯基 vs 菅原智惠子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3: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8决赛 : 加布里拉-瓦加 vs 南贤喜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3: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8决赛 : 格兰巴西 vs 尼基什娜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3: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8决赛 : 拉莫诺娃 vs 阿伊达-默罕默德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3: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8决赛 : 苏婉文 vs 埃迪纳-科纳佩克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3: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8决赛 : 张蕾 vs 维扎利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4: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4决赛 : 特里利尼 vs Katja W鋍hter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4: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4决赛 : 菅原智惠子 vs 南贤喜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4: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4决赛 : 格兰巴西 vs 拉莫诺娃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4:30 女子花剑个人赛 1/4决赛 : 埃迪纳-科纳佩克 vs 维扎利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9: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半决赛 : 特里利尼 vs 南贤喜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19:00 女子花剑个人赛 半决赛 : 格兰巴西 vs 维扎利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20:10 女子花剑个人赛 3-4名决赛 : 特里利尼 vs 格兰巴西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1日 20:40 女子花剑个人赛 决赛 : 南贤喜 vs 维扎利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3:3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布里塔-海德曼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3:3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赫尔利 vs 政孝正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3:3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仲维萍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3:3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vs 李娜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3:3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伊姆克-杜普利策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3:3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vs 谢雷恩-沙尔姆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3:3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楚托娃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3:3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vs 安娜-布兰扎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4:0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洛格诺娃 vs 萨缪尔森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4:0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诺姆-米尔斯 vs 弗雷塞尔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4:0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杰西卡-吉梅内斯 vs 亚谢姆亚基娜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4:0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哈迪亚-本塔莱布 vs Emese Sz醩z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4:3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阿亚-艾尔-赛义德 vs 皮科特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4:3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索菲-拉蒙 vs 玛丽亚-马丁内兹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4:3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Ildik� Mincza-Nebald vs 杨翠玲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4:3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千田健太 vs 帕金森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5:0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8决赛 : 布里塔-海德曼 vs 政孝正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5:0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8决赛 : 萨缪尔森 vs 皮科特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5:0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8决赛 : 仲维萍 vs 弗雷塞尔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5:0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8决赛 : 索菲-拉蒙 vs 李娜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5:0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8决赛 : 伊姆克-杜普利策 vs 杰西卡-吉梅内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5:0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8决赛 : Ildik� Mincza-Nebald vs 谢雷恩-沙尔姆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5:0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8决赛 : 楚托娃 vs Emese Sz醩z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5:0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8决赛 : 千田健太 vs 安娜-布兰扎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6:0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4决赛 : 布里塔-海德曼 vs 萨缪尔森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6:0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4决赛 : 弗雷塞尔 vs 李娜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6:0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4决赛 : 伊姆克-杜普利策 vs Ildik

� Mincza-Nebald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6:00 女子重剑个人赛 1/4决赛 : 楚托娃 vs 安娜-布兰扎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9:00 女子重剑个人赛 半决赛 : 布里塔-海德曼 vs 李娜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9:00 女子重剑个人赛 半决赛 : Ildik� Mincza-Nebald vs 安娜-布兰扎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20:30 女子重剑个人赛 3-4名决赛 : 李娜 vs Ildik� Mincza-Nebald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21:30 女子重剑个人赛 决赛 : 布里塔-海德曼 vs 安娜-布兰扎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路易吉-塔兰蒂诺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伦佐-阿格莱斯塔 vs 马赫茂德-艾尔-巴

克里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莫哈斯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桑松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仲满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科斯尼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沙米-马蒂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基斯-斯马特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斯亚姆 vs 贾森-罗杰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阿隆-斯基拉吉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塔马斯-德西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王敬之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于廉-皮莱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杜米特雷斯库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阿尔多-蒙塔诺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阿拉-艾尔-丁-艾尔-赛义德 vs 菲利普-

比德里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迭戈-奥奇尤兹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Jorge Pi馻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吴恩锡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迪米特里-拉普科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波兹尼亚科夫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科瓦柳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沙迪-塔莱特 vs 瓦莱里-普里姆卡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周汉明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内姆茨克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亚基门科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亚历山大-布伊凯维奇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林巴赫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2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科瓦列夫 vs 奥康纳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2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马马多-凯塔 vs 小川聪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2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洛佩兹 vs 韦德拉奥果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0:2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32决赛 : 布拉沃 vs 科尼尤兹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1: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路易吉-塔兰蒂诺 vs 伦佐-阿格莱斯塔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1: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莫哈斯 vs 桑松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1: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仲满 vs 科斯尼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1: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科瓦列夫 vs 沙米-马蒂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1: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基斯-斯马特 vs 贾森-罗杰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1: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阿隆-斯基拉吉 vs 塔马斯-德西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1: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王敬之 vs 于廉-皮莱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1: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马马多-凯塔 vs 杜米特雷斯库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1: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阿尔多-蒙塔诺 vs 菲利普-比德里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1: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迭戈-奥奇尤兹 vs Jorge Pi馻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1: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吴恩锡 vs 迪米特里-拉普科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1: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洛佩兹 vs 波兹尼亚科夫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1: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科瓦柳 vs 瓦莱里-普里姆卡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1: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周汉明 vs 内姆茨克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1: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亚基门科 vs 亚历山大-布伊凯维奇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1: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16决赛 : 科尼尤兹 vs 林巴赫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2:3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8决赛 : 路易吉-塔兰蒂诺 vs 桑松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2:3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8决赛 : 仲满 vs 沙米-马蒂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2:3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8决赛 : 基斯-斯马特 vs 阿隆-斯基拉吉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2:3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8决赛 : 于廉-皮莱 vs 杜米特雷斯库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2:3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8决赛 : 阿尔多-蒙塔诺 vs Jorge Pi馻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2:3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8决赛 : 吴恩锡 vs 洛佩兹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2:3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8决赛 : 科瓦柳 vs 周汉明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2:3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8决赛 : 亚历山大-布伊凯维奇 vs 林巴赫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3:2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4决赛 : 路易吉-塔兰蒂诺 vs 仲满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3:2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4决赛 : 基斯-斯马特 vs 于廉-皮莱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3:2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4决赛 : Jorge Pi馻 vs 洛佩兹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3:20 男子佩剑个人赛 1/4决赛 : 科瓦柳 vs 亚历山大-布伊凯维奇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9: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半决赛 : 仲满 vs 于廉-皮莱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9:00 男子佩剑个人赛 半决赛 : 洛佩兹 vs 科瓦柳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19:50 男子佩剑个人赛 3-4名决赛 : 于廉-皮莱 vs 科瓦柳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2日 20:10 男子佩剑个人赛 决赛 : 仲满 vs 洛佩兹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0:00 男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罗兰德-施罗瑟 vs 沙维尔-梅内德斯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0:00 男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崔秉哲 vs 阿尔-哈马迪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格里科 vs 穆斯塔法-纳加蒂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刘国坚 vs 千田健太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沙维尔-阿里 vs 古亚尔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若奥-索萨 vs 太田雄贵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1:00 男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阿尔贝托-伊格纳西奥-冈萨雷斯-比亚吉

奥 vs 朱俊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1:00 男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莫塞克 vs 潘查恩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1:00 男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托莫-奥尔 vs 约书亚-迈克奎尔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1:00 男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理查德-克鲁斯 vs 萨利斯坎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1:28 男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卡塞拉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1:28 男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本杰明-克雷布林克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1:28 男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vs 雷声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1:28 男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厄尔万-拜舒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1:28 男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vs 桑佐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1:28 男子花剑个人赛 1/16决赛 :  vs 约皮什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1:30 男子花剑个人赛 1/8决赛 : 卡塞拉 vs 罗兰德-施罗瑟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1:30 男子花剑个人赛 1/8决赛 : 格里科 vs 朱俊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1:30 男子花剑个人赛 1/8决赛 : 本杰明-克雷布林克 vs 千田健太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1:30 男子花剑个人赛 1/8决赛 : 莫塞克 vs 雷声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1:30 男子花剑个人赛 1/8决赛 : 厄尔万-拜舒 vs 古亚尔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1:30 男子花剑个人赛 1/8决赛 : 约书亚-迈克奎尔 vs 桑佐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1:30 男子花剑个人赛 1/8决赛 : 崔秉哲 vs 太田雄贵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1:30 男子花剑个人赛 1/8决赛 : 理查德-克鲁斯 vs 约皮什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3:00 男子花剑个人赛 1/4决赛 : 卡塞拉 vs 朱俊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3:00 男子花剑个人赛 1/4决赛 : 本杰明-克雷布林克 vs 雷声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3:00 男子花剑个人赛 1/4决赛 : 厄尔万-拜舒 vs 桑佐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3:00 男子花剑个人赛 1/4决赛 : 太田雄贵 vs 约皮什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8:00 男子花剑个人赛 半决赛 : 朱俊 vs 本杰明-克雷布林克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18:00 男子花剑个人赛 半决赛 : 桑佐 vs 太田雄贵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20:00 男子花剑个人赛 3-4名决赛 : 朱俊 vs 桑佐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3日 21:28 男子花剑个人赛 决赛 : 本杰明-克雷布林克 vs 太田雄贵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J閞鬽e Jeannet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尼古拉-诺夫斯乔洛夫 vs 阿米德-科赫迪

尔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金元晋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何塞-路易斯-阿巴若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迭戈-孔法隆涅里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加扎-伊姆里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迈克尔-考特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王磊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巴斯-维维伦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罗贝里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阿夫德耶夫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马蒂奥-塔格里亚里奥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郑真善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鲁本-利马多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楚马克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科夫罗斯特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伊格尔-蒂克米洛夫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塞斯-凯尔赛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扎夫罗特尼亚克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尹练池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Kriszti醤 Kulcs醨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G醔or Boczko vs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阿尔弗雷多-洛塔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vs 菲尔兰德兹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3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阿伊萨姆-拉米 vs 莫蒂卡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3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迈克尔-伍德 vs 尼基琴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3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亚当-维奇奥克 vs 黎国介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0:3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托伦特 vs 维德拉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1: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金胜九 vs 马杜马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1: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沃尔夫冈-梅吉亚斯 vs S-索尔基德森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1: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让内 vs 卡奇奥里尼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1: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32决赛 : 西田祥吾 vs 帕里斯-伊诺斯特罗萨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1: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J閞鬽e Jeannet vs 尼古拉-诺夫斯乔洛

夫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1: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金元晋 vs 何塞-路易斯-阿巴若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1: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迭戈-孔法隆涅里 vs 莫蒂卡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1: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金胜九 vs 加扎-伊姆里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1: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迈克尔-考特 vs 尼基琴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1: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王磊 vs 巴斯-维维伦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1: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罗贝里 vs 阿夫德耶夫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1: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S-索尔基德森 vs 马蒂奥-塔格里亚里奥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1: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郑真善 vs 黎国介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1: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鲁本-利马多 vs 楚马克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1: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科夫罗斯特 vs 伊格尔-蒂克米洛夫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1: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让内 vs 塞斯-凯尔赛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1: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扎夫罗特尼亚克 vs 维德拉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1: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尹练池 vs Kriszti醤 Kulcs醨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1: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G醔or Boczko vs 阿尔弗雷多-洛塔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1: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16决赛 : 帕里斯-伊诺斯特罗萨 vs 菲尔兰德兹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3:3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8决赛 : J閞鬽e Jeannet vs 何塞-路易斯-阿巴若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3:3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8决赛 : 迭戈-孔法隆涅里 vs 加扎-伊姆里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3:3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8决赛 : 迈克尔-考特 vs 巴斯-维维伦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3:3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8决赛 : 罗贝里 vs 马蒂奥-塔格里亚里奥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3:3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8决赛 : 郑真善 vs 楚马克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3:3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8决赛 : 伊格尔-蒂克米洛夫 vs 让内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3:3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8决赛 : 扎夫罗特尼亚克 vs 尹练池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3:3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8决赛 : G醔or Boczko vs 菲尔兰德兹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4:3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4决赛 : 何塞-路易斯-阿巴若 vs 迭戈-孔法隆涅里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4:3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4决赛 : 巴斯-维维伦 vs 马蒂奥-塔格里亚里奥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4:3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4决赛 : 郑真善 vs 让内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4:30 男子重剑个人赛 1/4决赛 : 扎夫罗特尼亚克 vs G醔or Boczko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9: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半决赛 : 何塞-路易斯-阿巴若 vs 马蒂奥-塔格里亚

里奥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19:00 男子重剑个人赛 半决赛 : 让内 vs G醔or Boczko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20:10 男子重剑个人赛 3-4名决赛 : 何塞-路易斯-阿巴若 vs G醔or Boczko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8月10日 20:40 男子重剑个人赛 决赛 : 马蒂奥-塔格里亚里奥 vs 让内 国际会议中心击剑馆

射击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9日 08:30 女子10米气步枪 资格赛 北京射击场

8月9日 10:30 女子10米气步枪 决赛 北京射击场

8月9日 09:00 男子飞碟多向 资格赛第1轮 北京射击场飞碟靶场

8月10日 09:00 男子飞碟多向 资格赛第2轮 北京射击场飞碟靶场

8月10日 15:00 男子飞碟多向 决赛 北京射击场飞碟靶场

8月9日 12:00 男子10米气手枪 资格赛 北京射击场

8月9日 15:00 男子10米气手枪 决赛 北京射击场

8月10日 09:00 女子10米气手枪 资格赛 北京射击场

8月10日 12:00 女子10米气手枪 决赛 北京射击场



8月11日 09:00 男子10米气步枪 资格赛 北京射击场

8月11日 12:00 男子10米气步枪 决赛 北京射击场

8月11日 09:00 女子飞碟多向 资格赛 北京射击场飞碟靶场

8月11日 15:00 女子飞碟多向 决赛 北京射击场飞碟靶场

8月12日 09:00 男子50米手枪慢射 资格赛 北京射击场

8月12日 12:00 男子50米手枪慢射 决赛 北京射击场

8月12日 09:00 男子飞碟双多向 资格赛 北京射击场飞碟靶场

8月12日 15:00 男子飞碟双多向 决赛 北京射击场飞碟靶场

8月13日 09:00 女子25米运动手枪 资格赛 北京射击场

8月13日 15:00 女子25米运动手枪 决赛 北京射击场

8月14日 09:00 女子50米步枪3x20 资格赛 北京射击场

8月14日 12:30 女子50米步枪3x20 决赛 北京射击场

8月14日 09:00 女子飞碟双向 资格赛 北京射击场飞碟靶场

8月14日 15:00 女子飞碟双向 决赛 北京射击场飞碟靶场

8月15日 09:00 男子50米步枪卧射 资格赛 北京射击场

8月15日 11:30 男子50米步枪卧射 决赛 北京射击场

8月15日 09:00 男子飞碟双向 资格赛第1轮 北京射击场飞碟靶场

8月16日 09:00 男子飞碟双向 资格赛第2轮 北京射击场飞碟靶场

8月16日 15:00 男子飞碟双向 决赛 北京射击场飞碟靶场

8月15日 13:00 男子25米手枪速射 资格赛第一阶段 北京射击场

8月16日 09:00 男子25米手枪速射 资格赛第二阶段 北京射击场

8月16日 12:00 男子25米手枪速射 决赛 北京射击场

8月17日 09:00 男子50米步枪3x40 资格赛 北京射击场

8月17日 13:30 男子50米步枪3x40 决赛 北京射击场

跆拳道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20日 09:00 女子49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杨淑君 vs 莫拉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09:00 女子49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托达里 vs 萨拉-菲克里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09:00 女子49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吴静钰 vs 阿金伊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09:00 女子49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贡达 vs 扎伊茨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09:00 女子49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康特拉斯 vs S黰eyye G黮ec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09:00 女子49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夏洛特-克雷格 vs 贝佐拉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09:00 女子49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Tran Thi Ngoc Tr鷆 vs 特里萨-托纳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09:00 女子49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戴尼里-蒙特约 vs 普埃德彭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5:00 女子49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萨拉-菲克里 vs 杨淑君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5:15 女子49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扎伊茨 vs 吴静钰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5:30 女子49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夏洛特-克雷格 vs 康特拉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5:45 女子49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普埃德彭 vs Tran Thi Ngoc Tr鷆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7:00 女子49公斤以下级 半决赛 : 吴静钰 vs 杨淑君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7:00 女子49公斤以下级 半决赛 : 普埃德彭 vs 康特拉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8:00 女子49公斤以下级 复活赛 : Tran Thi Ngoc Tr鷆 vs 戴尼里-蒙特约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8:00 女子49公斤以下级 复活赛 : 阿金伊 vs 扎伊茨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9:15 女子49公斤以下级 3-4名决赛 : 阿金伊 vs 康特拉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9:28 女子49公斤以下级 3-4名决赛 : 杨淑君 vs 戴尼里-蒙特约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20:11 女子49公斤以下级 决赛 : 吴静钰 vs 普埃德彭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1:00 男子58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迈克尔-哈维 vs Guillermo P閞ez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1:00 男子58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顿卡特 vs 尼克帕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1:00 男子58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Jean Molo飐e Ogoudjobi vs 哈瓦拉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1:00 男子58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卡内利 vs 古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1:00 男子58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瓦姆维里 vs 朱木炎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1:00 男子58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Pedro P髒oa vs G-梅塞德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1:00 男子58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胡安-安东尼奥-拉莫斯 vs Alfonso Mart

韓ez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1:00 男子58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M醨cio Wenceslau vs 雷扎-纳德里安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6:00 男子58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尼克帕 vs Guillermo P閞ez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6:15 男子58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卡内利 vs 哈瓦拉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6:30 男子58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G-梅塞德斯 vs 朱木炎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6:45 男子58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M醨cio Wenceslau vs 胡安-安东尼奥-拉

莫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7:30 男子58公斤以下级 半决赛 : Guillermo P閞ez vs 哈瓦拉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7:58 男子58公斤以下级 半决赛 : G-梅塞德斯 vs 胡安-安东尼奥-拉莫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8:30 男子58公斤以下级 复活赛 : 朱木炎 vs Pedro P髒oa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8:30 男子58公斤以下级 复活赛 : 迈克尔-哈维 vs 尼克帕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9:44 男子58公斤以下级 3-4名决赛 : 尼克帕 vs 胡安-安东尼奥-拉莫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9:55 男子58公斤以下级 3-4名决赛 : 哈瓦拉尔 vs 朱木炎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20:28 男子58公斤以下级 决赛 : Guillermo P閞ez vs G-梅塞德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09:00 女子57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罗宾-钟 vs M-巴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09:00 女子57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林秀贞 vs 苏丽珍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09:00 女子57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卡拉布雷瑟 vs Doris Pati駉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09:00 女子57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贝尼塔-迪尔希奥 vs Nguyen Thi Ho鄆 Thu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09:00 女子57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乔纳帕斯 vs 戴安娜-洛佩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09:00 女子57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张雪芬 vs A-坦里库鲁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09:00 女子57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盖特尔 vs 祖布希奇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09:00 女子57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阿玛杜 vs 德博拉-努内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5:00 女子57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林秀贞 vs 罗宾-钟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5:00 女子57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贝尼塔-迪尔希奥 vs 卡拉布雷瑟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5:00 女子57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A-坦里库鲁 vs 戴安娜-洛佩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5:00 女子57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德博拉-努内斯 vs 祖布希奇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7:00 女子57公斤以下级 半决赛 : 卡拉布雷瑟 vs 林秀贞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7:00 女子57公斤以下级 半决赛 : 祖布希奇 vs A-坦里库鲁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8:00 女子57公斤以下级 复活赛 : 戴安娜-洛佩兹 vs 张雪芬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8:00 女子57公斤以下级 复活赛 : 苏丽珍 vs 罗宾-钟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9:17 女子57公斤以下级 3-4名决赛 : 苏丽珍 vs 祖布希奇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9:31 女子57公斤以下级 3-4名决赛 : 卡拉布雷瑟 vs 戴安娜-洛佩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20:09 女子57公斤以下级 决赛 : 林秀贞 vs A-坦里库鲁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1:00 男子68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Peter L髉ez vs 哈桑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1:00 男子68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艾斯拉斯 vs 穆罕默德-亚当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1:00 男子68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马克-洛佩兹 vs 尼萨-巴哈维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1:00 男子68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曼兹 vs 阿卜杜雷姆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1:00 男子68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盖斯勒-维亚拉 vs Servet Tazeg黮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1:00 男子68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贝克斯 vs 孙泰珍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1:00 男子68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艾泽丁-萨勒姆 vs 季米特里-金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1:00 男子68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罗甘-坎贝尔 vs 宋玉麒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6:00 男子68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穆罕默德-亚当 vs Peter L髉ez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6:00 男子68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曼兹 vs 马克-洛佩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6:00 男子68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孙泰珍 vs Servet Tazeg黮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6:00 男子68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宋玉麒 vs 季米特里-金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7:30 男子68公斤以下级 半决赛 : Peter L髉ez vs 马克-洛佩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7:30 男子68公斤以下级 半决赛 : 孙泰珍 vs 宋玉麒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8:30 男子68公斤以下级 复活赛 : Servet Tazeg黮 vs 贝克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8:30 男子68公斤以下级 复活赛 : 尼萨-巴哈维 vs 曼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9:30 男子68公斤以下级 3-4名决赛 : Peter L髉ez vs Servet Tazeg黮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9:45 男子68公斤以下级 3-4名决赛 : 曼兹 vs 宋玉麒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20:15 男子68公斤以下级 决赛 : 马克-洛佩兹 vs 孙泰珍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09:00 女子67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Asunci髇 Ocasio vs 米斯塔基多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09:00 女子67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海伦娜-弗洛姆 vs 达兰达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09:00 女子67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塞尔格里 vs 蒂娜-摩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09:00 女子67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Vanina S醤chez vs Sibel G黮er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09:00 女子67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萨里奇 vs 安东尼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09:00 女子67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阿尔-马克图姆 vs 黃敬善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09:00 女子67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冈本依子 vs 本阿布德拉索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09:00 女子67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埃庞格 vs 纽金娜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5:00 女子67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海伦娜-弗洛姆 vs Asunci髇 Ocasio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5:00 女子67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Vanina S醤chez vs 塞尔格里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5:00 女子67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黃敬善 vs 萨里奇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5:00 女子67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埃庞格 vs 本阿布德拉索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7:00 女子67公斤以下级 半决赛 : 塞尔格里 vs Asunci髇 Ocasio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7:00 女子67公斤以下级 半决赛 : 埃庞格 vs 黃敬善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8:00 女子67公斤以下级 复活赛 : 萨里奇 vs 阿尔-马克图姆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8:00 女子67公斤以下级 复活赛 : 蒂娜-摩根 vs Vanina S醤chez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9:10 女子67公斤以下级 3-4名决赛 : 蒂娜-摩根 vs 埃庞格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9:25 女子67公斤以下级 3-4名决赛 : Asunci髇 Ocasio vs 萨里奇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20:09 女子67公斤以下级 决赛 : 塞尔格里 vs 黃敬善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1:00 男子80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卡洛斯-瓦兹奎斯 vs 巴古伊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1:00 男子80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詹森 vs 亚伦-库克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1:00 男子80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斯蒂文-洛佩兹 vs B-坦里库鲁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1:00 男子80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S-科南 vs 萨米恩托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1:00 男子80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阿玛德夫 vs 萨尔汉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1:00 男子80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罗曼 vs 米肖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1:00 男子80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朱国 vs 费雷拉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1:00 男子80公斤以下级 第1轮 : 塞伊 vs 比斯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6:00 男子80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亚伦-库克 vs 卡洛斯-瓦兹奎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6:00 男子80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萨米恩托 vs 斯蒂文-洛佩兹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6:00 男子80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米肖 vs 阿玛德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6:00 男子80公斤以下级 1/4决赛 : 塞伊 vs 朱国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7:30 男子80公斤以下级 半决赛 : 亚伦-库克 vs 萨米恩托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7:30 男子80公斤以下级 半决赛 : 阿玛德夫 vs 塞伊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8:30 男子80公斤以下级 复活赛 : 斯蒂文-洛佩兹 vs S-科南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8:30 男子80公斤以下级 复活赛 : 比斯塔 vs 朱国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9:40 男子80公斤以下级 3-4名决赛 : 斯蒂文-洛佩兹 vs 阿玛德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9:53 男子80公斤以下级 3-4名决赛 : 亚伦-库克 vs 朱国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20:24 男子80公斤以下级 决赛 : 萨米恩托 vs 塞伊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09:00 女子67公斤以上级 第1轮 : 诺哈-拉伯 vs 尼娜-索尔海姆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09:00 女子67公斤以上级 第1轮 : 卡里莫娃 vs 谢周珍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09:00 女子67公斤以上级 第1轮 : 马顿 vs Lorena Ben韙ez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09:00 女子67公斤以上级 第1轮 : 科瓦里 vs Nat醠ia Silva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09:00 女子67公斤以上级 第1轮 : 罗萨里奥-埃斯皮诺萨 vs 本-哈姆扎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09:00 女子67公斤以上级 第1轮 : Rosana Sim髇 vs 凯泽尔斯卡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09:00 女子67公斤以上级 第1轮 : 卡莫纳 vs 陈中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09:00 女子67公斤以上级 第1轮 : S-斯蒂文森 vs 纳丁-达瓦妮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5:00 女子67公斤以上级 1/4决赛 : 谢周珍 vs 尼娜-索尔海姆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5:00 女子67公斤以上级 1/4决赛 : Nat醠ia Silva vs 马顿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5:00 女子67公斤以上级 1/4决赛 : 凯泽尔斯卡 vs 罗萨里奥-埃斯皮诺萨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5:00 女子67公斤以上级 1/4决赛 : S-斯蒂文森 vs 陈中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7:00 女子67公斤以上级 半决赛 : 尼娜-索尔海姆 vs Nat醠ia Silva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7:00 女子67公斤以上级 半决赛 : 罗萨里奥-埃斯皮诺萨 vs S-斯蒂文森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8:00 女子67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 : 谢周珍 vs 诺哈-拉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8:00 女子67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 : 本-哈姆扎 vs 凯泽尔斯卡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9:00 女子67公斤以上级 3-4名决赛 : Nat醠ia Silva vs 凯泽尔斯卡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9:15 女子67公斤以上级 3-4名决赛 : 诺哈-拉伯 vs S-斯蒂文森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20:00 女子67公斤以上级 决赛 : 尼娜-索尔海姆 vs 罗萨里奥-埃斯皮诺萨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1:00 男子80公斤以上级 第1轮 : Nguyen Van H鵱g vs 楚乌梅里杰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1:00 男子80公斤以上级 第1轮 : Daba Modibo Ke飔a vs Micka雔 Borot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1:00 男子80公斤以上级 第1轮 : 奇尔玛诺夫 vs 尼科莱迪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1:00 男子80公斤以上级 第1轮 : Juan Carlos D韆z vs 阿布德尔卡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1:00 男子80公斤以上级 第1轮 : 刘哮波 vs 马修-比奇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1:00 男子80公斤以上级 第1轮 : 马托斯 vs 贝塞尔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1:00 男子80公斤以上级 第1轮 : Jon Garc韆 vs 伊尔加谢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1:00 男子80公斤以上级 第1轮 : 车东旻 vs 莫伊特兰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6:00 男子80公斤以上级 1/4决赛 : Daba Modibo Ke飔a vs 楚乌梅里杰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6:00 男子80公斤以上级 1/4决赛 : 阿布德尔卡德 vs 尼科莱迪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6:00 男子80公斤以上级 1/4决赛 : 马托斯 vs 刘哮波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6:00 男子80公斤以上级 1/4决赛 : 车东旻 vs 伊尔加谢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7:30 男子80公斤以上级 半决赛 : 楚乌梅里杰 vs 尼科莱迪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7:30 男子80公斤以上级 半决赛 : 马托斯 vs 车东旻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8:30 男子80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 : 伊尔加谢夫 vs 莫伊特兰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8:30 男子80公斤以上级 复活赛 : 奇尔玛诺夫 vs 阿布德尔卡德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9:30 男子80公斤以上级 3-4名决赛 : 楚乌梅里杰 vs 伊尔加谢夫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9:45 男子80公斤以上级 3-4名决赛 : 奇尔玛诺夫 vs 马托斯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20:15 男子80公斤以上级 决赛 : 尼科莱迪斯 vs 车东旻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沙滩排球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9日 09:50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马亚塞德/格莱斯内斯 vs 范布里达姆/穆

亚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9日 11:48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田佳/王洁 vs 库恩/斯奇沃尔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9日 13:02 女子团体赛 预赛C组 : 巴内特/库克 vs 厄尔亚多娃/谢亚耶娃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9日 18:52 女子团体赛 预赛E组 : 布拉纳/扬斯 vs R.卡迪吉克/莫伦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9日 19:55 女子团体赛 预赛E组 : 波尔/劳 vs 克雷斯波-瓦勒/伊斯特夫斯-

里巴塔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9日 21:05 女子团体赛 预赛C组 : 安娜-葆拉/拉里萨 vs 萨卡/亚特维罗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0日 09:41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沃尔什/梅 vs 佐伯美香/楠原千秋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0日 11:51 女子团体赛 预赛F组 : 卡拉达西奥/阿瓦尼蒂 vs D.施瓦格/S.施

瓦格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0日 12:59 女子团体赛 预赛F组 : 雷纳塔/塔里塔 vs 坎德拉斯/加西亚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0日 15:1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H錵edal/T鴕len vs 费尔南德兹-格拉塞

特/拉里亚-帕拉扎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0日 19:12 女子团体赛 预赛D组 : 格勒/路德维格 vs 奥古斯泰德斯/内尔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0日 21:54 女子团体赛 预赛D组 : 薛晨/张希 vs 科特罗马尼多/特西亚兹亚

尼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1日 12:06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田佳/王洁 vs 范布里达姆/穆亚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1日 12:52 女子团体赛 预赛E组 : 克雷斯波-瓦勒/伊斯特夫斯-里巴塔 vs R.

卡迪吉克/莫伦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1日 14:46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马亚塞德/格莱斯内斯 vs 库恩/斯奇沃尔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1日 19:33 女子团体赛 预赛E组 : 布拉纳/扬斯 vs 波尔/劳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1日 19:52 女子团体赛 预赛C组 : 巴内特/库克 vs 萨卡/亚特维罗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1日 21:03 女子团体赛 预赛C组 : 安娜-葆拉/拉里萨 vs 厄尔亚多娃/谢亚耶

娃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2日 09:39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沃尔什/梅 vs 费尔南德兹-格拉塞特/拉里

亚-帕拉扎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2日 11:47 女子团体赛 预赛D组 : 科特罗马尼多/特西亚兹亚尼 vs 奥古斯泰

德斯/内尔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2日 12:43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H錵edal/T鴕len vs 佐伯美香/楠原千秋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2日 15:27 女子团体赛 预赛F组 : 卡拉达西奥/阿瓦尼蒂 vs 坎德拉斯/加西

亚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2日 19:57 女子团体赛 预赛D组 : 薛晨/张希 vs 格勒/路德维格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2日 20:51 女子团体赛 预赛F组 : 雷纳塔/塔里塔 vs D.施瓦格/S.施瓦格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3日 11:45 女子团体赛 预赛C组 : 厄尔亚多娃/谢亚耶娃 vs 萨卡/亚特维罗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3日 12:35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田佳/王洁 vs 马亚塞德/格莱斯内斯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3日 13:25 女子团体赛 预赛C组 : 安娜-葆拉/拉里萨 vs 巴内特/库克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3日 14:22 女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范布里达姆/穆亚 vs 库恩/斯奇沃尔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3日 23:06 女子团体赛 预赛E组 : 布拉纳/扬斯 vs 克雷斯波-瓦勒/伊斯特夫

斯-里巴塔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3日 24:01 女子团体赛 预赛E组 : 波尔/劳 vs R.卡迪吉克/莫伦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4日 09:40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沃尔什/梅 vs H錵edal/T鴕len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4日 10:33 女子团体赛 预赛D组 : 薛晨/张希 vs 奥古斯泰德斯/内尔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4日 11:43 女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费尔南德兹-格拉塞特/拉里亚-帕拉扎 vs 

佐伯美香/楠原千秋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4日 12:45 女子团体赛 预赛F组 : 雷纳塔/塔里塔 vs 卡拉达西奥/阿瓦尼蒂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4日 13:38 女子团体赛 预赛F组 : D.施瓦格/S.施瓦格 vs 坎德拉斯/加西亚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4日 14:41 女子团体赛 预赛D组 : 格勒/路德维格 vs 科特罗马尼多/特西亚

兹亚尼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4日 21:46 女子团体赛 1/16决赛 : 萨卡/亚特维罗 vs 范布里达姆/穆亚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4日 22:17 女子团体赛 1/16决赛 : 坎德拉斯/加西亚 vs H錵edal/T鴕len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5日 09:39 女子团体赛 1/8决赛 : 范布里达姆/穆亚 vs 沃尔什/梅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5日 10:47 女子团体赛 1/8决赛 : 布拉纳/扬斯 vs 费尔南德兹-格拉塞特/拉

里亚-帕拉扎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5日 11:38 女子团体赛 1/8决赛 : H錵edal/T鴕len vs 田佳/王洁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5日 13:00 女子团体赛 1/8决赛 : 巴内特/库克 vs 科特罗马尼多/特西亚兹

亚尼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5日 18:59 女子团体赛 1/8决赛 : D.施瓦格/S.施瓦格 vs 格勒/路德维格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5日 19:52 女子团体赛 1/8决赛 : 克雷斯波-瓦勒/伊斯特夫斯-里巴塔 vs 薛

晨/张希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5日 21:01 女子团体赛 1/8决赛 : 马亚塞德/格莱斯内斯 vs 雷纳塔/塔里塔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5日 21:52 女子团体赛 1/8决赛 : 安娜-葆拉/拉里萨 vs 波尔/劳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7日 10:43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 : 安娜-葆拉/拉里萨 vs 沃尔什/梅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7日 11:44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 : 田佳/王洁 vs D.施瓦格/S.施瓦格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7日 20:48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 : 布拉纳/扬斯 vs 薛晨/张希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7日 21:55 女子团体赛 1/4决赛 : 巴内特/库克 vs 雷纳塔/塔里塔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9日 09:41 女子团体赛 半决赛 : 雷纳塔/塔里塔 vs 沃尔什/梅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9日 11:21 女子团体赛 半决赛 : 田佳/王洁 vs 薛晨/张希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21日 09:00 女子团体赛 3-4名决赛 : 薛晨/张希 vs 雷纳塔/塔里塔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21日 11:00 女子团体赛 决赛 : 田佳/王洁 vs 沃尔什/梅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9日 10:51 男子团体赛 预赛E组 : 舒伊尔/纳莫多尔 vs M.拉西加/施尼德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9日 13:55 男子团体赛 预赛C组 : 里卡多/埃曼纽尔 vs 费尔南德斯/莫莱斯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9日 14:54 男子团体赛 预赛C组 : 沙克特/斯莱克 vs 吉尔/吉亚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9日 22:04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罗杰斯/达豪瑟 vs 萨默罗斯/普拉文斯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9日 23:06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休斯切尔/海耶尔 vs 孔德/巴拉塞蒂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9日 24:19 男子团体赛 预赛E组 : 克莱姆帕尔/科伦 vs 科杰姆佩鲁德/斯卡

伦德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0日 10:52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徐林胤/吴鹏根 vs 戈什/霍斯特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0日 14:21 男子团体赛 预赛D组 : 法比奥-鲁伊兹/马西奥-阿罗约 vs 莱昂

内/阿莫尔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0日 20:58 男子团体赛 预赛F组 : 布林克/C.迪克曼 vs 朝日健太郎/白鸟胜

浩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0日 21:53 男子团体赛 预赛F组 : 吉布/罗森萨尔 vs 博尔斯马/罗内斯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0日 22:46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赫雷拉/梅萨 vs 凯斯/维斯克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0日 24:00 男子团体赛 预赛D组 : 巴苏克/科罗丁斯基 vs 杜普勒/加特马耶

尔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1日 09:49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孔德/巴拉塞蒂 vs 萨默罗斯/普拉文斯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1日 10:42 男子团体赛 预赛C组 : 沙克特/斯莱克 vs 费尔南德斯/莫莱斯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1日 13:55 男子团体赛 预赛C组 : 里卡多/埃曼纽尔 vs 吉尔/吉亚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1日 22:06 男子团体赛 预赛E组 : 舒伊尔/纳莫多尔 vs 科杰姆佩鲁德/斯卡

伦德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1日 23:01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罗杰斯/达豪瑟 vs 休斯切尔/海耶尔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1日 24:05 男子团体赛 预赛E组 : 克莱姆帕尔/科伦 vs M.拉西加/施尼德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2日 10:58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徐林胤/吴鹏根 vs 凯斯/维斯克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2日 16:55 男子团体赛 预赛D组 : 法比奥-鲁伊兹/马西奥-阿罗约 vs 杜普

勒/加特马耶尔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2日 19:05 男子团体赛 预赛F组 : 博尔斯马/罗内斯 vs 朝日健太郎/白鸟胜

浩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2日 21:46 男子团体赛 预赛D组 : 巴苏克/科罗丁斯基 vs 莱昂内/阿莫尔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2日 22:43 男子团体赛 预赛F组 : 布林克/C.迪克曼 vs 吉布/罗森萨尔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2日 23:45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赫雷拉/梅萨 vs 戈什/霍斯特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3日 09:40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罗杰斯/达豪瑟 vs 孔德/巴拉塞蒂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3日 15:16 男子团体赛 预赛C组 : 吉尔/吉亚 vs 费尔南德斯/莫莱斯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3日 19:31 男子团体赛 预赛B组 : 休斯切尔/海耶尔 vs 萨默罗斯/普拉文斯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3日 20:03 男子团体赛 预赛E组 : 科杰姆佩鲁德/斯卡伦德 vs M.拉西加/施

尼德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3日 20:56 男子团体赛 预赛E组 : 舒伊尔/纳莫多尔 vs 克莱姆帕尔/科伦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3日 21:54 男子团体赛 预赛C组 : 里卡多/埃曼纽尔 vs 沙克特/斯莱克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4日 15:44 男子团体赛 预赛D组 : 杜普勒/加特马耶尔 vs 莱昂内/阿莫尔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4日 16:46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徐林胤/吴鹏根 vs 赫雷拉/梅萨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4日 18:05 男子团体赛 预赛A组 : 凯斯/维斯克 vs 戈什/霍斯特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4日 19:03 男子团体赛 预赛D组 : 法比奥-鲁伊兹/马西奥-阿罗约 vs 巴苏

克/科罗丁斯基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4日 20:55 男子团体赛 预赛F组 : 吉布/罗森萨尔 vs 朝日健太郎/白鸟胜浩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4日 21:10 男子团体赛 预赛F组 : 布林克/C.迪克曼 vs 博尔斯马/罗内斯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4日 22:50 男子团体赛 1/16决赛 : 戈什/霍斯特 vs 休斯切尔/海耶尔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4日 23:19 男子团体赛 1/16决赛 : 博尔斯马/罗内斯 vs 克莱姆帕尔/科伦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6日 10:10 男子团体赛 1/8决赛 : M.拉西加/施尼德 vs 罗杰斯/达豪瑟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6日 11:06 男子团体赛 1/8决赛 : 克莱姆帕尔/科伦 vs 徐林胤/吴鹏根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6日 12:18 男子团体赛 1/8决赛 : 杜普勒/加特马耶尔 vs 吉尔/吉亚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6日 13:10 男子团体赛 1/8决赛 : 沙克特/斯莱克 vs 舒伊尔/纳莫多尔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6日 18:50 男子团体赛 1/8决赛 : 朝日健太郎/白鸟胜浩 vs 法比奥-鲁伊兹/

马西奥-阿罗约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6日 19:54 男子团体赛 1/8决赛 : 戈什/霍斯特 vs 萨默罗斯/普拉文斯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6日 21:03 男子团体赛 1/8决赛 : 吉布/罗森萨尔 vs 赫雷拉/梅萨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6日 22:18 男子团体赛 1/8决赛 : 巴苏克/科罗丁斯基 vs 里卡多/埃曼纽尔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8日 10:58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 : 克莱姆帕尔/科伦 vs 罗杰斯/达豪瑟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8日 12:03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 : 舒伊尔/纳莫多尔 vs 吉尔/吉亚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8日 20:58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 : 法比奥-鲁伊兹/马西奥-阿罗约 vs 戈什/

霍斯特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18日 22:01 男子团体赛 1/4决赛 : 里卡多/埃曼纽尔 vs 吉布/罗森萨尔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20日 09:00 男子团体赛 半决赛 : 罗杰斯/达豪瑟 vs 吉尔/吉亚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20日 10:00 男子团体赛 半决赛 : 里卡多/埃曼纽尔 vs 法比奥-鲁伊兹/马西

奥-阿罗约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22日 09:00 男子团体赛 3-4名决赛 : 吉尔/吉亚 vs 里卡多/埃曼纽尔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8月22日 11:00 男子团体赛 决赛 : 罗杰斯/达豪瑟 vs 法比奥-鲁伊兹/马西奥-阿

罗约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自行车/山地赛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23日 10:00 女子越野赛 老山山地自行车场

8月23日 15:00 男子越野赛 老山山地自行车场

自行车/场地赛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5日 16:55 男子4公里个人追逐赛 资格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6日 16:30 男子4公里个人追逐赛 第1轮第1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6日 16:30 男子4公里个人追逐赛 第1轮第2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6日 16:30 男子4公里个人追逐赛 第1轮第3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6日 16:30 男子4公里个人追逐赛 第1轮第4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6日 18:50 男子4公里个人追逐赛 3-4名决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6日 18:55 男子4公里个人追逐赛 决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6日 16:50 男子凯林赛 第1轮第1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6日 16:50 男子凯林赛 第1轮第2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6日 16:50 男子凯林赛 第1轮第3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6日 16:50 男子凯林赛 第1轮第4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6日 17:25 男子凯林赛 复活赛第1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6日 17:25 男子凯林赛 复活赛第2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6日 17:25 男子凯林赛 复活赛第3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6日 17:25 男子凯林赛 复活赛第4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6日 18:30 男子凯林赛 半决赛第1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6日 18:30 男子凯林赛 半决赛第2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6日 19:15 男子凯林赛 7-12名决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6日 19:20 男子凯林赛 1-6名决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9日 17:30 男子麦迪逊赛 决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5日 16:30 男子团体争先赛 资格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5日 17:45 男子团体争先赛 第1轮第1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5日 17:45 男子团体争先赛 第1轮第2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5日 17:45 男子团体争先赛 第1轮第3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5日 17:45 男子团体争先赛 第1轮第4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5日 18:40 男子团体争先赛 3-4名决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5日 18:45 男子团体争先赛 决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6日 17:40 男子记分赛 决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1:20 男子争先赛 资格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6:30 男子争先赛 1/16决赛第1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6:30 男子争先赛 1/16决赛第2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6:30 男子争先赛 1/16决赛第3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6:30 男子争先赛 1/16决赛第4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6:30 男子争先赛 1/16决赛第5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6:30 男子争先赛 1/16决赛第6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6:30 男子争先赛 1/16决赛第7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6:30 男子争先赛 1/16决赛第8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6:30 男子争先赛 1/16决赛第9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7:35 男子争先赛 1/8决赛第1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7:35 男子争先赛 1/8决赛第2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7:35 男子争先赛 1/8决赛第3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7:35 男子争先赛 1/8决赛第4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7:35 男子争先赛 1/8决赛第5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7:35 男子争先赛 1/8决赛第6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8:10 男子争先赛 复活赛第1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8:10 男子争先赛 复活赛第2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8:10 男子争先赛 复活赛第3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8:20 男子争先赛 复活赛第2轮第1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8:20 男子争先赛 复活赛第2轮第2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8日 17:20 男子争先赛 1/4决赛第1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8日 17:20 男子争先赛 1/4决赛第2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8日 17:20 男子争先赛 1/4决赛第3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8日 17:20 男子争先赛 1/4决赛第4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8日 18:00 男子争先赛 1/4决赛第1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8日 18:00 男子争先赛 1/4决赛第2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8日 18:00 男子争先赛 1/4决赛第3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8日 18:00 男子争先赛 1/4决赛第4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9日 16:40 男子争先赛 半决赛第1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9日 16:40 男子争先赛 半决赛第2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9日 16:50 男子争先赛 9-12名排名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9日 17:05 男子争先赛 半决赛第1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9日 17:05 男子争先赛 半决赛第2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9日 18:35 男子争先赛 3-4名决赛第一组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9日 18:40 男子争先赛 决赛第一组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9日 18:50 男子争先赛 5-8名排名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9日 19:05 男子争先赛 3-4名决赛第二组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9日 19:10 男子争先赛 决赛第二组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9日 19:30 男子争先赛 3-4名决赛第三组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0:00 男子团体追逐赛 资格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8:15 男子团体追逐赛 第1轮第1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8:15 男子团体追逐赛 第1轮第2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8:15 男子团体追逐赛 第1轮第3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8:15 男子团体追逐赛 第1轮第4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8日 18:15 男子团体追逐赛 3-4名决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8日 18:20 男子团体追逐赛 决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5日 18:00 女子3公里个人追逐赛 资格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6日 17:05 女子3公里个人追逐赛 第1轮第1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6日 17:05 女子3公里个人追逐赛 第1轮第2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6日 17:05 女子3公里个人追逐赛 第1轮第3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6日 17:05 女子3公里个人追逐赛 第1轮第4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7:05 女子3公里个人追逐赛 3-4名决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7:10 女子3公里个人追逐赛 决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8日 16:30 女子记分赛 决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1:05 女子争先赛 资格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7:15 女子争先赛 1/8决赛第1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7:15 女子争先赛 1/8决赛第2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7:15 女子争先赛 1/8决赛第3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7:15 女子争先赛 1/8决赛第4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7:15 女子争先赛 1/8决赛第5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7:15 女子争先赛 1/8决赛第6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8:05 女子争先赛 复活赛第1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7日 18:05 女子争先赛 复活赛第2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8日 17:05 女子争先赛 1/4决赛第1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8日 17:05 女子争先赛 1/4决赛第2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8日 17:05 女子争先赛 1/4决赛第3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8日 17:05 女子争先赛 1/4决赛第4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8日 17:45 女子争先赛 1/4决赛第1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8日 17:45 女子争先赛 1/4决赛第2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8日 17:45 女子争先赛 1/4决赛第3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8日 17:45 女子争先赛 1/4决赛第4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9日 16:30 女子争先赛 半决赛第1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9日 16:30 女子争先赛 半决赛第2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9日 16:55 女子争先赛 半决赛第1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9日 16:55 女子争先赛 半决赛第2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9日 17:15 女子争先赛 9-12名排名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9日 17:20 女子争先赛 半决赛第2组预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9日 18:25 女子争先赛 3-4名决赛第一组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9日 18:30 女子争先赛 决赛第一组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9日 18:45 女子争先赛 5-8名排名赛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9日 18:55 女子争先赛 3-4名决赛第二组 老山自行车馆

8月19日 19:00 女子争先赛 决赛第二组 老山自行车馆

马术/盛装舞步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3日 19:15 公开个人赛 大奖赛第1轮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8月14日 19:15 公开个人赛 大奖赛第2轮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



8月16日 19:15 公开个人赛 特别大奖赛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8月19日 19:15 公开个人赛 自选动作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8月13日 19:15 公开团体赛 第1轮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8月14日 19:15 公开团体赛 第2轮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

马术/障碍赛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5日 19:15 公开个人赛 资格赛第1次资格赛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8月17日 19:15 公开个人赛 资格赛第2次资格赛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8月18日 19:15 公开个人赛 资格赛第3次资格赛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8月21日 19:15 公开个人赛 决赛轮决赛-A轮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8月21日 19:15 公开个人赛 决赛轮Jump-off 1-2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8月21日 19:15 公开个人赛 决赛轮Jump-off 3-9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8月21日 22:10 公开个人赛 决赛轮决赛-B轮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8月15日 19:15 公开团体赛 资格赛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8月17日 19:15 公开团体赛 决赛第1轮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8月18日 19:15 公开团体赛 决赛第2轮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8月18日 21:15 公开团体赛 Jump-off 1-2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

马术/三日赛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9日 06:30 公开个人赛 盛装舞步第1轮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8月9日 19:15 公开个人赛 盛装舞步第2轮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8月10日 06:30 公开个人赛 盛装舞步第3轮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8月11日 08:00 公开个人赛 越野赛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双鱼

河)8月12日 19:45 公开个人赛 障碍赛资格赛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8月12日 19:45 公开个人赛 障碍赛决赛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8月9日 06:30 公开团体赛 盛装舞步第1轮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8月9日 19:15 公开团体赛 盛装舞步第2轮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8月10日 06:30 公开团体赛 盛装舞步第3轮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8月11日 08:00 公开团体赛 越野赛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8月12日 19:15 公开团体赛 障碍赛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沙

田)

皮划艇/静水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8日 16:00 男子单人划艇1000米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8日 16:04 男子单人划艇1000米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8日 16:08 男子单人划艇1000米 预赛第3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0日 15:50 男子单人划艇10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0日 15:54 男子单人划艇10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2日 15:45 男子单人划艇1000米 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8日 17:10 男子双人划艇1000米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8日 17:14 男子双人划艇1000米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0日 16:30 男子双人划艇10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2日 17:05 男子双人划艇1000米 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8日 15:30 男子单人皮艇1000米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8日 15:34 男子单人皮艇1000米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8日 15:38 男子单人皮艇1000米 预赛第3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0日 15:30 男子单人皮艇10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0日 15:34 男子单人皮艇10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2日 15:30 男子单人皮艇1000米 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8日 16:50 男子双人皮艇1000米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8日 16:54 男子双人皮艇1000米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0日 16:20 男子双人皮艇10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2日 16:35 男子双人皮艇1000米 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8日 17:30 男子四人皮艇1000米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8日 17:37 男子四人皮艇1000米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0日 16:40 男子四人皮艇1000米 半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2日 17:20 男子四人皮艇1000米 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9日 16:10 男子单人划艇500米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9日 16:20 男子单人划艇500米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9日 16:25 男子单人划艇500米 预赛第3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1日 16:00 男子单人划艇5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1日 16:06 男子单人划艇5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3日 15:45 男子单人划艇500米 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9日 17:40 男子双人划艇500米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9日 17:44 男子双人划艇500米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1日 17:00 男子双人划艇5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3日 17:05 男子双人划艇500米 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9日 15:30 男子单人皮艇500米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9日 15:35 男子单人皮艇500米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9日 15:40 男子单人皮艇500米 预赛第3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9日 15:50 男子单人皮艇500米 预赛第4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1日 15:30 男子单人皮艇5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1日 15:40 男子单人皮艇5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1日 15:48 男子单人皮艇5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三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3日 15:30 男子单人皮艇500米 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9日 17:10 男子双人皮艇500米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9日 17:16 男子双人皮艇500米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1日 16:40 男子双人皮艇5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3日 16:35 男子双人皮艇500米 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9日 16:40 女子单人皮艇500米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9日 16:45 女子单人皮艇500米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9日 16:53 女子单人皮艇500米 预赛第3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1日 16:20 女子单人皮艇5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1日 16:26 女子单人皮艇5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二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3日 16:20 女子单人皮艇500米 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9日 18:00 女子双人皮艇500米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9日 18:06 女子双人皮艇500米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1日 17:10 女子双人皮艇500米 半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3日 17:20 女子双人皮艇500米 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8日 16:30 女子四人皮艇500米 预赛第1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8日 16:34 女子四人皮艇500米 预赛第2组预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0日 16:10 女子四人皮艇500米 半决赛半决赛第一场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22日 16:20 女子四人皮艇500米 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皮划艇/激流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1日 15:00 男子单人划艇 预赛第一轮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1日 16:52 男子单人划艇 预赛第二轮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2日 15:00 男子单人划艇 半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2日 16:47 男子单人划艇 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3日 15:00 男子双人划艇 预赛第一轮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3日 16:42 男子双人划艇 预赛第二轮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4日 15:00 男子双人划艇 半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6:37 男子双人划艇 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1日 15:50 男子单人皮艇 预赛第一轮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1日 17:42 男子单人皮艇 预赛第二轮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2日 15:40 男子单人皮艇 半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2日 17:17 男子单人皮艇 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3日 15:40 女子单人皮艇 预赛第一轮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3日 17:22 女子单人皮艇 预赛第二轮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5:00 女子单人皮艇 半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月15日 16:37 女子单人皮艇 决赛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体操/艺术体操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21日 18:00 女子个人全能 资格赛绳操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8:00 女子个人全能 资格赛圈操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8:00 女子个人全能 资格赛棒操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18:00 女子个人全能 资格赛带操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8:00 女子个人全能 决赛绳操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8:00 女子个人全能 决赛圈操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8:00 女子个人全能 决赛棒操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23日 18:00 女子个人全能 决赛带操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20:49 女子集体项目 资格赛集体项目-绳操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22日 20:49 女子集体项目 资格赛集体项目-三圈两棒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24日 11:00 女子集体项目 决赛集体项目-绳操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8月24日 11:00 女子集体项目 决赛集体项目-三圈两棒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体操/竞技体操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0日 10:00 女子个人全能 资格赛跳马 国家体育馆

8月10日 10:00 女子个人全能 资格赛高低杠 国家体育馆

8月10日 10:00 女子个人全能 资格赛平衡木 国家体育馆

8月10日 10:00 女子个人全能 资格赛自由体操 国家体育馆

8月15日 11:15 女子个人全能 决赛跳马 国家体育馆

8月15日 11:15 女子个人全能 决赛高低杠 国家体育馆

8月15日 11:15 女子个人全能 决赛平衡木 国家体育馆

8月15日 11:15 女子个人全能 决赛自由体操 国家体育馆

8月10日 10:00 女子团体赛 资格赛跳马 国家体育馆

8月10日 10:00 女子团体赛 资格赛高低杠 国家体育馆

8月10日 10:00 女子团体赛 资格赛平衡木 国家体育馆

8月10日 10:00 女子团体赛 资格赛自由体操 国家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女子团体赛 决赛跳马 国家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女子团体赛 决赛高低杠 国家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女子团体赛 决赛平衡木 国家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女子团体赛 决赛自由体操 国家体育馆

8月10日 10:00 女子平衡木 资格赛 国家体育馆

8月19日 18:43 女子平衡木 决赛 国家体育馆

8月10日 10:00 女子自由体操 资格赛 国家体育馆

8月17日 20:15 女子自由体操 决赛 国家体育馆

8月10日 10:00 女子高低杠 资格赛 国家体育馆

8月18日 18:43 女子高低杠 决赛 国家体育馆

8月10日 10:00 女子跳马 资格赛 国家体育馆

8月17日 18:43 女子跳马 决赛 国家体育馆

8月9日 12:00 男子个人全能 资格赛自由体操 国家体育馆

8月9日 12:00 男子个人全能 资格赛鞍马 国家体育馆

8月9日 12:00 男子个人全能 资格赛吊环 国家体育馆

8月9日 12:00 男子个人全能 资格赛跳马 国家体育馆

8月9日 12:00 男子个人全能 资格赛双杠 国家体育馆

8月9日 12:00 男子个人全能 资格赛单杠 国家体育馆

8月14日 11:00 男子个人全能 决赛自由体操 国家体育馆

8月14日 11:00 男子个人全能 决赛鞍马 国家体育馆

8月14日 11:00 男子个人全能 决赛吊环 国家体育馆

8月14日 11:00 男子个人全能 决赛跳马 国家体育馆

8月14日 11:00 男子个人全能 决赛双杠 国家体育馆

8月14日 11:00 男子个人全能 决赛单杠 国家体育馆

8月9日 12:00 男子团体赛 资格赛自由体操 国家体育馆

8月9日 12:00 男子团体赛 资格赛鞍马 国家体育馆

8月9日 12:00 男子团体赛 资格赛吊环 国家体育馆

8月9日 12:00 男子团体赛 资格赛跳马 国家体育馆

8月9日 12:00 男子团体赛 资格赛双杠 国家体育馆

8月9日 12:00 男子团体赛 资格赛单杠 国家体育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团体赛 决赛自由体操 国家体育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团体赛 决赛鞍马 国家体育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团体赛 决赛吊环 国家体育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团体赛 决赛跳马 国家体育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团体赛 决赛双杠 国家体育馆

8月12日 10:00 男子团体赛 决赛单杠 国家体育馆

8月9日 12:00 男子自由体操 资格赛 国家体育馆

8月17日 18:00 男子自由体操 决赛 国家体育馆

8月9日 12:00 男子鞍马 资格赛 国家体育馆

8月17日 19:29 男子鞍马 决赛 国家体育馆

8月9日 12:00 男子吊环 资格赛 国家体育馆

8月18日 18:00 男子吊环 决赛 国家体育馆

8月9日 12:00 男子跳马 资格赛 国家体育馆

8月18日 19:29 男子跳马 决赛 国家体育馆

8月9日 12:00 男子单杠 资格赛 国家体育馆

8月19日 19:29 男子单杠 决赛 国家体育馆

8月9日 12:00 男子双杠 资格赛 国家体育馆

8月19日 18:00 男子双杠 决赛 国家体育馆

体操/蹦床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6日 12:14 男子个人赛 资格赛规定动作 国家体育馆

8月16日 12:55 男子个人赛 资格赛自选动作 国家体育馆

8月19日 20:25 男子个人赛 决赛 国家体育馆



8月16日 11:00 女子个人赛 资格赛规定动作 国家体育馆

8月16日 11:38 女子个人赛 资格赛自选动作 国家体育馆

8月18日 20:25 女子个人赛 决赛 国家体育馆

摔跤/自由式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9日 09:30 男子55公斤级 资格赛 : 迪亚塔 vs 松永共广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09:30 男子55公斤级 资格赛 : Maikel P閞ez vs 加德什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09:30 男子55公斤级 资格赛 : 曼苏罗夫 vs 穆赫塔贝库里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09:50 男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梁景礼 vs 塞夫迪莫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09:50 男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塞久多 vs 马里诺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09:50 男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巴亚拉亚 vs 库杜科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00 男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金孝燮 vs Francisco S醤chez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00 男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托阿卡 vs 戈查什维利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00 男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Sezer Akg黮 vs 松永共广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00 男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加德什耶夫 vs 曼苏罗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10 男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达巴吉 vs 弗雷迪-塞拉诺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10 男子55公斤级 半决赛 : 塞夫迪莫夫 vs 塞久多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10 男子55公斤级 半决赛 : 库杜科夫 vs 松永共广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40 男子55公斤级 1/4决赛 : 塞夫迪莫夫 vs 金孝燮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40 男子55公斤级 1/4决赛 : 塞久多 vs 戈查什维利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50 男子55公斤级 1/4决赛 : 达巴吉 vs 库杜科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50 男子55公斤级 1/4决赛 : 松永共广 vs 曼苏罗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6:00 男子55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马里诺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6:00 男子55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迪亚塔 vs Sezer Akg黮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6:00 男子55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马里诺夫 vs 戈查什维利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6:00 男子55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Sezer Akg黮 vs 曼苏罗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7:14 男子55公斤级 3-4名决赛 : 马里诺夫 vs 塞夫迪莫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7:23 男子55公斤级 3-4名决赛 : 曼苏罗夫 vs 库杜科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7:35 男子55公斤级 决赛 : 塞久多 vs 松永共广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09:30 男子60公斤级 资格赛 : 拉马扎诺夫 vs 奥达巴西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09:30 男子60公斤级 资格赛 : 覃和 vs 奎塔纳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09:30 男子60公斤级 资格赛 : 古塞诺夫 vs 巴蒂罗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1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巴扎古鲁耶夫 vs 普里兹雷尼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2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扎迪克 vs 费多里辛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2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奥拉兹加里耶夫 vs 杜特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2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哈桑-莫达尼 vs 帕内卡莱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3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科尔亚金 vs 汤元健一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3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贝尔贝扬 vs 阿扎贝贾尼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3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金钟大 vs 拉马扎诺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30 男子60公斤级 半决赛 : 帕内卡莱 vs 巴蒂罗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4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奎塔纳 vs 巴蒂罗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0:50 男子60公斤级 1/4决赛 : 巴扎古鲁耶夫 vs 费多里辛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1:00 男子60公斤级 1/4决赛 : 汤元健一 vs 杜特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1:00 男子60公斤级 1/4决赛 : 阿扎贝贾尼 vs 帕内卡莱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1:00 男子60公斤级 1/4决赛 : 拉马扎诺夫 vs 巴蒂罗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1:10 男子60公斤级 半决赛 : 费多里辛 vs 汤元健一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6:00 男子6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扎迪克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6:00 男子6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古塞诺夫 vs 奎塔纳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6:00 男子6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扎迪克 vs 巴扎古鲁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6:00 男子6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古塞诺夫 vs 拉马扎诺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8:06 男子60公斤级 3-4名决赛 : 巴扎古鲁耶夫 vs 汤元健一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8:15 男子60公斤级 3-4名决赛 : 古塞诺夫 vs 帕内卡莱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9日 18:28 男子60公斤级 决赛 : 费多里辛 vs 巴蒂罗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09:30 男子66公斤级 资格赛 : 斯坦尼克 vs 道格-施瓦布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09:30 男子66公斤级 资格赛 : 巴恩斯 vs 布延捷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09:30 男子66公斤级 资格赛 : 法尼耶夫 vs 马克斯扬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09:30 男子66公斤级 资格赛 : 斯皮里多诺夫 vs 王强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09:30 男子66公斤级 资格赛 : 爱民-阿兹佐夫 vs 萨拉辛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0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沙辛 vs Geandry Garz髇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0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苏西尔-库马尔 vs 斯坦尼克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1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科马尼 vs 海斯兰-加西亚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1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池松和彦 vs 图什什维利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1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布延捷夫 vs 法尼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2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郑金辉 vs 巴尔扎科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2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斯皮里多诺夫 vs 爱民-阿兹佐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3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巴特罗夫 vs 梁正成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50 男子66公斤级 1/4决赛 : 沙辛 vs 科马尼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1:00 男子66公斤级 1/4决赛 : 图什什维利 vs 巴尔扎科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1:00 男子66公斤级 1/4决赛 : 法尼耶夫 vs 斯皮里多诺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1:10 男子66公斤级 1/4决赛 : 巴特罗夫 vs 斯坦尼克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1:20 男子66公斤级 半决赛 : 沙辛 vs 图什什维利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1:20 男子66公斤级 半决赛 : 斯坦尼克 vs 斯皮里多诺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6:00 男子66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Geandry Garz髇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6:00 男子66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道格-施瓦布 vs 苏西尔-库马尔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6:00 男子66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Geandry Garz髇 vs 科马尼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6:00 男子66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苏西尔-库马尔 vs 巴特罗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7:13 男子66公斤级 3-4名决赛 : Geandry Garz髇 vs 图什什维利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7:24 男子66公斤级 3-4名决赛 : 苏西尔-库马尔 vs 斯皮里多诺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7:38 男子66公斤级 决赛 : 沙辛 vs 斯坦尼克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09:30 男子74公斤级 资格赛 : 吉迪诺夫 vs 布尔佐佐夫斯基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09:30 男子74公斤级 资格赛 : 本-阿瑟肯 vs 维莱布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09:30 男子74公斤级 资格赛 : 斯日古楞 vs 伊万-冯多拉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09:30 男子74公斤级 资格赛 : 阿里-阿卜杜 vs Ahmet G黮han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09:30 男子74公斤级 资格赛 : 塞蒂耶夫 vs 全炳宽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8决赛 : 萨吉拉什维利 vs 米丹纳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8决赛 : 盖达罗夫 vs 查姆苏瓦拉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8决赛 : 格奥尔基塔 vs 蒂吉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8决赛 : 本蒂尼迪斯 vs 根特里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8决赛 : 特兹耶夫 vs 穆斯塔法-乔卡尔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8决赛 : 阿尔达托夫 vs 吉迪诺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8决赛 : 本-阿瑟肯 vs 伊万-冯多拉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8决赛 : Ahmet G黮han vs 塞蒂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4决赛 : 萨吉拉什维利 vs 盖达罗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4决赛 : 蒂吉耶夫 vs 本蒂尼迪斯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4决赛 : 特兹耶夫 vs 吉迪诺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4决赛 : 伊万-冯多拉 vs 塞蒂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1:30 男子74公斤级 半决赛 : 盖达罗夫 vs 蒂吉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1:30 男子74公斤级 半决赛 : 特兹耶夫 vs 塞蒂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6:00 男子74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格奥尔基塔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6:00 男子74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全炳宽 vs Ahmet G黮han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6:00 男子74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格奥尔基塔 vs 本蒂尼迪斯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6:00 男子74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全炳宽 vs 伊万-冯多拉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8:06 男子74公斤级 3-4名决赛 : 格奥尔基塔 vs 盖达罗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8:19 男子74公斤级 3-4名决赛 : 伊万-冯多拉 vs 特兹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0日 18:35 男子74公斤级 决赛 : 蒂吉耶夫 vs 塞蒂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09:30 男子84公斤级 资格赛 : 雅兹达尼 vs 霍尔比克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09:30 男子84公斤级 资格赛 : 冈佐里格 vs 特姆雷佐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09:30 男子84公斤级 资格赛 : 王赢 vs 科托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09:30 男子84公斤级 资格赛 : 拉里耶夫 vs 萨科伊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8决赛 : 安迪-赫罗瓦特 vs 萨拉斯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8决赛 : 克罗斯 vs 巴尔西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8决赛 : 莫斯奎拉 vs 丹科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8决赛 : 桑迪普-库马尔 vs 阿卜杜萨拉莫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8决赛 : 拉希米 vs 耶诺坎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8决赛 : 明多拉什维利 vs 比奇纳什维利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8决赛 : 雅兹达尼 vs 特姆雷佐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8决赛 : 科托耶夫 vs 萨科伊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4决赛 : 萨拉斯 vs 巴尔西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4决赛 : 丹科 vs 阿卜杜萨拉莫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4决赛 : 耶诺坎 vs 明多拉什维利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4决赛 : 特姆雷佐夫 vs 科托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半决赛 : 巴尔西 vs 阿卜杜萨拉莫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半决赛 : 明多拉什维利 vs 科托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6:00 男子84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桑迪普-库马尔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6:00 男子84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比奇纳什维利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6:00 男子84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桑迪普-库马尔 vs 丹科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6:00 男子84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比奇纳什维利 vs 耶诺坎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7:11 男子84公斤级 3-4名决赛 : 丹科 vs 巴尔西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7:24 男子84公斤级 3-4名决赛 : 比奇纳什维利 vs 科托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7:40 男子84公斤级 决赛 : 阿卜杜萨拉莫夫 vs 明多拉什维利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09:30 男子96公斤级 资格赛 : 加祖莫夫 vs 古克曼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09:30 男子96公斤级 资格赛 : 库尔巴诺夫 vs 兹尔伯曼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09:30 男子96公斤级 资格赛 : 基斯 vs 塞班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8决赛 : 埃马拉 vs 阿布拉希米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8决赛 : 克鲁普尼亚克夫 vs 古切里德泽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8决赛 : 维维尼斯 vs 蒂吉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8决赛 : 迈克-巴蒂斯塔 vs 丹尼尔-科米尔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8决赛 : 科勒 vs Hakan Ko�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8决赛 : 蒂比洛夫 vs 穆拉多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8决赛 : 阿卡-阿凯斯 vs 加祖莫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8决赛 : 库尔巴诺夫 vs 基斯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4决赛 : 阿布拉希米 vs 古切里德泽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4决赛 : 蒂吉耶夫 vs 迈克-巴蒂斯塔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4决赛 : Hakan Ko� vs 穆拉多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4决赛 : 加祖莫夫 vs 库尔巴诺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半决赛 : 古切里德泽 vs 蒂吉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半决赛 : 穆拉多夫 vs 加祖莫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6:00 男子96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维维尼斯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6:00 男子96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蒂比洛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6:07 男子96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维维尼斯 vs 迈克-巴蒂斯塔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6:28 男子96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蒂比洛夫 vs Hakan Ko�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8:07 男子96公斤级 3-4名决赛 : 迈克-巴蒂斯塔 vs 古切里德泽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8:14 男子96公斤级 3-4名决赛 : 蒂比洛夫 vs 加祖莫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8:27 男子96公斤级 决赛 : 蒂吉耶夫 vs 穆拉多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09:30 男子120公斤级 资格赛 : 莫科 vs 拉杰夫-托玛尔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09:30 男子120公斤级 资格赛 : 巴特尼基 vs 梁磊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09:30 男子120公斤级 资格赛 : 博亚吉耶夫 vs 阿克梅多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09:30 男子120公斤级 资格赛 : 朗哥维斯基 vs 马苏米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8决赛 : 伊萨耶夫 vs 泰玛兹乌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8决赛 : 辛托恩 vs Disney Rodr韌uez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8决赛 : 穆苏尔贝斯 vs 塞瓦里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8决赛 : 特明吉尔 vs Ott� Aub閘i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8决赛 : 金材纲 vs 穆塔里莫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8决赛 : 伊什琴科 vs 波拉特西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8决赛 : 莫科 vs 梁磊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8决赛 : 阿克梅多夫 vs 马苏米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4决赛 : 泰玛兹乌 vs Disney Rodr韌uez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4决赛 : 穆苏尔贝斯 vs Ott� Aub閘i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4决赛 : 穆塔里莫夫 vs 波拉特西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4决赛 : 莫科 vs 阿克梅多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半决赛 : 泰玛兹乌 vs 穆苏尔贝斯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半决赛 : 穆塔里莫夫 vs 阿克梅多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6:00 男子12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伊萨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6:00 男子12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博亚吉耶夫 vs 马苏米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6:00 男子12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伊萨耶夫 vs Disney Rodr韌uez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6:00 男子12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马苏米 vs 莫科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8:55 男子120公斤级 3-4名决赛 : Disney Rodr韌uez vs 穆苏尔贝斯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9:05 男子120公斤级 3-4名决赛 : 马苏米 vs 穆塔里莫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21日 19:17 男子120公斤级 决赛 : 泰玛兹乌 vs 阿克梅多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09:30 女子48公斤级 资格赛 : 布布利耶姆 vs 卡里帕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巴卡特尤克 vs 恩格尔哈特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梅德拉诺 vs 多布雷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黄嘉露 vs 斯塔德尼克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金亨住 vs 布雷姆纳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伊调千春 vs 黎笑媚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梅尔尼克 vs 恩克冈扎尔嘎勒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马特松 vs 陈美玲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48公斤级 1/8决赛 : 拉科马诺娃 vs 布布利耶姆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48公斤级 1/4决赛 : 巴卡特尤克 vs 梅德拉诺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48公斤级 1/4决赛 : 黄嘉露 vs 金亨住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48公斤级 1/4决赛 : 伊调千春 vs 梅尔尼克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48公斤级 1/4决赛 : 陈美玲 vs 布布利耶姆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48公斤级 半决赛 : 巴卡特尤克 vs 黄嘉露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48公斤级 半决赛 : 伊调千春 vs 陈美玲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6:00 女子48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斯塔德尼克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6:00 女子48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黎笑媚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6:00 女子48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斯塔德尼克 vs 金亨住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6:00 女子48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黎笑媚 vs 梅尔尼克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6:30 女子48公斤级 3-4名决赛 : 斯塔德尼克 vs 巴卡特尤克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6:40 女子48公斤级 3-4名决赛 : 梅尔尼克 vs 陈美玲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6:50 女子48公斤级 决赛 : 黄嘉露 vs 伊调千春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奥特冈扎尔嘎勒 vs 维尔比克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克里斯蒂亚 vs 安德拉德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内雷尔 vs 吉田沙保里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科马罗娃 vs 古茨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许莉 vs 帕维尔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斯米尔诺娃 vs 菲利波娃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西尼申 vs 马西-范杜森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伦特里亚 vs 阿姆里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55公斤级 1/4决赛 : 维尔比克 vs 克里斯蒂亚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55公斤级 1/4决赛 : 吉田沙保里 vs 古茨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55公斤级 1/4决赛 : 许莉 vs 斯米尔诺娃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55公斤级 1/4决赛 : 马西-范杜森 vs 伦特里亚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55公斤级 半决赛 : 维尔比克 vs 吉田沙保里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0:00 女子55公斤级 半决赛 : 许莉 vs 伦特里亚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6:00 女子55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内雷尔 vs 古茨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6:00 女子55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帕维尔 vs 斯米尔诺娃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7:36 女子55公斤级 3-4名决赛 : 内雷尔 vs 维尔比克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7:36 女子55公斤级 3-4名决赛 : 帕维尔 vs 伦特里亚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6日 17:46 女子55公斤级 决赛 : 吉田沙保里 vs 许莉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09:30 女子63公斤级 资格赛 : 兰迪-米勒 vs 法拉戈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63公斤级 1/8决赛 : M-邓恩 vs 瓦塞娃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63公斤级 1/8决赛 : 沙里吉娜 vs 卡塔莎娃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63公斤级 1/8决赛 : 希尔科 vs 米哈里克-罗京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63公斤级 1/8决赛 : Teresa M閚dez vs 勒格朗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63公斤级 1/8决赛 : 萨斯丁 vs 杜格伦尼尔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63公斤级 1/8决赛 : 许海燕 vs 奥登奇梅格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63公斤级 1/8决赛 : 伊调馨 vs 扎穆拉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63公斤级 1/8决赛 : 奥斯塔普丘克 vs 兰迪-米勒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63公斤级 1/4决赛 : 瓦塞娃 vs 卡塔莎娃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63公斤级 1/4决赛 : 米哈里克-罗京 vs 勒格朗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63公斤级 1/4决赛 : 杜格伦尼尔 vs 许海燕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63公斤级 1/4决赛 : 伊调馨 vs 兰迪-米勒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63公斤级 半决赛 : 卡塔莎娃 vs 勒格朗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63公斤级 半决赛 : 杜格伦尼尔 vs 伊调馨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6:00 女子63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沙里吉娜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6:00 女子63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扎穆拉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6:00 女子63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沙里吉娜 vs 瓦塞娃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6:00 女子63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扎穆拉 vs 兰迪-米勒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7:25 女子63公斤级 3-4名决赛 : 沙里吉娜 vs 勒格朗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7:35 女子63公斤级 3-4名决赛 : 兰迪-米勒 vs 杜格伦尼尔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7:45 女子63公斤级 决赛 : 卡塔莎娃 vs 伊调馨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72公斤级 1/8决赛 : 扎尼别科娃 vs Rosangela Concei玢o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72公斤级 1/8决赛 : 佩雷佩尔金娜 vs 浜口京子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72公斤级 1/8决赛 : 阿里-伯纳德 vs 奥比亚云瓦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72公斤级 1/8决赛 : 弗兰松 vs 王娇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72公斤级 1/8决赛 : 阿库福 vs 兹拉特娃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72公斤级 1/8决赛 : 瓦什丘克 vs 云达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72公斤级 1/8决赛 : 维斯塞克 vs 阿里-安纳贝尔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72公斤级 1/8决赛 : Anita Sch鋞zle vs 波卡什维利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72公斤级 1/4决赛 : Rosangela Concei玢o vs 浜口京子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72公斤级 1/4决赛 : 阿里-伯纳德 vs 王娇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72公斤级 1/4决赛 : 兹拉特娃 vs 云达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72公斤级 1/4决赛 : 维斯塞克 vs Anita Sch鋞zle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72公斤级 半决赛 : 浜口京子 vs 王娇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0:00 女子72公斤级 半决赛 : 兹拉特娃 vs 维斯塞克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6:00 女子72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弗兰松 vs 阿里-伯纳德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6:00 女子72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阿库福 vs 云达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7:25 女子72公斤级 3-4名决赛 : 阿里-伯纳德 vs 浜口京子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7:35 女子72公斤级 3-4名决赛 : 云达 vs 维斯塞克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7日 17:45 女子72公斤级 决赛 : 王娇 vs 兹拉特娃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摔跤/古典式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55公斤级 资格赛 : 车光洙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55公斤级 资格赛 : Jagniel Hern醤dez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55公斤级 资格赛 : 穆罕默德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55公斤级 资格赛 : 巴拉莫夫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55公斤级 资格赛 : 戈吉塔泽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55公斤级 资格赛 : 焦华锋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55公斤级 资格赛 : 阿莫扬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55公斤级 资格赛 : 伊曼巴耶夫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55公斤级 资格赛 : 斯潘塞-曼戈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55公斤级 资格赛 : 蒙泰亚努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55公斤级 资格赛 : 波卢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55公斤级 资格赛 : 朴殷哲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55公斤级 资格赛 : 艾瓦斯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55公斤级 资格赛 : 雷汉普尔 vs 凡克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55公斤级 资格赛 : 弗瑞斯 vs 科沃尔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55公斤级 资格赛 : 哈菲佐夫 vs 曼吉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车光洙 vs Jagniel Hern醤dez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穆罕默德 vs 巴拉莫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戈吉塔泽 vs 焦华锋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阿莫扬 vs 伊曼巴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斯潘塞-曼戈 vs 蒙泰亚努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波卢 vs 朴殷哲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艾瓦斯 vs 雷汉普尔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55公斤级 1/8决赛 : 弗瑞斯 vs 曼吉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55公斤级 1/4决赛 : Jagniel Hern醤dez vs 巴拉莫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55公斤级 1/4决赛 : 戈吉塔泽 vs 阿莫扬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55公斤级 1/4决赛 : 斯潘塞-曼戈 vs 朴殷哲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55公斤级 1/4决赛 : 雷汉普尔 vs 曼吉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55公斤级 半决赛 : 巴拉莫夫 vs 阿莫扬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55公斤级 半决赛 : 朴殷哲 vs 曼吉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00 男子55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穆罕默德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00 男子55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哈菲佐夫 vs 弗瑞斯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00 男子55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Jagniel Hern醤dez vs 穆罕默德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00 男子55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雷汉普尔 vs 弗瑞斯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7:00 男子55公斤级 3-4名决赛 : Jagniel Hern醤dez vs 阿莫扬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7:10 男子55公斤级 3-4名决赛 : 雷汉普尔 vs 朴殷哲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7:20 男子55公斤级 决赛 : 巴拉莫夫 vs 曼吉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60公斤级 资格赛 : 阿尔别夫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60公斤级 资格赛 : 索内尔-苏朱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60公斤级 资格赛 : Roberto Monz髇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60公斤级 资格赛 : S閎astien Hidalgo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60公斤级 资格赛 : 斯特凡内克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60公斤级 资格赛 : 阿里波夫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60公斤级 资格赛 : 秋缅巴耶夫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60公斤级 资格赛 : 胡伊库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60公斤级 资格赛 : 贝格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60公斤级 资格赛 : 田吉兹巴耶夫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60公斤级 资格赛 : 郑智铉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60公斤级 资格赛 : 杜比宁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60公斤级 资格赛 : 盛江 vs 雷西莫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60公斤级 资格赛 : 迪卡努 vs 埃尔加拉布利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60公斤级 资格赛 : 笹本睦 vs 姆纳察卡尼扬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09:30 男子60公斤级 资格赛 : 纳扎里安 vs 贝迪纳德泽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阿尔别夫 vs 索内尔-苏朱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Roberto Monz髇 vs S閎astien Hidalgo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斯特凡内克 vs 阿里波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秋缅巴耶夫 vs 胡伊库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贝格 vs 田吉兹巴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郑智铉 vs 杜比宁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雷西莫夫 vs 迪卡努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60公斤级 1/8决赛 : 笹本睦 vs 纳扎里安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60公斤级 1/4决赛 : 阿尔别夫 vs Roberto Monz髇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60公斤级 1/4决赛 : 阿里波夫 vs 秋缅巴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60公斤级 1/4决赛 : 田吉兹巴耶夫 vs 郑智铉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60公斤级 1/4决赛 : 雷西莫夫 vs 纳扎里安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60公斤级 半决赛 : 阿尔别夫 vs 秋缅巴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0:30 男子60公斤级 半决赛 : 田吉兹巴耶夫 vs 雷西莫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00 男子6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索内尔-苏朱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00 男子6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盛江 vs 迪卡努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00 男子6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Roberto Monz髇 vs 索内尔-苏朱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6:00 男子6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纳扎里安 vs 盛江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7:55 男子60公斤级 3-4名决赛 : Roberto Monz髇 vs 秋缅巴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8:05 男子60公斤级 3-4名决赛 : 田吉兹巴耶夫 vs 盛江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2日 18:15 男子60公斤级 决赛 : 阿尔别夫 vs 雷西莫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09:30 男子66公斤级 资格赛 : 米哈伊尔-谢苗诺夫 vs 亚历山大-卡扎克维

奇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09:30 男子66公斤级 资格赛 : 金珉哲 vs 阿里-穆罕默迪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09:30 男子66公斤级 资格赛 : Alain Mili醤 vs 斯蒂夫-古艾诺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09:30 男子66公斤级 资格赛 : 阿尔曼-达季基扬 vs Tam醩 L鰎incz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杰克 vs 贝加利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曼苏罗夫 vs 法尔达扬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斯瑞尔 vs 科瓦连科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艾罗格鲁 vs 格瑞乌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李岩岩 vs 潘纳特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Marcus Th鋞ner vs 巴亚门托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米哈伊尔-谢苗诺夫 vs 阿里-穆罕默迪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66公斤级 1/8决赛 : 斯蒂夫-古艾诺 vs Tam醩 L鰎incz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66公斤级 1/4决赛 : 贝加利耶夫 vs 法尔达扬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66公斤级 1/4决赛 : 科瓦连科 vs 格瑞乌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66公斤级 1/4决赛 : 李岩岩 vs 巴亚门托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66公斤级 1/4决赛 : 米哈伊尔-谢苗诺夫 vs 斯蒂夫-古艾诺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66公斤级 半决赛 : 贝加利耶夫 vs 格瑞乌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66公斤级 半决赛 : 巴亚门托夫 vs 斯蒂夫-古艾诺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00 男子66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杰克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00 男子66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Alain Mili醤 vs Tam醩 L鰎incz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00 男子66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法尔达扬 vs 杰克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00 男子66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Alain Mili醤 vs 米哈伊尔-谢苗诺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7:00 男子66公斤级 3-4名决赛 : 法尔达扬 vs 格瑞乌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7:10 男子66公斤级 3-4名决赛 : 巴亚门托夫 vs 米哈伊尔-谢苗诺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7:20 男子66公斤级 决赛 : 贝加利耶夫 vs 斯蒂夫-古艾诺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09:30 男子74公斤级 资格赛 : 马科-马德森 vs 瓦尔捷列斯-萨穆尔加舍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09:30 男子74公斤级 资格赛 : 伊尔加尔-阿卜杜洛夫 vs Seref T黤enk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09:30 男子74公斤级 资格赛 : 阿尔森-尤尔法拉基扬 vs 弗拉基米尔-沙茨

基克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09:30 男子74公斤级 资格赛 : 丹泽勒 vs Peter B醕si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8决赛 : 常永祥 vs 亚纳奇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8决赛 : 巴瑞拉 vs 芬凯缇斯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8决赛 : 麦尔耶申 vs 沙萨凡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8决赛 : 米卡拉维奇 vs 科威特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8决赛 : 斯内德尔 vs 兹达内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8决赛 : 科维尔克维利亚 vs 克里斯托弗-古艾诺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8决赛 : 瓦尔捷列斯-萨穆尔加舍夫 vs 伊尔加尔-

阿卜杜洛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8决赛 : 阿尔森-尤尔法拉基扬 vs Peter B醕si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4决赛 : 常永祥 vs 巴瑞拉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4决赛 : 麦尔耶申 vs 米卡拉维奇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4决赛 : 斯内德尔 vs 科维尔克维利亚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1/4决赛 : 瓦尔捷列斯-萨穆尔加舍夫 vs Peter B

醕si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半决赛 : 常永祥 vs 米卡拉维奇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0:30 男子74公斤级 半决赛 : 科维尔克维利亚 vs Peter B醕si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00 男子74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亚纳奇耶夫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00 男子74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克里斯托弗-古艾诺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00 男子74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亚纳奇耶夫 vs 巴瑞拉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6:00 男子74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克里斯托弗-古艾诺 vs 斯内德尔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7:55 男子74公斤级 3-4名决赛 : 米卡拉维奇 vs 亚纳奇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8:05 男子74公斤级 3-4名决赛 : 克里斯托弗-古艾诺 vs Peter B醕si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3日 18:15 男子74公斤级 决赛 : 常永祥 vs 科维尔克维利亚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09:30 男子84公斤级 资格赛 : 松本慎吾 vs 丹尼斯-福罗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09:30 男子84公斤级 资格赛 : 沃宁 vs 阿图尔-米哈乌凯维奇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09:30 男子84公斤级 资格赛 : 亚伯拉罕米安 vs 金正燮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09:30 男子84公斤级 资格赛 : Attila B醫ky vs 尤尼奥尔-埃斯特拉达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8决赛 : 亚历山大-达拉甘 vs 萨曼-塔哈马塞比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8决赛 : 纳兹米-阿夫卢贾 vs 哈萨拉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8决赛 : 沙尔瓦-加达巴泽 vs 哈伊克尔-阿舒里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8决赛 : 马三义 vs Zolt醤 Fodor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8决赛 : M閘onin Noumonvi vs 安德烈亚-明古齐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8决赛 : 安德烈-萨莫欣 vs 阿列克谢-米申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8决赛 : 丹尼斯-福罗夫 vs 沃宁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8决赛 : 亚伯拉罕米安 vs 尤尼奥尔-埃斯特拉达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4决赛 : 萨曼-塔哈马塞比 vs 纳兹米-阿夫卢贾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4决赛 : 沙尔瓦-加达巴泽 vs Zolt醤 Fodor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4决赛 : 安德烈亚-明古齐 vs 阿列克谢-米申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1/4决赛 : 丹尼斯-福罗夫 vs 亚伯拉罕米安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半决赛 : 纳兹米-阿夫卢贾 vs Zolt醤 Fodor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84公斤级 半决赛 : 安德烈亚-明古齐 vs 亚伯拉罕米安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00 男子84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马三义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00 男子84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M閘onin Noumonvi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00 男子84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马三义 vs 沙尔瓦-加达巴泽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00 男子84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M閘onin Noumonvi vs 阿列克谢-米申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7:15 男子84公斤级 3-4名决赛 : 马三义 vs 纳兹米-阿夫卢贾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7:28 男子84公斤级 3-4名决赛 : M閘onin Noumonvi vs 亚伯拉罕米安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7:43 男子84公斤级 决赛 : Zolt醤 Fodor vs 安德烈亚-明古齐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09:30 男子96公斤级 资格赛 : 达伊戈罗-蒂蒙奇尼 vs 加藤贤三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09:30 男子96公斤级 资格赛 : 阿塞特-曼别托夫 vs 克鲁斯托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09:30 男子96公斤级 资格赛 : 卡西姆-礼萨伊 vs 明道加斯-叶泽尔斯基斯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09:30 男子96公斤级 资格赛 : 奥列格-克里约卡 vs Mehmet 謟al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8决赛 : 韩兑荣 vs 米尔科-恩利希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8决赛 : 埃利斯-古里 vs 卡拉姆-易卜拉欣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8决赛 : Lajos Vir醙 vs 亚当-惠勒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8决赛 : 萨米尔-布格拉 vs 姜华琛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8决赛 : 拉马兹-诺扎泽 vs 塞奥佐罗斯-图努西季

斯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8决赛 : Marek 妚ec vs 卡洛扬-迪恩切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8决赛 : 达伊戈罗-蒂蒙奇尼 vs 克鲁斯托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8决赛 : 明道加斯-叶泽尔斯基斯 vs Mehmet 謟al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4决赛 : 米尔科-恩利希 vs 埃利斯-古里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4决赛 : 亚当-惠勒 vs 姜华琛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4决赛 : 拉马兹-诺扎泽 vs Marek 妚ec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1/4决赛 : 克鲁斯托夫 vs 明道加斯-叶泽尔斯基斯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半决赛 : 米尔科-恩利希 vs 亚当-惠勒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96公斤级 半决赛 : Marek 妚ec vs 克鲁斯托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00 男子96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vs 韩兑荣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00 男子96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阿塞特-曼别托夫 vs 达伊戈罗-蒂蒙

奇尼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00 男子96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韩兑荣 vs 埃利斯-古里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00 男子96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阿塞特-曼别托夫 vs 明道加斯-叶泽

尔斯基斯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8:19 男子96公斤级 3-4名决赛 : 韩兑荣 vs 亚当-惠勒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8:25 男子96公斤级 3-4名决赛 : 阿塞特-曼别托夫 vs Marek 妚ec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8:36 男子96公斤级 决赛 : 米尔科-恩利希 vs 克鲁斯托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09:30 男子120公斤级 资格赛 : Jalmar Sj鯾erg vs 马雷克-米库尔斯基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09:30 男子120公斤级 资格赛 : 萨德特泽 vs 安东-博捷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09:30 男子120公斤级 资格赛 : 亚历山大-切尔涅茨基 vs 拜尔斯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09:30 男子120公斤级 资格赛 : 帕纳约蒂斯-帕帕佐普洛斯 vs 刘德利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8决赛 : Mih醠y De醟 B醨dos vs 阿里-陶布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8决赛 : 斯泽潘尼亚克 vs 伊万-伊万诺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8决赛 : 哈桑-巴罗耶夫 vs 马苏德-哈希姆-扎德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8决赛 : 勒扎-卡亚阿尔普 vs 明道加斯-米兹盖蒂

斯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8决赛 : 亚西尔-萨克尔 vs 帕特里克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8决赛 : 谢尔盖-阿尔秋欣 vs Mijain L髉ez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8决赛 : Jalmar Sj鯾erg vs 安东-博捷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8决赛 : 拜尔斯 vs 刘德利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4决赛 : Mih醠y De醟 B醨dos vs 斯泽潘尼亚克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4决赛 : 哈桑-巴罗耶夫 vs 明道加斯-米兹盖蒂斯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4决赛 : 帕特里克耶夫 vs Mijain L髉ez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1/4决赛 : Jalmar Sj鯾erg vs 拜尔斯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半决赛 : 斯泽潘尼亚克 vs 哈桑-巴罗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0:30 男子120公斤级 半决赛 : Mijain L髉ez vs Jalmar Sj鯾erg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00 男子12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马苏德-哈希姆-扎德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00 男子120公斤级 复活赛第1轮 : 谢尔盖-阿尔秋欣 vs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00 男子12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马苏德-哈希姆-扎德 vs 明道加斯-米

兹盖蒂斯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6:00 男子120公斤级 复活赛第2轮 : 谢尔盖-阿尔秋欣 vs 帕特里克耶夫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9:04 男子120公斤级 3-4名决赛 : 明道加斯-米兹盖蒂斯 vs 斯泽潘尼亚克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9:18 男子120公斤级 3-4名决赛 : 帕特里克耶夫 vs Jalmar Sj鯾erg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8月14日 19:32 男子120公斤级 决赛 : 哈桑-巴罗耶夫 vs Mijain L髉ez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自行车/小轮车

时间 小项 比赛 场馆 

8月20日 09:00 男子个人赛 资格赛第一轮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0日 10:15 男子个人赛 资格赛第二轮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0日 11:40 男子个人赛 1/4决赛第1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0日 11:40 男子个人赛 1/4决赛第2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0日 11:40 男子个人赛 1/4决赛第3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0日 11:40 男子个人赛 1/4决赛第4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0日 12:05 男子个人赛 1/4决赛第1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0日 12:05 男子个人赛 1/4决赛第2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0日 12:05 男子个人赛 1/4决赛第3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0日 12:05 男子个人赛 1/4决赛第4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0日 12:32 男子个人赛 1/4决赛第1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0日 12:32 男子个人赛 1/4决赛第2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0日 12:32 男子个人赛 1/4决赛第3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0日 12:32 男子个人赛 1/4决赛第4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2日 09:08 男子个人赛 半决赛第1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2日 09:08 男子个人赛 半决赛第2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2日 09:38 男子个人赛 半决赛第1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2日 09:38 男子个人赛 半决赛第2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2日 10:08 男子个人赛 半决赛第1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2日 10:08 男子个人赛 半决赛第2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2日 10:40 男子个人赛 决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0日 09:45 女子个人赛 资格赛第一轮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0日 11:00 女子个人赛 资格赛第二轮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2日 09:00 女子个人赛 半决赛第1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2日 09:00 女子个人赛 半决赛第2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2日 09:30 女子个人赛 半决赛第1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2日 09:30 女子个人赛 半决赛第2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2日 10:00 女子个人赛 半决赛第1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2日 10:00 女子个人赛 半决赛第2组预赛 老山小轮车场

8月22日 10:30 女子个人赛 决赛 老山小轮车场

更详细的赛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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