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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周) 轮次 对阵 时间 地点

10月28日（六）

一

新疆vs吉林 19:35 乌鲁木齐
天津vs青岛 19:35 天津
同曦vs北控 19:35 南京

10月29日（日）

龙狮vs上海 19:35 广州
广东vs深圳 19:35 东莞
山东vs山西 19:35 济南
四川vs辽宁 19:35 成都
江苏vs北京 19:35 苏州
八一vs浙江 19:35 宁波
广厦vs福建 19:35 杭州

10月31日（二）

二

天津vs上海 19:35 天津
深圳vs四川 19:35 深圳
广东vs龙狮 19:35 东莞
同曦vs北京 19:35 南京
北控vs山东 19:35 北京

11月1日（三）

青岛vs山西 19:35 青岛
吉林vs八一 19:35 长春
新疆vs辽宁 20:00 乌鲁木齐
浙江vs广厦 19:35 杭州
福建vs江苏 19:35 晋江

11月2日（四）

三

上海vs广东 19:35 上海
龙狮vs四川 19:35 广州
北京vs山东 19:35 北京

11月3日（五）

深圳vs新疆 19:35 深圳
山西vs天津 19:35 太原
辽宁vs八一 19:35 本溪
北控vs青岛 19:35 北京
吉林vs广厦 19:35 长春
江苏vs浙江 19:35 苏州
福建vs同曦 19:35 晋江

11月4日（六）

四

广东vs四川 19:35 东莞

11月5日（日）

上海vs山西 19:35 上海
龙狮vs新疆 19:35 广州
天津vs北控 19:35 天津
山东vs福建 19:35 济南
辽宁vs广厦 19:35 本溪
吉林vs江苏 19:35 长春
北京vs青岛 19:35 北京
浙江vs同曦 19:35 杭州
八一vs深圳 19:35 宁波

11月7日（二）

五

青岛vs福建 19:35 青岛
天津vs北京 19:35 天津
广东vs新疆 19:35 东莞
山东vs浙江 19:35 济南
同曦vs吉林 19:35 南京

11月8日（三）

山西vs北控 19:35 太原
四川vs上海 19:35 成都
江苏vs辽宁 19:35 苏州
八一vs龙狮 19:35 宁波
广厦vs深圳 19:35 杭州

11月9日（四）

六

青岛vs浙江 19:35 青岛
吉林vs山东 19:35 长春
福建vs天津 19:35 晋江

11月10日（五）

上海vs北控 19:35 上海
深圳vs江苏 19:35 深圳
山西vs北京 19:35 太原
同曦vs辽宁 19:35 南京
新疆vs四川 20:00 乌鲁木齐
广东vs八一 19:35 东莞
广厦vs龙狮 19:35 杭州

11月11日（六）

七

吉林vs青岛 19:35 长春
浙江vs天津 19:35 杭州

11月12日（日）

上海vs新疆 19:35 上海
龙狮vs江苏 19:35 广州
深圳vs同曦 19:35 深圳
辽宁vs山东 19:35 本溪
四川vs八一 19:35 成都
北控vs北京 19:35 北京
广厦vs广东 19:35 杭州
福建vs山西 19:35 晋江

11月14日（二）

八

龙狮vs同曦 19:35 广州
天津vs吉林 19:35 天津
辽宁vs青岛 19:35 本溪
北控vs福建 19:35 北京
浙江vs山西 19:35 杭州

11月15日（三）

广东vs江苏 19:35 东莞
山东vs深圳 19:35 济南
四川vs广厦 19:35 成都
新疆vs八一 20:00 乌鲁木齐
北京vs上海 19:35 北京

11月16日（四）

九

天津vs辽宁 19:35 天津
北控vs浙江（延期）

11月17日（五）

青岛vs深圳 19:35 青岛
广东vs同曦 19:35 东莞
山东vs龙狮 19:35 济南
山西vs吉林 19:35 太原
新疆vs广厦 20:00 乌鲁木齐
江苏vs四川 19:35 苏州
北京vs福建 19:35 北京
八一vs上海 19:35 宁波

国家队国际比赛窗口期（11月20日-28日）
11月29日（三） 九 北控vs浙江（补赛） 19:35 北京

11月30日（四）

十

青岛vs龙狮 19:35 青岛
深圳vs天津 19:35 中山
同曦vs四川 19:35 南京
广厦vs八一 19:35 杭州
福建vs上海 19:35 晋江

12月1日（五）

山东vs广东 19:35 济南
山西vs辽宁 19:35 太原
北控vs吉林 19:35 北京
江苏vs新疆 19:35 苏州
北京vs浙江 19:35 北京

12月2日（六）

十一

上海vs广厦 19:35 上海
龙狮vs天津 19:35 佛山

12月3日（日）

青岛vs广东 19:35 青岛
深圳vs山西 19:35 中山
辽宁vs北控 19:35 本溪
四川vs山东 19:35 成都
同曦vs新疆 19:35 南京
吉林vs北京 19:35 长春
浙江vs福建 19:35 杭州
八一vs江苏 19:35 宁波

12月5日（二）

十二

龙狮vs山西 19:35 佛山
广东vs天津 19:35 东莞
四川vs青岛 19:35 成都
北控vs深圳 19:35 北京
新疆vs山东 20:00 乌鲁木齐
八一vs同曦 19:35 宁波

12月6日（三）

上海vs浙江 19:35 上海
辽宁vs北京 19:35 本溪
广厦vs江苏 19:35 杭州
福建vs吉林 19:35 晋江

12月7日（四）

十三

天津vs四川 19:35 天津
广东vs山西 19:35 东莞
山东vs八一 19:35 济南
北控vs龙狮 19:35 北京
新疆vs青岛 20:00 乌鲁木齐

12月8日（五）

江苏vs上海 19:35 苏州
北京vs深圳 19:35 北京
浙江vs吉林 19:35 杭州
广厦vs同曦 19:35 杭州
福建vs辽宁 19:35 晋江

日期（周） 轮次 对阵 时间 地点

12月9日（六）

十四

青岛vs八一 19:35 青岛
天津vs新疆 19:35 天津
山西vs四川 19:35 太原
北控vs广东 19:35 北京

12月10日（日）

深圳vs福建 19:35 深圳
山东vs广厦 19:35 济南
同曦vs江苏 19:35 南京
吉林vs上海 19:35 长春
北京vs龙狮 19:35 北京
浙江vs辽宁 19:35 杭州

12月12日（二）

十五

青岛vs广厦 19:35 青岛
山西vs新疆 19:35 太原
江苏vs山东 19:35 苏州
八一vs天津 19:35 宁波
四川vs北控 19:35 成都

12月13日（三）

上海vs同曦 19:35 上海
龙狮vs福建 19:35 佛山
深圳vs浙江 19:35 深圳
辽宁vs吉林 19:35 本溪
北京vs广东 19:35 北京

12月14日（四）

十六

新疆vs北控 20:00 乌鲁木齐
江苏vs青岛 19:35 苏州
八一vs山西 19:35 宁波
广厦vs天津 19:35 杭州

12月15日（五）

上海vs辽宁 19:35 上海
龙狮vs浙江 19:35 佛山
广东vs福建 19:35 东莞
四川vs北京 19:35 成都
同曦vs山东 19:35 南京
深圳vs吉林 19:35 深圳

12月16日（六）

十七

天津vs江苏 19:35 天津
北控vs八一 19:35 北京
广厦vs山西 19:35 杭州

12月17日（日）

上海vs山东 19:35 上海
深圳vs辽宁 19:35 深圳
广东vs浙江 19:35 东莞
同曦vs青岛 19:35 南京
吉林vs龙狮 19:35 长春
新疆vs北京 20:00 乌鲁木齐
福建vs四川 19:35 晋江

12月19日（二）

十八

天津vs同曦 19:35 天津
山西vs江苏 19:35 太原
北控vs广厦 19:35 北京
吉林vs广东 19:35 长春
北京vs八一 19:35 北京
浙江vs四川 19:35 杭州
福建vs新疆 19:35 晋江

12月20日（三）
深圳vs上海 19:35 深圳
山东vs青岛 19:35 济南
辽宁vs龙狮 19:35 本溪

12月21日（四）

十九

山西vs同曦 19:35 太原
四川vs吉林 19:35 成都
江苏vs北控 19:35 苏州
北京vs广厦 19:35 北京
浙江vs新疆 19:35 杭州
八一vs福建 19:35 宁波

12月22日（五）

龙狮vs深圳 19:35 广州
青岛vs上海 19:35 青岛
山东vs天津 19:35 济南
辽宁vs广东 19:35 本溪

12月23日（六）

二十

北控vs同曦 19:35 北京
吉林vs新疆 19:35 长春
浙江vs八一 19:35 杭州
福建vs广厦 19:35 晋江

12月24日（日）

上海vs龙狮 19:35 上海
青岛vs天津 19:35 青岛
深圳vs广东 19:35 深圳
山西vs山东 19:35 太原
辽宁vs四川 19:35 本溪
北京vs江苏 19:35 北京

12月26日（二）

二十一

北京vs同曦 19:35 北京
广厦vs浙江 19:35 杭州
八一vs吉林 19:35 宁波

12月27日（三）

上海vs天津 19:35 上海
龙狮vs广东 19:35 广州
山西vs青岛 19:35 太原
辽宁vs新疆 19:35 本溪

12月28日（四）
山东vs北控 19:35 济南
四川vs深圳 19:35 成都
江苏vs福建 19:35 苏州

12月29日（五）

二十二

天津vs山西 19:35 天津
广东vs上海 19:35 东莞
广厦vs吉林 19:35 杭州

12月30日（六）

青岛vs北控 19:35 青岛
四川vs龙狮 19:35 成都
新疆vs深圳 20:00 乌鲁木齐
浙江vs江苏 19:35 杭州

12月31日（日）
山东vs北京 19:35 济南
同曦vs福建 19:35 南京
八一vs辽宁 19:35 宁波

1月2日（二）
二十三

青岛vs北京 19:35 青岛
深圳vs八一 19:35 深圳
山西vs上海 19:35 太原
四川vs广东 19:35 成都
北控vs天津 19:35 北京
江苏vs吉林 19:35 苏州
新疆vs龙狮 20:00 乌鲁木齐
广厦vs辽宁 19:35 杭州
福建vs山东 19:35 晋江

1月3日（三） 同曦vs浙江 19:35 南京

1月4日（四）

二十四

上海vs四川 19:35 上海
深圳vs广厦 19:35 深圳
北控vs山西 19:35 北京
福建vs青岛 19:35 晋江

1月5日（五）

龙狮vs八一 19:35 广州
辽宁vs江苏 19:35 本溪
吉林vs同曦 19:35 长春
新疆vs广东 20:00 乌鲁木齐
北京vs天津 19:35 北京
浙江vs山东 19:35 杭州

1月6日（六）

二十五

北控vs上海 19:35 北京

1月7日（日）

龙狮vs广厦 19:35 广州
天津vs福建 19:35 天津
八一vs广东 19:35 宁波
山东vs吉林 19:35 济南
四川vs新疆 19:35 成都
江苏vs深圳 19:35 苏州
北京vs山西 19:35 北京
浙江vs青岛 19:35 杭州
辽宁vs同曦 19:35 本溪

1月9日（二）

二十六

同曦vs深圳 19:35 南京
新疆vs上海 20:00 乌鲁木齐

1月10日（三）

青岛vs吉林 19:35 青岛
广东vs广厦 19:35 东莞
山西vs福建 19:35 太原
江苏vs龙狮 19:35 常州
八一vs四川 19:35 宁波

1月11日（四）
天津vs浙江 19:35 天津
山东vs辽宁 19:35 济南
北京vs北控 19:35 北京

日期（周） 轮次 对阵 时间 地点
CBA全明星周末（1月13日-14日）

1月16日（二）
二十七

上海vs北京 19:35 上海
青岛vs辽宁 19:35 青岛
深圳vs山东 19:35 深圳
山西vs浙江 19:35 太原
同曦vs龙狮 19:35 南京
吉林vs天津 19:35 长春
广厦vs四川 19:35 杭州
福建vs北控 19:35 晋江

1月17日（三）
江苏vs广东 19:35 常州
八一vs新疆 19:35 宁波

1月18日（四）

二十八

龙狮vs山东 19:35 广州
辽宁vs天津 19:35 本溪
吉林vs山西 19:35 长春
浙江vs北控 19:35 杭州
福建vs北京 19:35 晋江

1月19日（五）

上海vs八一 19:35 上海
深圳vs青岛 19:35 深圳
四川vs江苏 19:35 成都
同曦vs广东 19:35 南京
广厦vs新疆 19:35 杭州

1月20日（六）

二十九

吉林vs北控 19:35 长春

1月21日（日）

浙江vs北京 19:35 杭州
上海vs福建 19:35 上海
龙狮vs青岛 19:35 广州
天津vs深圳 19:35 天津
广东vs山东 19:35 东莞
辽宁vs山西 19:35 本溪
四川vs同曦 19:35 成都
新疆vs江苏 20:00 乌鲁木齐
八一vs广厦 19:35 宁波

1月23日（二）

三十

广东vs青岛 19:35 东莞

1月24日（三）

山东vs四川 19:35 济南
新疆vs同曦 20:00 乌鲁木齐
江苏vs八一 19:35 常州
北京vs吉林 19:35 北京
天津vs龙狮 19:35 天津
山西vs深圳 19:35 太原
北控vs辽宁 19:35 北京
广厦vs上海 19:35 杭州
福建vs浙江 19:35 晋江

1月25日（四）

三十一

青岛vs四川 19:35 青岛
山东vs新疆 19:35 济南
同曦vs八一 19:35 南京

1月26日（五）

天津vs广东 19:35 天津
深圳vs北控 19:35 深圳
山西vs龙狮 19:35 太原
吉林vs福建 19:35 长春
江苏vs广厦 19:35 常州
北京vs辽宁 19:35 北京
浙江vs上海 19:35 杭州

1月27日（六）

三十二

青岛vs新疆 19:35 青岛

1月28日（日）

上海vs江苏 19:35 上海
龙狮vs北控 19:35 广州
深圳vs北京 19:35 深圳
山西vs广东 19:35 太原
辽宁vs福建 19:35 本溪
四川vs天津 19:35 成都
同曦vs广厦 19:35 南京
吉林vs浙江 19:35 长春
八一vs山东 19:35 宁波

1月30日（二）
三十三

上海vs吉林 19:35 上海
龙狮vs北京 19:35 广州
广东vs北控 19:35 东莞
四川vs山西 19:35 成都
新疆vs天津 20:00 乌鲁木齐
江苏vs同曦 19:35 常州
广厦vs山东 19:35 杭州
福建vs深圳 19:35 晋江

1月31日（三）
辽宁vs浙江 19:35 本溪
八一vs青岛 19:35 宁波

2月1日（四）

三十四

广东vs北京 19:35 东莞
山东vs江苏 19:35 济南
同曦vs上海 19:35 南京
北控vs四川 19:35 北京
新疆vs山西 20:00 乌鲁木齐
福建vs龙狮 19:35 晋江

2月2日（五）

天津vs八一 19:35 天津
吉林vs辽宁 19:35 长春
浙江vs深圳 19:35 杭州
广厦vs青岛 19:35 杭州

2月3日（六）

三十五

山东vs同曦 19:35 济南
北控vs新疆 19:35 北京
福建vs广东 19:35 晋江

2月4日（日）

青岛vs江苏 19:35 青岛
天津vs广厦 19:35 天津
吉林vs深圳 19:35 长春
山西vs八一 19:35 太原
辽宁vs上海 19:35 本溪
北京vs四川 19:35 北京
浙江vs龙狮 19:35 杭州

2月6日（二）

三十六

山东vs上海 19:35 济南
山西vs广厦 19:35 太原
江苏vs天津 19:35 常州
北京vs新疆 19:35 北京
浙江vs广东 19:35 杭州
辽宁vs深圳 19:35 本溪

2月7日（三）

龙狮vs吉林 19:35 广州
青岛vs同曦 19:35 青岛
四川vs福建 19:35 成都
八一vs北控 19:35 宁波

2月8日（四）

三十七

上海vs深圳 19:35 上海
江苏vs山西 19:35 常州

2月9日（五）

龙狮vs辽宁 19:35 广州
青岛vs山东 19:35 青岛
广东vs吉林 19:35 东莞
四川vs浙江 19:35 成都
同曦vs天津 19:35 南京
新疆vs福建 20:00 乌鲁木齐
八一vs北京 19:35 宁波
广厦vs北控 19:35 杭州

2月11日（日） 三十八

上海vs青岛 19:35 上海
天津vs山东 19:35 天津
深圳vs龙狮 19:35 深圳
广东vs辽宁 19:35 东莞
同曦vs山西 19:35 南京
北控vs江苏 19:35 北京
吉林vs四川 19:35 长春
新疆vs浙江 20:00 乌鲁木齐
广厦vs北京 19:35 杭州
福建vs八一 19:35 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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