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时间 项目 比赛名称

2 . 21

9:00-12:00 冰壶 女子比赛循环赛
9:30-12:45 单板滑雪 男子大跳台:资格赛
10:00-14:30 花样滑冰 女子个人:短节目
11:00-13:10 高山滑雪 女子 滑降
11:30-14:40 自由式滑雪 男子 追逐
12:00-14:30 冰球 男子比赛:四分之一决赛
14:00-17:00 冰壶 男子比赛循环赛
16:30-19:00 冰球 男子比赛:四分之一决赛

17:00-20:15 越野滑雪
女子团体短距离自由式
男子团体短距离自由式

20:00-23:00 速度滑冰
女子团体追逐:决赛
男子团体追逐:决赛

20:00-23:00 冰壶 女子比赛循环赛
20:40-22:45 雪车 女子:第3组与第4组
21:00-23:30 冰球 男子比赛:四分之一决赛
21:00-23:30 冰球 男子比赛:四分之一决赛

日期 时间 项目 比赛名称

2 . 19

9:00-12:00 冰壶 女子比赛循环赛

9:30-12:30 单板滑雪 女子大跳台:资格赛

10:00-11:15 自由式滑雪 女子 U 型场地技巧:资格赛

10:00-13:45 花样滑冰 冰上舞蹈:短节目

14:00-17:00 冰壶 男子比赛循环赛

16:30-19:00 冰球 女子比赛:半决赛

20:00-23:00 冰壶 女子比赛循环赛

20:00-22:00 速度滑冰
女子团体追逐:资格赛

男子 500m (个人)

20:15-22:45 雪车 男子双人:第 3 组与第 4 组

21:00-23:30 冰球 女子比赛:半决赛

21:30-23:20 跳台滑雪 男子团体（大跳台）

日期 时间 项目 比赛名称

2 . 18

9:00-12:00 冰壶 男子比赛循环赛

10:00-14:35 自由式滑雪 男子 障碍技巧

10:15-15:25 高山滑雪 男子 大回转

12:00-14:30 冰球 男子比赛:预赛

12:00-14:30 冰球 女子比赛:分级赛

14:00-17:00 冰壶 女子比赛循环赛

15:15-17:05 越野滑雪
男子接力 4x10km 传统式

男子接力 4x10km 自由式

16:30-19:00 冰球 男子比赛:预赛

16:30-19:00 冰球 女子比赛:分级赛

20:00-22:00 速度滑冰
男子团体追逐:资格赛

女子 500m（个人赛）

20:00-21:25 自由式滑雪 男子空中技巧:决赛

20:00-23:00 冰壶 男子比赛循环赛

20:05-22:45 雪车 男子双人:第 1 组与第 2 组

20:15-21:15 冬季两项 男子 15km 集体出发

21:00-23:30 冰球 男子比赛:预赛

日期 时间 项目 比赛名称

2 . 17

9:00-12:00 冰壶 女子比赛循环赛
9:30-13:45 自由式滑雪 女子 障碍技巧
10:00-14:25 花样滑冰 男子个人:自由滑
11:00-13:10 高山滑雪 女子超级大回转
12:00-14:30 冰球 男子比赛:预赛
12:00-14:30 冰球 女子比赛:四分之一决赛
14:00-17:00 冰壶 男子比赛循环赛
16:30-19:00 冰球 男子比赛:预赛
16:30-19:00 冰球 女子比赛:四分之一决赛

18:30-19:40 越野滑雪
女子接力 4x5km 传统式
女子接力 4x5km 自由式

19:00-21:55 短道速滑
女子 1500m:决赛
男子 1000m:决赛

20:00-21:15 自由式滑雪 男子空中技巧:资格赛
20:00-23:00 冰壶 女子比赛循环赛
20:15-21:10 冬季两项 女子 12 . 5km 集体出发
21:00-23:30 冰球 男子比赛:预赛
21:30-22:45 跳台滑雪 男子大跳台个人:决赛

日期 时间 项目 比赛名称

2 . 16

9:00-12:00 冰壶 男子比赛循环赛

9:30-11:35 钢架雪车 女子:第 3 组与第 4 组

9:30-11:55 钢架雪车 男子:第 3 组与第 4 组

10:00-13:00 单板滑雪 女子障碍争先

10:00-14:30 花样滑冰 男子个人:短节目

12:00-14:30 冰球 男子比赛:预赛

14:00-17:00 冰壶 女子比赛循环赛

15:00-16:45 越野滑雪 男子 15km 自由式

16:30-19:00 冰球 男子比赛:预赛

20:00-23:00 冰壶 男子比赛循环赛

20:00-21:10 自由式滑雪 女子空中技巧:决赛

20:00-21:35 速度滑冰 女子 5000m

20:20-22:45 钢架雪车 男子:第 1 组与第 2 组

21:00-23:30 冰球 男子比赛:预赛

21:00-23:30 冰球 男子比赛:预赛

21:30-22:35 跳台滑雪 男子大跳台个人:资格赛

日期 时间 项目 比赛名称

2 . 15

9:00-12:00 冰壶 女子比赛循环赛
10:00-13:50 单板滑雪 男子 障碍争先
10:00-11:50 钢架雪车 女子:第 1 组与第 2 组
10:00-13:15 花样滑冰 双人滑:自由滑
11:00-13:10 高山滑雪 男子 超级大回转
12:00-14:30 冰球 男子 比赛：预赛
12:00-14:30 冰球 女子 比赛：预赛
14:00-17:00 冰壶 男子比赛循环赛
15:30-17:10 越野滑雪 女子 10km 自由式
16:30-19:00 冰球 男子 比赛：预赛
16:30-19:00 冰球 女子 比赛：预赛
20:00-21:15 自由式滑雪 女子空中技巧:资格赛
20:00-22:10 速度滑冰 男子 10000m
20:00-22:00 冬季两项 男子 20km 个人
20:00-23:00 冰壶 女子比赛循环赛
21:00-23:30 冰球 男子比赛:预赛
21:00-23:30 冰球 男子比赛:预赛
21:30-22:45 雪撬 团体 接力

日期 时间 项目 比赛名称

2 . 14

9:00-12:00 冰壶 男子 比赛循环赛

10:00-13:25 花样滑冰 双人滑:短节目

10:15-14:55 高山滑雪 女子 回转

10:30-12:00 单板滑雪 男子 U 型场地：决赛

12:00-14:30 冰球 女子 比赛：预赛

14:00-17:00 冰壶 女子 比赛循环赛

15:00-18:30 北欧两项 男子标准台+越野滑雪

16:30-19:00 冰球 女子 比赛：预赛

19:00-20:45 速度滑冰 女子 1000m

20:00-23:00 冰壶 男子比赛循环赛
20:05-22:00 冬季两项 女子 15km:个人

20:20-22:45 雪撬 双人

21:00-23:30 冰球 男子比赛:预赛

21:00-23:30 冰球 男子比赛:预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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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项目 比赛名称

2 . 11

9:00-11:15 冰壶 混合双打循环赛

10:00-14:35 花样滑冰

团体:冰上舞蹈（短节目）

女子个人单人滑（短节目）

双人滑-自由滑

10:00-15:30 单板滑雪
男子障碍技巧决赛

女子障碍技巧资格赛

11:00-13:10 高山滑雪 男子滑降

15:15-17:05 越野滑雪

男子 15km 传统式

男子 15km 自由式

双追逐

16:00-18:40 速度滑冰 男子 5000m

16:30-19:00 冰球 女子比赛：预赛

18:50-22:45 雪橇 男子个人：Hert3&4

19:30-22:40 自由式滑雪 女子雪上技巧

20:00-22:15 冰壶 混合双打比赛循环赛

20:15-21:40 冬季两项 男子 10km 短距离

21:00-23:30 冰球 女子比赛:预赛

日期 时间 项目 比赛名称
2 . 9 20:00-22:30 开幕式 开幕式

2 . 10

9:00-11:15 冰壶 混合双打循环赛

10:00-14:30 单板滑雪 男子障碍技巧资格赛

16:15-17:15 越野滑雪
女子 7 . 5km 传统式

女子 7 . 5km 自由式

16:30-19:00 冰球 女子比赛：预赛

19:00-21:50 短道速滑

男子 1500m 决赛

女子 500m 资格赛

女子 3000m 资格赛

19:10-22:45 雪橇 男子个人：Hert1&2

20:00-21:55 速度滑冰 女子 3000m

20:00-22:15 冰壶 混合双打循环赛

20:15-21:35 冬季两项 女子 7 . 5km 短距离

21:00-23:30 冰球 女子比赛：预赛

21:35-23:20 跳台滑雪 男子标准台决赛

日期 时间 项目 比赛名称

2 . 12

9:00-11:15 冰壶 混合双打比赛循环赛

10:00-13:10 花样滑冰

男子个人单人滑-自由滑

女子个人单人滑-自由滑

冰上舞蹈-自由舞

10:00-11:40 单板滑雪 女子障碍技巧:决赛

10:15-15:25 高山滑雪 女子大回转

13:30-15:00 单板滑雪 女子 U 型场地:资格赛

16:30-19:00 冰球 女子比赛：预赛

19:10-21:50 冬季两项
女子 10km 追逐

男子 12 . 5km 追逐

19:30-22:50 自由式滑雪 男子雪上技巧

19:50-22:45 雪橇 女子个人:Hert1&2

20:00-22:15 冰壶 混合双打比赛循环赛

21:00-23:30 冰球 女子比赛:预赛

21:30-23:15 速度滑冰 女子 1500m

21:50-23:25 跳台滑雪 女子标准台:个人

日期 时间 项目 比赛名称

2 . 13

9:00-11:15 冰壶 混合双打循环赛

11:00-15:40 高山滑雪 男子全能

11:00-15:30 单板滑雪
女子 U 型场地:决赛

男子 U 型场地:资格赛

16:30-19:00 冰球 女子比赛:预赛

17:30-21:50 越野滑雪
男子个人短距离传统式

女子个人短距离传统式

19:00-21:30 短道速滑

女子 500m:决赛

男子 1000m:资格赛

男子 5000m 接力:资格赛

19:30-22:45 雪撬 女子个人 Heat 3 & 4

20:00-22:15 冰壶 混合双打比赛循环赛

20:00-21:50 速度滑冰 男子 1500m

21:00-23:30 冰球 女子比赛：预赛

日期 时间 项目 比赛名称

2 . 20

9:00-12:00 冰壶 男子比赛循环赛
10:00-13:35 花样滑冰 冰上舞蹈:自由舞

10:30-14:40 自由式滑雪
女子U型场地技巧:决赛

男子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
12:00-14:30 冰球 男子比赛:资格赛晋级赛
12:00-14:30 冰球 女子比赛:分级赛
14:00-17:00 冰壶 女子比赛循环赛
16:30-19:00 冰球 男子比赛:资格赛晋级赛
16:30-19:00 冰球 女子比赛:分级赛

19:00-22:30 北欧两项
男子个人大跳台
10公里越野滑雪

19:00-21:00 短道速滑
女子1000m:资格赛
男子500m:资格赛

女子3000m接力:决赛
20:00-23:00 冰壶 男子比赛循环赛

20:15-21:45 冬季两项
2x6km女子+2x7 . 5km男子

混合接力
20:50-22:45 雪车 女子:第1组与第2组
21:00-23:30 冰球 男子比赛:资格赛 晋级赛

日期 时间 项目 比赛名称

2 . 22

8:30-11:30 冰壶 平分决胜比赛

10:15-15:10 高山滑雪 男子回转

11:30-12:40 自由式滑雪 男子 U 型场地技巧:决赛

12:00-13:30 单板滑雪
女子平行大回转:资格赛

男子平行大回转:资格赛

16:30-19:00 冰球 女子比赛:铜牌赛

16:30-20:05 北欧两项
男子团体大跳台

5 公里接力越野滑雪

19:00-21:45 短道速滑

男子 500m:决赛

女子 1000m:决赛

男子 5000m 接力:决赛

20:00-23:00 冰壶 男子比赛:半决赛

20:15-21:45 冬季两项 女子 4x6km 接力

21:00-23:55 冰球 女子比赛:金牌决赛

日期 时间 项目 比赛名称

2 . 23

9:00-12:00 冰壶 女子比赛:半决赛

10:00-14:10 花样滑冰 女子个人:自由滑

10:00-11:30 单板滑雪 女子大跳台:决赛

11:00-15:10 高山滑雪 女子全能

11:30-14:40 自由式滑雪 女子追逐

16:30-19:00 冰球 男子比赛:半决赛

19:00-20:55 速度滑冰 男子 1000m

20:00-23:00 冰壶 男子比赛:铜牌赛

20:15-21:45 冬季两项 男子 4x7 . 5km 接力

21:00-23:30 冰球 男子比赛:半决赛

日期 时间 项目 比赛名称

2 . 24

9:00-12:00 冰壶 男子比赛:金牌决赛

9:30-12:00 雪车 男子四人:第 1 组与第 2 组

10:00-11:30 单板滑雪 男子大跳台:决赛

11:00-13:00 高山滑雪 国家团队比赛

12:00-14:15 单板滑雪
女子 平行大回转:决赛

男子 平行大回转:决赛

13:30-16:30 越野滑雪 男子 50km 集体出发

20:00-23:00 冰壶 女子比赛:铜牌赛

20:00-23:00 速度滑冰
女子 集体出发

男子 集体出发

21:00-23:55 冰球 男子比赛:铜牌赛

日期 时间 项目 比赛名称

2 . 25

9:00-12:00 冰壶 女子比赛:金牌决赛

9:30-12:00 花样滑冰 获奖选手表演专场

9:30-12:00 雪车 男子四人:第 3 组与第 4 组

15:00-18:00 冰球 男子比赛:金牌决赛

15:15-17:15 越野滑雪 女子 30km 集体出发

21:00-23:30 闭幕式 闭幕式

备注：黄色标注区为中国队所参加的重点比赛。

短道速滑19:00-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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