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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合力杯 - 第三届亚洲象棋个人公开赛 
 
轮次: 1 
台号 姓名 国家 积分 比赛结果 姓名 国家 积分 对局记录 

1 范启源 越南 0 1.0:0.0 朱永吉 新加坡 0.0 动态棋盘 

2 刘桂华 汶莱 0 0.0:1.0 柳大华 中国 0.0 动态棋盘 

3 吴贵临 高雄 0 0.5:0.5 陈懋煌 印尼 0.0 动态棋盘 

4 许逸涵 吉隆坡 0 0.5:0.5 宗室日新 越南 0.0 动态棋盘 

5 武明一 越南 0 1.0:0.0 郑靖慷 东马 0.0 动态棋盘 

6 黄立添 马六甲 0 0.5:0.5 陈进 吉打 0.0 动态棋盘 

7 武俊强 中国 0 1.0:0.0 刘永成 雪兰莪 0.0 动态棋盘 

8 钱光煌 东马 0 0.0:1.0 黎德志 广东 0.0 动态棋盘 

9 何文进 越南 0 1.0:0.0 朱毅辉 布城 0.0 动态棋盘 

10 林岳峰 布城 0 0.5:0.5 王昊 南京 0.0 动态棋盘 

11 郑义霖 东马 0 0.5:0.5 吕意得 吉隆坡 0.0 动态棋盘 

12 杨嘉烨 吉隆坡 0 0.5:0.5 何文哲 中国 0.0 动态棋盘 

13 党斐 中国 0 1.0:0.0 周志刚 槟城 0.0 动态棋盘 

14 邱俊兴 柔佛 0 0.0:1.0 杨宗谕 中华台北 0.0 动态棋盘 

15 吴家乐 新加坡 0 1.0:0.0 张文彬 森美兰 0.0 动态棋盘 

16 佐佐木雄希 吉隆坡 0 0.0:1.0 葛振衣 台北 0.0 动态棋盘 

17 陈添源 新加坡 0 0.5:0.5 方景康 东马 0.0 动态棋盘 

18 陈志霖 雪兰莪 0 0.0:1.0 胡景峰 印尼 0.0 动态棋盘 

19 谢汶谕 中华台北 0 1.0:0.0 林键华 东马 0.0 动态棋盘 

20 许鲁斌 东马 0 0.5:0.5 卢俊宇 新加坡 0.0 动态棋盘 

21 蔡安爵 中华台北 0 1.0:0.0 郑良国 东马 0.0 动态棋盘 

 
轮次: 2 
台号 姓名 国家 积分 比赛结果 姓名 国家 积分 对局记录 

1 党斐 中国 1.0 0.5:0.5 范启源 越南 1.0 动态棋盘 

2 柳大华 中国 1.0 1.0:0.0 吴家乐 新加坡 1.0 动态棋盘 

3 杨宗谕 中华台北 1.0 0.5:0.5 武明一 越南 1.0 动态棋盘 

4 葛振衣 中华台北 1.0 1.0:0.0 武俊强 中国 1.0 动态棋盘 

5 黎德志 广东 1.0 1.0:0.0 谢汶谕 中华台北 1.0 动态棋盘 

6 胡景峰 印尼 1.0 0.0:1.0 何文进 越南 1.0 动态棋盘 

7 宗室日新 越南 0.5 1.0:0.0 蔡安爵 中华台北 1.0 动态棋盘 

8 吕意得 吉隆坡 0.5 0.0:1.0 吴贵临 高雄 0.5 动态棋盘 

9 陈进 吉打 0.5 0.5:0.5 许逸涵 吉隆坡 0.5 动态棋盘 

10 王昊 南京 0.5 1.0:0.0 黄立添 马六甲 0.5 动态棋盘 

11 方景康 东马 0.5 0.5:0.5 郑义霖 东马 0.5 动态棋盘 

12 何文哲 中国 0.5 1.0:0.0 林岳峰 布城 0.5 动态棋盘 

13 陈懋煌 印尼 0.5 0.0:1.0 陈添源 新加坡 0.5 动态棋盘 

14 卢俊宇 新加坡 0.5 1.0:0.0 杨嘉烨 吉隆坡 0.5 动态棋盘 

15 朱永吉 新加坡 0.0 1.0:0.0 许鲁斌 东马 0.5 动态棋盘 

16 张文彬 森美兰 0.0 0.5:0.5 刘桂华 汶莱 0.0 动态棋盘 

17 郑靖慷 东马 0.0 1.0:0.0 邱俊兴 柔佛 0.0 动态棋盘 

18 刘永成 雪兰莪 0.0 1.0:0.0 佐佐木雄希 吉隆坡 0.0 动态棋盘 

19 林键华 东马 0.0 0.0:1.0 钱光煌 东马 0.0 动态棋盘 

20 朱毅辉 布城 0.0 0.0:1.0 陈志霖 雪兰莪 0.0 动态棋盘 

21 周志刚 槟城 0.0 0.5:0.5 郑良国 东马 0.0 动态棋盘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1-01.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1-02.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1-03.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1-04.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1-05.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1-06.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1-07.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1-08.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1-09.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1-10.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1-11.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1-12.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1-13.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1-14.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1-15.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1-16.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1-17.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1-18.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1-19.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1-20.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1-21.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2-01.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2-02.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2-03.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2-04.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2-05.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2-06.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2-07.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2-08.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2-09.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2-10.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2-11.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2-12.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2-13.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2-14.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2-15.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2-16.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2-17.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2-18.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2-19.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2-20.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2-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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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次: 3 
台号 姓名 国家 积分 比赛结果 姓名 国家 积分 对局记录 

1 何文进 越南 2.0 0.5:0.5 柳大华 中国 2.0 动态棋盘 

2 葛振衣 台北 1.5 0.5:0.5 黎德志 广东 2.0 动态棋盘 

3 范启源 越南 1.5 0.0:1.0 何文哲 中国 1.5 动态棋盘 

4 吴贵临 高雄 1.5 0.5:0.5 党斐 中国 1.5 动态棋盘 

5 杨宗谕 中华台北 1.5 0.0:1.0 宗室日新 越南 1.5 动态棋盘 

6 武明一 越南 1.5 1.0:0.0 卢俊宇 新加坡 1.5 动态棋盘 

7 陈添源 新加坡 1.5 0.0:1.0 王昊 南京 1.5 动态棋盘 

8 钱光煌 东马 1.0 0.0:1.0 陈进 吉打 1.0 动态棋盘 

9 武俊强 中国 1.0 1.0:0.0 朱永吉 新加坡 1.0 动态棋盘 

10 郑义霖 东马 1.0 0.0:1.0 郑靖慷 东马 1.0 动态棋盘 

11 吴家乐 新加坡 1.0 0.0:1.0 刘永成 雪兰莪 1.0 动态棋盘 

12 许逸涵 吉隆坡 1.0 1.0:0.0 胡景峰 印尼 1.0 动态棋盘 

13 谢汶谕 中华台北 1.0 0.0:1.0 方景康 东马 1.0 动态棋盘 

14 蔡安爵 中华台北 1.0 1.0:0.0 陈志霖 雪兰莪 1.0 动态棋盘 

15 刘桂华 汶莱 0.5 0.0:1.0 杨嘉烨 吉隆坡 0.5 动态棋盘 

16 许鲁斌 东马 0.5 0.0:1.0 陈懋煌 印尼 0.5 动态棋盘 

17 黄立添 马六甲 0.5 1.0:0.0 周志刚 槟城 0.5 动态棋盘 

18 林岳峰 布城 0.5 1.0:0.0 张文彬 森美兰 0.5 动态棋盘 

19 郑良国 东马 0.5 0.0:1.0 吕意得 吉隆坡 0.5 动态棋盘 

20 佐佐木雄希 吉隆坡 0.0 0.0:1.0 朱毅辉 布城 0.0 动态棋盘 

21 邱俊兴 柔佛 0.0 1.0:0.0 林键华 东马 0.0 动态棋盘 

 
轮次: 4 
台号 姓名 国家 积分 比赛结果 姓名 国家 积分 对局记录 

1 柳大华 中国 2.5 1.0:0.0 王昊 南京 2.5 动态棋盘 

2 宗室日新 越南 2.5 0.5:0.5 葛振衣 台北 2.5 动态棋盘 

3 何文哲 中国 2.5 0.5:0.5 武明一 越南 2.5 动态棋盘 

4 黎德志 广东 2.5 1.0:0.0 何文进 越南 2.5 动态棋盘 

5 郑靖慷 东马 2.0 1.0:0.0 吴贵临 高雄 2.0 动态棋盘 

6 陈进 吉打 2.0 1.0:0.0 蔡安爵 中华台北 2.0 动态棋盘 

7 方景康 东马 2.0 0.0:1.0 武俊强 中国 2.0 动态棋盘 

8 刘永成 雪兰莪 2.0 0.0:1.0 党斐 中国 2.0 动态棋盘 

9 范启源 越南 1.5 1.0:0.0 许逸涵 吉隆坡 2.0 动态棋盘 

10 吕意得 吉隆坡 1.5 0.0:1.0 杨宗谕 中华台北 1.5 动态棋盘 

11 杨嘉烨 吉隆坡 1.5 1.0:0.0 陈添源 新加坡 1.5 动态棋盘 

12 卢俊宇 新加坡 1.5 0.0:1.0 黄立添 马六甲 1.5 动态棋盘 

13 陈懋煌 印尼 1.5 1.0:0.0 林岳峰 布城 1.5 动态棋盘 

14 朱永吉 新加坡 1.0 0.0:1.0 郑义霖 东马 1.0 动态棋盘 

15 朱毅辉 布城 1.0 0.0:1.0 吴家乐 新加坡 1.0 动态棋盘 

16 胡景峰 印尼 1.0 0.0:1.0 钱光煌 东马 1.0 动态棋盘 

17 陈志霖 雪兰莪 1.0 1.0:0.0 谢汶谕 中华台北 1.0 动态棋盘 

18 周志刚 槟城 0.5 1.0:0.0 邱俊兴 柔佛 1.0 动态棋盘 

19 郑良国 东马 0.5 1.0:0.0 刘桂华 汶莱 0.5 动态棋盘 

20 张文彬 森美兰 0.5 0.5:0.5 许鲁斌 东马 0.5 动态棋盘 

21 林键华 东马 0.0 0.0:1.0 佐佐木雄希 吉隆坡 0.0 动态棋盘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3-01.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3-02.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3-03.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3-04.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3-05.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3-06.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3-07.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3-08.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3-09.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3-10.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3-11.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3-12.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3-13.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3-14.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3-15.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3-16.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3-17.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3-18.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3-19.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3-20.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3-21.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4-01.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4-02.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4-03.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4-04.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4-05.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4-06.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4-07.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4-08.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4-09.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4-10.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4-11.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4-12.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4-13.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4-14.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4-15.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4-16.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4-17.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4-18.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4-19.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4-20.html
https://www.asianxiangqi.org/19AXC-合力杯/对局记录/公R4-21.html


 

第三届亚洲象棋个人公开赛  3 

 
轮次: 5 
台号 姓名 国家 积分 比赛结果 姓名 国家 积分 对局记录 

1 黎德志 广东 3.5 0.5:0.5 柳大华 中国 3.5 动态棋盘 

2 党斐 中国 3.0 1.0:0.0 宗室日新 越南 3.0 动态棋盘 

3 武明一 越南 3.0 1.0:0.0 陈进 吉打 3.0 动态棋盘 

4 武俊强 中国 3.0 1.0:0.0 郑靖慷 东马 3.0 动态棋盘 

5 葛振衣 台北 3.0 0.0:1.0 何文哲 中国 3.0 动态棋盘 

6 杨宗谕 中华台北 2.5 0.5:0.5 范启源 越南 2.5 动态棋盘 

7 何文进 越南 2.5 1.0:0.0 陈懋煌 印尼 2.5 动态棋盘 

8 王昊 南京 2.5 1.0:0.0 杨嘉烨 吉隆坡 2.5 动态棋盘 

9 黄立添 马六甲 2.5 0.0:1.0 吴贵临 高雄 2.0 动态棋盘 

10 郑义霖 东马 2.0 1.0:0.0 刘永成 雪兰莪 2.0 动态棋盘 

11 吴家乐 新加坡 2.0 1.0:0.0 钱光煌 东马 2.0 动态棋盘 

12 蔡安爵 中华台北 2.0 1.0:0.0 方景康 东马 2.0 动态棋盘 

13 许逸涵 吉隆坡 2.0 1.0:0.0 陈志霖 雪兰莪 2.0 动态棋盘 

14 陈添源 新加坡 1.5 0.5:0.5 吕意得 吉隆坡 1.5 动态棋盘 

15 周志刚 槟城 1.5 0.0:1.0 卢俊宇 新加坡 1.5 动态棋盘 

16 林岳峰 布城 1.5 1.0:0.0 郑良国 东马 1.5 动态棋盘 

17 邱俊兴 柔佛 1.0 1.0:0.0 胡景峰 印尼 1.0 动态棋盘 

18 谢汶谕 中华台北 1.0 0.0:1.0 张文彬 森美兰 1.0 动态棋盘 

19 佐佐木雄希 吉隆坡 1.0 0.5:0.5 朱永吉 新加坡 1.0 动态棋盘 

20 许鲁斌 东马 1.0 0.5:0.5 朱毅辉 布城 1.0 动态棋盘 

21 刘桂华 汶莱 0.5 0.0:1.0 林键华 东马 0.0 动态棋盘 

 
轮次: 6 
台号 姓名 国家 积分 比赛结果 姓名 国家 积分 对局记录 

1 柳大华 中国 4.0 1.0:0.0 党斐 中国 4.0 动态棋盘 

2 武明一 越南 4.0 0.5:0.5 黎德志 广东 4.0 动态棋盘 

3 何文哲 中国 4.0 0.5:0.5 武俊强 中国 4.0 动态棋盘 

4 王昊 南京 3.5 0.0:1.0 何文进 越南 3.5 动态棋盘 

5 郑靖慷 东马 3.0 0.0:1.0 范启源 越南 3.0 动态棋盘 

6 吴贵临 高雄 3.0 1.0:0.0 杨宗谕 中华台北 3.0 动态棋盘 

7 宗室日新 越南 3.0 1.0:0.0 吴家乐 新加坡 3.0 动态棋盘 

8 陈进 吉打 3.0 0.0:1.0 葛振衣 台北 3.0 动态棋盘 

9 许逸涵 吉隆坡 3.0 1.0:0.0 郑义霖 东马 3.0 动态棋盘 

10 卢俊宇 新加坡 2.5 0.0:1.0 蔡安爵 中华台北 3.0 动态棋盘 

11 陈懋煌 印尼 2.5 1.0:0.0 黄立添 马六甲 2.5 动态棋盘 

12 杨嘉烨 吉隆坡 2.5 0.5:0.5 林岳峰 布城 2.5 动态棋盘 

13 张文彬 森美兰 2.0 0.0:1.0 陈添源 新加坡 2.0 动态棋盘 

14 刘永成 雪兰莪 2.0 1.0:0.0 邱俊兴 柔佛 2.0 动态棋盘 

15 钱光煌 东马 2.0 0.0:1.0 方景康 东马 2.0 动态棋盘 

16 陈志霖 雪兰莪 2.0 0.5:0.5 吕意得 吉隆坡 2.0 动态棋盘 

17 郑良国 东马 1.5 0.0:1.0 佐佐木雄希 吉隆坡 1.5 动态棋盘 

18 胡景峰 印尼 1.0 1.0:0.0 周志刚 槟城 1.5 动态棋盘 

19 朱永吉 新加坡 1.5 1.0:0.0 谢汶谕 中华台北 1.0 动态棋盘 

20 林键华 东马 1.0 0.5:0.5 许鲁斌 东马 1.5 动态棋盘 

21 朱毅辉 布城 1.5 1.0:0.0 刘桂华 汶莱 0.5 动态棋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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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次: 7 
台号 姓名 国家 积分 比赛结果 姓名 国家 积分 对局记录 

1 武俊强 中国 4.5 0.5:0.5 柳大华 中国 5.0 动态棋盘 

2 何文进 越南 4.5 0.0:1.0 武明一 越南 4.5 动态棋盘 

3 黎德志 广东 4.5 1.0:0.0 何文哲 中国 4.5 动态棋盘 

4 范启源 越南 4.0 1.0:0.0 宗室日新 越南 4.0 动态棋盘 

5 蔡安爵 中华台北 4.0 0.0:1.0 吴贵临 高雄 4.0 动态棋盘 

6 党斐 中国 4.0 1.0:0.0 许逸涵 吉隆坡 4.0 动态棋盘 

7 葛振衣 台北 4.0 0.0:1.0 王昊 南京 3.5 动态棋盘 

8 郑义霖 东马 3.0 1.0:0.0 陈懋煌 印尼 3.5 动态棋盘 

9 林岳峰 布城 3.0 0.0:1.0 陈进 吉打 3.0 动态棋盘 

10 杨宗谕 中华台北 3.0 0.0:1.0 郑靖慷 东马 3.0 动态棋盘 

11 吴家乐 新加坡 3.0 1.0:0.0 杨嘉烨 吉隆坡 3.0 动态棋盘 

12 陈添源 新加坡 3.0 1.0:0.0 刘永成 雪兰莪 3.0 动态棋盘 

13 方景康 东马 3.0 1.0:0.0 朱永吉 新加坡 2.5 动态棋盘 

14 佐佐木雄希 吉隆坡 2.5 1.0:0.0 卢俊宇 新加坡 2.5 动态棋盘 

15 黄立添 马六甲 2.5 1.0:0.0 陈志霖 雪兰莪 2.5 动态棋盘 

16 吕意得 吉隆坡 2.5 0.5:0.5 朱毅辉 布城 2.5 动态棋盘 

17 许鲁斌 东马 2.0 1.0:0.0 胡景峰 印尼 2.0 动态棋盘 

18 邱俊兴 柔佛 2.0 1.0:0.0 钱光煌 东马 2.0 动态棋盘 

19 周志刚 槟城 1.5 0.0:1.0 张文彬 森美兰 2.0 动态棋盘 

20 林键华 东马 1.5 0.5:0.5 郑良国 东马 1.5 动态棋盘 

21 谢汶谕 中华台北 1.0 1.0:0.0 刘桂华 汶莱 0.5 动态棋盘 

 
轮次: 8 
台号 姓名 国家 积分 比赛结果 姓名 国家 积分 对局记录 

1 柳大华 中国 5.5 0.5:0.5 武明一 越南 5.5 动态棋盘 

2 范启源 越南 5.0 0.0:1.0 黎德志 广东 5.5 动态棋盘 

3 吴贵临 高雄 5.0 0.5:0.5 武俊强 中国 5.0 动态棋盘 

4 王昊 南京 4.5 0.5:0.5 党斐 中国 5.0 动态棋盘 

5 何文哲 中国 4.5 1.0:0.0 何文进 越南 4.5 动态棋盘 

6 宗室日新 越南 4.0 1.0:0.0 郑义霖 东马 4.0 动态棋盘 

7 陈进 吉打 4.0 1.0:0.0 陈添源 新加坡 4.0 动态棋盘 

8 许逸涵 吉隆坡 4.0 1.0:0.0 吴家乐 新加坡 4.0 动态棋盘 

9 方景康 东马 4.0 0.0:1.0 葛振衣 台北 4.0 动态棋盘 

10 郑靖慷 东马 4.0 0.5:0.5 蔡安爵 中华台北 4.0 动态棋盘 

11 陈懋煌 印尼 3.5 1.0:0.0 佐佐木雄希 吉隆坡 3.5 动态棋盘 

12 刘永成 雪兰莪 3.0 0.0:1.0 黄立添 马六甲 3.5 动态棋盘 

13 张文彬 森美兰 3.0 0.0:1.0 杨宗谕 中华台北 3.0 动态棋盘 

14 朱毅辉 布城 3.0 1.0:0.0 邱俊兴 柔佛 3.0 动态棋盘 

15 吕意得 吉隆坡 3.0 0.5:0.5 林岳峰 布城 3.0 动态棋盘 

16 杨嘉烨 吉隆坡 3.0 0.5:0.5 许鲁斌 东马 3.0 动态棋盘 

17 卢俊宇 新加坡 2.5 0.0:1.0 朱永吉 新加坡 2.5 动态棋盘 

18 钱光煌 东马 2.0 1.0:0.0 陈志霖 雪兰莪 2.5 动态棋盘 

19 胡景峰 印尼 2.0 1.0:0.0 林键华 东马 2.0 动态棋盘 

20 郑良国 东马 2.0 0.0:1.0 谢汶谕 中华台北 2.0 动态棋盘 

21 刘桂华 汶莱 0.5 0.0:1.0 周志刚 槟城 1.5 动态棋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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