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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第 17届世界象棋锦标赛  
 

第 17 届世界象棋锦标赛于 2022 年十月 23-29 日举办。 

比赛地点为马来西亚，砂拉越州的古晋。 

以下为男女个人组的赛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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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个人组 

第一轮 
R01T01 冯家俊 先胜 郑义霖 

红方：中国香港 冯家俊  

黑方：东马 郑义霖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E40 对兵局  

 
  1.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2. 炮八平六  炮８平５    3.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4. 马二进三  车９进１    5. 车一平二  卒３进１    6. 兵七进一  车９平３ 

  7. 车九进二  车３进３    8. 车九平七  车３平２    9. 车七进七  炮５平３ 

 10. 马八进九  车２平３   11. 仕六进五  象７进５   12. 车七退一  马２进１ 

 13. 车七平八  车１平２   14. 车八进一  马１退２   15. 车二进四  炮３进７ 

 16. 车二平八  马２进４   17. 炮六退一  炮２平３   18. 马九退八  马４进３ 

 19. 车八退一  车３进２   20. 车八平七  炮３进４   21. 兵五进一  马３进４ 

 22. 仕五进六  马４进２   23. 兵九进一  炮３进２   24.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25. 马三进五  马２进４   26. 炮五进三  士６进５   27. 相三进五  炮３平２ 

 28. 马五退七  炮３退１   29. 仕四进五  炮２平４   30. 仕五进六  炮４平８ 

 31. 马八进九  炮３平２   32. 马七进六  炮８退４   33. 炮五退二  炮２退５ 

 34. 马九进八  炮２平７   35. 马八进七  炮７平４   36. 仕六退五  卒９进１ 

 37. 马七进九  炮８退３   38. 炮五进二  炮４进１   39. 马九退七  炮８进１ 

 40. 马七退八  炮４退１   41. 炮五平一  炮４平９   42. 马八进六  马７进５ 

 43. 后马进四  象５退３   44. 炮一平二  炮８平９   45. 马六进四  炮９平６ 

 46. 马四进六  马５进６   47. 马六进四  士５进６   48. 相五进三  士４进５ 

 49. 兵一进一  马６进４   50. 兵一进一  炮９退２   51. 炮二进三  马４进２ 

 52. 马四进二  马２退１   53. 兵一进一  炮９退１   54. 炮二进一  炮９进１ 

 55. 马二进三  士５退６   56. 炮二退一  炮９退１   57. 马三退四  将５平４ 

 58. 炮二进一  士６进５   59. 马四进二 

 
 
R01T02 布莱恩乔治 先负 阮成保 

红方：马来西亚 布莱恩乔治  

黑方：越南 阮成保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A45 起马互进七兵局  

 
  1.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2. 兵三进一  马２进３    3. 马二进三  车１进１ 

  4. 仕四进五  象７进５    5. 马三进二  马８进６    6. 炮二进五  马６进８ 

  7. 相三进五  卒７进１    8. 兵三进一  马８进７    9. 车一平三  车９平８ 

 10. 马二进四  卒５进１   11. 马四退三  车１平４   12. 马三退一  车４进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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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车九进二  车８进７   14. 马七退八  车８退１   15. 马八进七  炮２进１ 

 16. 炮八退一  炮２平３   17. 炮八进四  马７进６   18. 马一退三  马６进７ 

 19. 车三进一  车８退２   20. 车三进五  炮３进３   21. 炮八进一  车４进２ 

 22. 车九退二  车４平３   23. 马七退九  车８进５   24. 仕五退四  炮３平９ 

 25. 车三退六  车８平７   26. 相五退三  车３平２   27. 炮八平二  炮９平１ 

 28. 马九进八  车２退２   29. 炮二退三  车２平５ 

 
 
R01T03 吴宗翰 先胜 叶乃传 

红方：新加坡 吴宗翰  

黑方：东马 叶乃传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E36 仙人指路转左中炮对卒底炮飞左象  

 
  1.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３    2. 炮二平五  象３进５    3. 马二进三  卒３进１ 

  4. 车一平二  卒３进１    5. 马八进九  车９进１    6. 车九平八  车９平４ 

  7. 炮五进四  士４进５    8. 炮五平一  马８进９    9. 车二进四  卒７进１ 

 10. 车二平七  车４进２   11. 炮一退二  马２进４   12. 仕六进五  马９进８ 

 13.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14. 车七平三  炮８平７   15. 相三进五  炮７进５ 

 16. 炮八平三  马８进９   17. 炮三进七  象５退７   18. 车三退一  炮３平９ 

 19. 炮一平五  炮９平５   20. 车三平一  车１平２   21. 车八进九  马４退２ 

 22. 车一平三  车４进３   23. 炮五平二  炮５平８   24. 车三进四  炮８进２ 

 25. 炮二平三  象７进９   26. 车三平一  炮８平７   27. 车一平三  车４退２ 

 28. 马九进七 

 
 
R01T04 HOWARD ANAK VINCENT 先负 洪家川 

红方：东马 HOWARD ANAK VIN  

黑方：菲律宾 洪家川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E03 仙人指路对中炮  

 
  1.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５    2.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3. 车九进一  车１平２ 

  4. 炮八平九  马８进９    5. 马二进一  炮８平７    6. 兵一进一  车９平８ 

  7. 炮二退二  车２进７    8. 马七进六  炮５进４    9. 马六进四  车２平５ 

 10. 车九平五  车５平９   11. 车五进二  车９进２   12. 马四进三  车８进９ 

 13. 车五平四  士６进５   14. 炮九平五  象７进５   15. 车四进五  车８退７ 

 16. 车四平三  车９平７   17. 仕六进五  车７退３   18. 炮五平七  车７平３ 

 19. 炮七平八  车３进３   20. 仕五退六  车３退４   21. 炮八进五  车３平２ 

 22. 炮八平五  象３进５   23. 马三进五  士４进５   24. 车三退二  车８平６ 

 25. 车三平一  将５平６   26. 仕四进五  车２平８   27. 兵一进一  车８进４ 

 28. 仕五退四  车６进７   29. 帅五进一  车６退１   30. 帅五进一  车８退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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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T05 刘亿豪 先胜 MOHD KHAIRUL AQIF 

红方：新加坡 刘亿豪  

黑方：东马 MOHD KHAIRUL A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D28 顺炮直车对横车  

 
  1. 炮二平五  炮８平５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车一平二  车９进１ 

  4. 马八进七  车９平４    5. 兵三进一  车４进７    6.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３ 

  7. 车二进五  象７进９    8. 车二平八  炮３进３    9. 炮八进七  车１进１ 

 10. 仕六进五  炮５平３   11. 炮五平六  车４平３   12. 马七进六  炮３平７ 

 13. 相三进五  车１平６   14. 相五进三  车３进１   15. 车九平七  炮３进７ 

 16. 车八平六  车６平２   17. 车六进四  将５进１   18. 车六平五  将５平６ 

 19. 马三进四  炮３平１   20. 炮六平四 

 
 
R01T06 佐佐木雄希 先胜 LE QUANG NHAT 

红方：马来西亚 佐佐木雄希  

黑方：美国 LE QUANG NHAT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A39 飞相对进３卒  

 
  1. 相三进五  卒３进１    2. 兵三进一  马２进３    3.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９ 

  4. 炮八平六  炮８平６    5. 马八进七  车９平８    6. 车一平二  车８进４ 

  7. 车九进一  车８平４    8. 炮六退一  车１平２    9. 炮六平三  象３进５ 

 10. 车九平四  士４进５   11. 马三进二  车２平４   12. 车四平八  炮２进２ 

 13. 仕四进五  卒９进１   14. 车二平四  后车进３   15. 兵三进一  象５进７ 

 16. 马二进一  车４平６   17. 车四平二  车６进２   18. 炮二进五  士５进４ 

 19. 车八进三  车６平７   20. 炮三平四  象７退５   21. 炮二进一  炮６进１ 

 22. 马一进三  马９进８   23. 马三进一  车７平６   24. 炮四平三  马８进６ 

 25. 炮二平四  马６进４   26. 仕五进六  车６平５   27. 炮三进八  将５进１ 

 28. 马一退三  将５平６   29. 车二进八  将６进１   30. 炮三平一 

 
 
R01T07 葛振衣 先胜 安华 

红方：中华台北 葛振衣  

黑方：马来西亚 安华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B10 中炮对单提马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９    3. 车一平二  车９进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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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马八进七  车９平４    5. 炮八进二  卒３进１    6. 炮八平三  炮８平７ 

  7. 车二进七  车４平７    8. 车九平八  卒７进１    9. 炮三进三  炮２平７ 

 10. 兵五进一  士４进５   11. 马三进五  马３进４   12. 兵七进一  马４进５ 

 13. 马七进五  象３进５   14.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15. 炮五进三  炮７进１ 

 16. 车八进六  炮７进３   17. 兵七进一  车７进２   18. 炮五进一  车７退１ 

 19. 车二退三  车７平６   20. 兵七平六  车６进１   21. 马五进七  车１平３ 

 22. 相七进五  车３平４   23. 兵六进一  车６进１   24. 车八平九  车６平３ 

 25. 车二平六  马９进７   26. 兵六进一  马７进５   27. 兵六进一  车４平２ 

 28. 车九平八  车２平１   29. 车八进二 

 
 
R01T08 胡景峰 先负 庄宏明 

红方：印尼 胡景峰  

黑方：菲律宾 庄宏明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A36 飞相对进７卒  

 
  1. 相七进五  卒３进１    2. 炮八平七  象７进５    3. 马八进六  马２进１ 

  4.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5. 车八进六  马８进７    6. 兵三进一  炮８平９ 

  7.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8. 车一平二  车８进４    9. 炮二平一  车８平４ 

 10. 马六进四  炮２平４   11. 车八进三  马１退２   12. 仕四进五  马２进３ 

 13. 车二进六  车４平５   14. 车二平三  炮９退２   15. 车三平二  炮９平７ 

 16. 车二退三  马３进２   17. 马四进五  车５平４   18. 马五进四  车４平６ 

 19. 车二进三  马２进３   20. 马三进二  士４进５   21. 炮七平六  马３退４ 

 22. 炮六进五  士５进４   23. 马四进二  炮７平８   24. 前马进一  马４进５ 

 25. 马二进一  车６平８   26. 车二退一  马７进８   27. 兵一进一  马８进６ 

 28. 炮一平二  炮８进６   29. 马一进三  马５进７   30. 仕五进六  士４退５ 

 31. 马三退二  炮８平５   32. 仕六进五  马６退４   33. 马一退三  将５平４ 

 34. 炮二退一  卒３进１   35. 马三退四  卒３进１   36. 兵三进一  马４退６ 

 37. 马二退三  卒５进１   38. 兵三平四  炮５平１   39. 马三退一  马６退４ 

 
 
 
R01T09 可儿宏晖 先胜 GREGORIO NARENDRA 

红方：日本 可儿宏晖  

黑方：印尼 GREGORIO NAREND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C31 中炮过河车互进七兵对屏风马上士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4.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5. 车二进六  士４进５    6. 炮八平七  炮８平９ 

  7. 车二进三  马７退８    8. 兵七进一  象３进５    9. 兵七进一  马３退２ 

 10. 马八进九  马２进４   11. 马九进七  车１平３   12. 车九平八  马４进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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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车八进六  炮２平３   14. 炮七进四  炮３进４   15. 炮五进四  马８进７ 

 16. 炮七平九  炮３平７   17. 相三进五  马７进６   18. 炮五退一  卒７进１ 

 19. 相五进三  马６进８   20. 车八退四  炮９平７   21. 炮五退一  马８进７ 

 22. 车八平三  车３进６   23. 炮九平五  车３退３   24. 炮五退一  车３进１ 

 25. 炮五进一  车３平５   26. 前炮平九  炮７平１   27. 车三平八  将５平４ 

 28. 车八平六  士５进４   29. 炮九平六  士４退５   30. 炮六平三  士５进４ 

 31. 炮三进三  士６进５   32. 炮三平一  象５进３   33. 车六进四  炮７平５ 

 34. 相三退五  炮５进３   35. 兵五进一  车５进１   36. 车六平一  炮１平５ 

 37. 相五退三  炮５平１   38. 相三进五  炮１平５   39. 相五退三  炮５平１ 

 40. 相三进五  车５进１   41. 仕四进五  象３退５   42. 兵一进一  车５退１ 

 43. 车一平九  炮１平５   44. 炮一退三  将４平５   45. 兵一进一  车５退１ 

 46. 车九进三  士５退４   47. 车九退六  将５平６   48. 炮一平二  车５进１ 

 49. 炮二退六  车５平８   50. 炮二平四  车８进１   51. 兵一进一  士４退５ 

 52. 兵一平二  将６平５   53. 兵二平三  炮５平７   54. 相五退三  炮７平５ 

 55. 仕五进四  炮５平２   56. 兵三平四  车８平５   57. 相三进五  象５退７ 

 58. 炮四进一  车５平８   59. 炮四平五  车８进３   60. 相五退三  炮２平５ 

 61. 炮五平八  车８平７   62. 帅五进一  车７退１   63. 炮八平三 

 
 
R01T10 郭泽辉 先负 赖理兄 

红方：泰国 郭泽辉  

黑方：越南 赖理兄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A52 仕角炮对右中炮  

 
  1. 炮二平四  炮２平５    2.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3. 兵七进一  车１平２ 

  4. 仕六进五  卒７进１    5. 车九平八  车２进４    6.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7.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8. 兵三进一  马７进８    9. 车二平一  炮５平７ 

 10. 炮四退一  象７进５   11. 炮四平三  卒３进１   12.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13. 兵三平二  炮７进６   14. 相七进五  卒３进１   15. 马七退六  炮７平６ 

 16. 兵二进一  炮８平７   17. 炮八进二  车９平８   18. 炮八平二  车８进３ 

 19. 车八进五  马３进２   20. 相三进一  马２进４   21. 仕五进四  炮６平１ 

 22. 车一进一  马４进２   23. 炮二平九  炮１平８   24. 炮九平二  马２进３ 

 25. 帅五进一  炮８退２   26. 炮二平七  马３退４   27. 帅五退一  炮８平７ 

 28. 相一进三  车８平６   29. 马六进八  车６进３   30. 仕四退五  车６退１ 

 31. 炮七进二  车６平３   32. 炮七平六  马４进３   33. 炮六退五  车３平４ 

 34. 仕五进六  车４进２   35. 兵五进一  卒３平２   36. 马三进五  车４退１ 

 37. 马五退三  卒２进１ 

 
红认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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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T11 王天一 先胜 郭宝荣 

红方：中国 王天一  

黑方：泰国 郭宝荣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A65 过宫炮直车对左中炮横车  

 
  1. 炮二平六  炮８平５    2. 马二进三  车９进１    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７ 

  4. 马八进七  车９平４    5. 仕四进五  马２进３    6. 炮八进二  炮２进２ 

  7. 炮八平三  炮２平７    8. 炮三进二  象７进９    9.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10. 车八进九  马３退２   11. 兵七进一  马２进１   12. 兵三进一  炮７平５ 

 13. 相三进五  车４进５   14. 马七进八  车４退１   15. 马八退七  车４进１ 

 16. 车二进八  后炮平３   17. 车二平三  车４退４   18. 炮三平二  象３进５ 

 19. 兵五进一  炮５平２   20. 车三退一  马１退３   21. 车三退一  士４进５ 

 22. 车三平五  马３进１   23. 炮二进一  象５退７   24. 炮二平七  车４平３ 

 25. 车五退一  卒１进１   26. 马七进六  炮２进１   27.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28. 马六进五  车３平５   29. 马五退七  马１进３   30. 车五平六  炮２退５ 

 31. 炮六进一  车５平６   32. 车六进一  马３退１   33. 炮六平五  车６平３ 

 34. 马七进六  将５平４   35. 马六退四 

 
 
R01T12 格苏莫夫 先负 赵奕帆 

红方：俄罗斯 格苏莫夫  

黑方：中华台北 赵奕帆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E11 仙人指路飞相对卒底炮  

 
  1. 兵三进一  炮８平７    2. 相三进五  马８进９    3.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4. 马三进四  马２进３    5. 马八进九  象３进５    6. 车九进一  士４进５ 

  7. 车九平六  卒３进１    8. 兵一进一  车８进４    9. 炮二平四  卒１进１ 

 10. 车六进三  车１平４   11. 车六平八  炮２平１   12. 兵九进一  炮１进３ 

 13. 仕四进五  炮１进１   14. 炮八进一  车４平１   15. 兵五进一  卒１进１ 

 16. 车八平六  炮７平６   17. 炮八退一  炮１平２   18. 炮八平六  卒１进１ 

 19. 马九退七  炮２进２   20. 车一平四  炮６进５   21. 炮六平四  车１平２ 

 22. 炮四进一  卒１进１   23. 炮四平五  卒１平２   24. 马七进六  车８进２ 

 25. 炮五进三  马３进５   26. 马四进五  车８平５   27. 车四进八  卒２平３ 

 28. 帅五平四  炮２平４   29. 马六退七  车２平４   30. 车六进五  将５平４ 

 31. 马五进七  将４平５   32. 后马进九  车５退１   33. 马七退九  车５进２ 

 34. 车四退六  车５平６   35. 仕五进四  炮４退３   36. 后马进八  前卒进１ 

 37. 相七进九  炮４平９   38. 马八进六  炮９平８   39. 马六退五  炮８退２ 

 40. 马九进七  卒９进１   41. 马五进四  炮８退１   42. 马七退五  马９进８ 

 43. 马四进六  炮８退１   44. 马六退五  炮８平６   45. 帅四平五  士５进４ 

 46.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47. 马五进四  炮６平５   48. 马四进五  士６进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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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马五退四  卒７进１   50. 相九进七 

 
 
R01T13 郑彦隆 先胜 瓦尔豆 

红方：中国香港 郑彦隆  

黑方：芬兰 瓦尔豆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E13 仙人指路转左中炮对卒底炮  

 
  1. 兵三进一  炮８平７    2. 炮八平五  马２进３    3.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２ 

  4. 车九平八  卒３进１    5. 车八进四  象７进５    6.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7. 马三进二  炮２进２    8. 车一平二  士６进５    9. 炮二平一  炮２退１ 

 10. 兵三进一  象５进７   11.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12. 车八平七  象７退５ 

 13. 马二进四  炮７平６   14. 马七进六  马３进４   15. 炮五平八  炮２平３ 

 16. 炮八平六  炮３进６   17. 车七退四  马４进６   18. 车二进四  马６进７ 

 19. 车二平三  马７退５   20. 马四退五  车２进５   21. 炮一平五  炮６进１ 

 22. 马五进六  卒５进１   23. 前马退八 

 
 
R01T14 IWAN SETIAWAN 先负 王廓 

红方：印尼 IWAN SETIAWAN  

黑方：中国 王廓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B31 中炮对反宫马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７ 

  4. 仕四进五  卒７进１    5. 兵七进一  车９进１    6. 马八进七  车９平４ 

  7. 炮八进四  炮６平５    8. 车二进四  车４进３    9. 车二进二  卒３进１ 

 10. 车二平三  炮５退１   11. 炮八退五  卒３进１   12. 炮八平七  炮５平７ 

 13. 车三平四  炮７平３   14. 车四退二  马３进２   15. 车四平七  炮２平３ 

 16. 车七平四  前炮进６   17. 车四进三  车１进２ 

 
 
R01T15 SAM SLOAN 先负 沈毅豪 

红方：美国 SAM SLOAN  

黑方：马来西亚 沈毅豪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A53 仕角炮转反宫马对右中炮  

 
  1. 炮二平四  炮２平５    2.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3.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９ 

  4.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5. 相三进五  车１平２    6. 车九平八  车２进４ 

  7. 炮八平九  车２进５    8. 马七退八  炮５进４    9. 仕四进五  炮８进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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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炮四进四  炮５退１   11. 炮四平七  象３进５   12. 兵三进一  卒９进１ 

 13. 兵七进一  车８进４   14. 马八进七  士４进５   15. 马七进五  卒５进１ 

 16. 炮七退一  象５进３   17. 兵七进一  象７进５   18. 炮九平七  马３退２ 

 19. 兵七平六  炮８退２   20.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21. 马三进四  卒７进１ 

 22. 相五进三  炮８平１   23. 车二进五  马９进８   24. 马四进三  马８退６ 

 25. 兵六平五  马６进７   26. 马三进五  马７进５   27. 马五进三  将５平４ 

 28. 炮七平五  马５退７   29. 帅五平四  炮１平６   30. 帅四平五  马７进６ 

 
 
 
R01T16 单文杰 先和 庄力铭 

红方：泰国 单文杰  

黑方：汶来 庄力铭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B41 五六炮左正马对反宫马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７ 

  4. 炮八平六  卒７进１    5.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２    6. 车九平八  象３进５ 

  7. 车八进四  马７进６    8.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9. 车八平三  炮２进２ 

 10. 兵七进一  士４进５   11. 仕四进五  车２平４   12. 炮六进二  炮２进２ 

 13. 炮六平四  炮２平３   14. 相七进九  马６进４   15. 炮四退二  炮６进２ 

 16. 炮五平六  马４进３   17. 炮四平七  炮６平２   18. 相三进五  车９进２ 

 19. 相九退七  车９平６   20. 车二平四  车６平８   21. 炮七平八  炮２进２ 

 22. 兵一进一  车８进４   23. 车四进八  炮３平１   24. 炮八平七  炮１平５ 

 25. 马三进五  车８平５   26. 车四退三  车５平８   27. 车三平四  炮２平５ 

 28. 炮六进三  炮５退２   29. 炮六平八  车４进８   30. 后车平五  车８平３ 

 31. 炮七平六  车４平２   32. 兵七进一  车３退２   33. 炮八平五  车３平５ 

 34. 车四平五  卒５进１   35. 车五进一  车２退２   36. 兵一进一  卒９进１ 

 37. 车五平一  车２平５   38. 车一平八  卒３进１   39. 车八进一  卒１进１ 

 40. 车八平七  马３进５   41. 车七平九  马５进６   42. 车九退一  马６进８ 

 
 
 
R01T17 李铭坚 先和 黎德志 

红方：美国 李铭坚  

黑方：马来西亚 黎德志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E11 仙人指路飞相对卒底炮  

 
  1.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３    2. 相三进五  马２进１    3. 马八进七  炮８平５ 

  4. 炮二平四  马８进７    5. 马二进三  车１平２    6. 车九平八  车９平８ 

  7. 炮八进四  卒１进１    8. 车一平二  车８进９    9. 马三退二  车２进１ 

 10. 兵三进一  车２平６   11. 仕四进五  车６进３   12. 马二进三  卒３进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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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车八进四  卒７进１   14. 兵三进一  车６平７   15. 马三进四  炮３退１ 

 16. 炮八进一  炮５平３   17. 炮八平三  卒３进１   18. 车八进三  炮３进５ 

 19. 炮四平七  炮３进６   20. 炮三平九  车７平６   21. 炮九退一  车６进１ 

 22. 车八退一  卒５进１   23. 炮九平一  卒３进１   24. 车八平五  象３进５ 

 25. 车五退一  车６退２   26. 炮一退二  卒３平４   27. 车五平九  卒４平５ 

 28. 车九平五  车６进３   29. 炮一进二  卒５进１   30. 炮一平五  士６进５ 

 31. 炮五退四  车６平９   32. 兵九进一  炮３退４   33. 炮五平四  炮３平８ 

 34. 炮四平二  士５退６   35. 兵九进一  车９进３   36. 仕五退四  车９退２ 

 37. 炮二平五  士６进５   38. 车五平三  炮８平５   39. 车三平五  炮５平７ 

 40. 车五平三  炮７平５   41. 车三平五  炮５平７   42. 车五平三  炮７平５ 

 43. 车三平五  炮５平７   44. 车五平四  车９进２   45. 帅五进一  车９退１ 

 46. 帅五退一  炮７平５   47. 车四平五  炮５平８   48. 车五平三  炮８平５ 

 49. 车三平五  炮５平８   50. 车五平三  炮８平５   51. 车三平五  炮５平８ 

 52. 车五平三  炮８平５   53. 车三平五  炮５平８   54. 车五平三  炮８平５ 

 55. 车三平五 

 
 
R01T18 刘桂华 先负 所司和晴 

红方：汶来 刘桂华  

黑方：日本 所司和晴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A42 起马转边炮对进７卒  

 
  1.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2. 炮二平一  马８进７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4. 车二进四  马２进３    5. 马八进七  炮２进２    6. 车二平七  象３进５ 

  7.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8. 车七平六  马７进６    9. 车六平五  马６进７ 

 10. 车五平六  炮８进５   11. 相七进五  马７进９   12. 相三进一  车８进６ 

 13. 兵七进一  车８平７   14. 马七退五  炮８平５   15. 马五退七  炮２平１ 

 16. 炮八平九  炮５平９   17. 炮九进三  卒１进１   18. 马三退一  车１平２ 

 19. 车六退二  车７平５   20. 仕六进五  炮９平５   21. 帅五平六  卒３进１ 

 22. 马一进三  车５退２   23. 兵三进一  炮５退２   24. 车九进二  车５平７ 

 25. 车九平八  车２进７   26. 马七进八  卒３进１   27. 马八进七  车７平３ 

 28. 马七退五  士６进５   29. 车六进二  卒５进１   30. 车六平七  车３平４ 

 31. 帅六平五  马３进２   32. 兵九进一  卒１进１   33. 车七平九  卒３平４ 

 
 

第二轮 
 
R02T01 所司和晴 先负 郑彦隆 

红方：日本 所司和晴  

黑方：中国香港 郑彦隆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A28 飞相转屏风马对左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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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相三进五  炮８平５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4. 马八进七  卒７进１    5.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３    6. 炮二进二  马２进１ 

  7. 马七进八  马７进６    8. 仕四进五  车１进１    9. 马八进九  炮３平４ 

 10. 兵九进一  马６进４   11. 车九进三  车１平２   12. 炮八进二  马４进６ 

 13. 仕五进四  车２平６   14. 仕六进五  车６进３   15. 车九平六  士６进５ 

 16. 兵五进一  卒７进１   17. 兵三进一  炮５平７   18. 炮八退一  炮７进５ 

 19. 炮八平四  车８进３   20. 车二进三  炮４平７   21. 炮四进一  卒９进１ 

 22. 马九退八  象７进５   23. 马八退七  前炮平９   24. 马七进六  炮９进２ 

 25. 车六平五  车６平４   26. 兵九进一  车４平１   27. 兵五进一  车１平５ 

 28. 车五进二  卒５进１   29. 马六进四  车８退１   30. 马四进三  车８平７ 

 31. 车二平五  马１进２   32. 车五进二  马２进３   33. 车五进一  炮９平３ 

 34. 相五退七  车７进３   35. 炮二进二  车７平６   36. 炮二平七  马３进４ 

 37. 相七进九  车６平８   38. 帅五平六  马４进２   39. 相九退七  车８平３ 

 40. 相七进五  车３平８   41. 车五平一  车８进４ 

 
 
R02T02 沈毅豪 先和 王天一 

红方：马来西亚 沈毅豪  

黑方：中国 王天一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E40 对兵局  

 
  1.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2. 炮八平六  车１进１    3.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４ 

  4. 仕四进五  马８进７    5. 炮二平五  车９平８    6.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９ 

  7. 相三进一  车４进５    8. 车九平八  马２进１    9.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10. 相一进三  士６进５   11. 相三退一  炮２平６   12. 马三进四  车４平５ 

 13. 车一平三  马７进６   14. 车八进五  炮６进３   15. 车八平四  炮６平５ 

 16. 炮五进二  车５退１   17. 炮六平五  炮９平３   18. 车三进六  象７进５ 

 19. 炮五进四  车８平６   20. 车四进四  将５平６   21. 车三平四  士５进６ 

 22. 相七进九  卒１进１   23. 炮五平一  卒３进１   24. 马七进八  卒３进１ 

 25. 马八进九  炮３平４   26. 马九进七  车５退１   27. 车四平二  士６退５ 

 28. 车二进三  象５退７   29. 炮一进三  将６进１   30. 车二退一  将６进１ 

 31. 车二退六  炮４平５   32. 车二平四  车５平６   33. 帅五平四  车６进３ 

 34. 仕五进四  卒３平４   35. 马七退五  马１进３   36. 炮一退三  马３进５ 

 37. 炮一退一  炮５平１   38. 马五退三  马５退７   39. 炮一平九  炮１进４ 

 40. 炮九平八  象７进９   41. 马三进五  炮１平６   42. 帅四平五  卒４平５ 

 43. 马五退七  卒５平４   44. 炮八进二 

 
 
R02T03 王廓 先胜 可儿宏晖 

红方：中国 王廓  

黑方：日本 可儿宏晖 

比赛结果: 红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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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A27 飞相对左中炮  

 
  1. 相三进五  炮８平５    2. 马八进七  马８进７    3. 炮八平九  车９平８ 

  4. 炮二平四  马２进１    5. 马二进三  车１平２    6. 车九平八  炮２进４ 

  7.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8. 仕四进五  炮２平７    9. 车八进九  马１退２ 

 10. 兵一进一  马２进３   11. 兵一进一  卒９进１   12. 车一进五  车８进４ 

 13. 车一退一  士６进５   14. 马七进六  炮７平１   15. 马六进七  炮５进４ 

 16.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17. 车一平三  车８平３   18. 车三进三  车３退１ 

 19. 车三进二  士５退６   20. 马三进四  士４进５   21. 马四进六  象３进５ 

 22. 车三退二  炮５退２   23. 炮四平二  炮１平８   24. 炮二平三  士５退４ 

 25. 马六进五  炮５退２   26. 车三平五  士６进５   27. 炮九平七  马３退１ 

 28. 车五平二  炮８平７   29. 炮七进二  卒５进１   30. 车二退四  炮７退４ 

 31. 车二进六  士５退６   32. 车二退四  车３进１   33. 炮七平一  炮７平９ 

 34. 炮三进七  士６进５   35. 炮三平一  车３退２   36. 炮一平九  将５平６ 

 37. 炮九进四  炮９平８   38. 炮一退二  车３退１   39. 炮九进一  车３退１ 

 40. 炮九平六  车３平４   41. 车二进二  将６平５   42. 车二进二  士５退６ 

 43. 车二退三  车４进２   44. 车二平五  士６进５   45. 炮一平五 

 
 
R02T04 赵奕帆 先胜 佐佐木雄希 

红方：中华台北 赵奕帆  

黑方：马来西亚 佐佐木雄希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B32 中炮急进左马对反宫马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兵七进一  炮８平６    3. 马八进七  马８进７ 

  4. 马七进六  象３进５    5.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6. 车一平二  车８进９ 

  7. 马三退二  卒７进１    8. 炮八平六  车１平２    9. 车九平八  士４进５ 

 10. 马二进三  马７进８   11. 马六进四  车２平４   12. 炮六进四  卒５进１ 

 13. 炮六平九  炮２平１   14. 车八进七  炮１进４   15. 兵三进一  马８进７ 

 16. 兵三进一  马７进５   17. 相三进五  炮１退２   18. 马三进二  车４平１ 

 19. 炮九平一  马３进５   20. 马四进五  炮６平２   21. 马五进七  马５退４ 

 22. 马七进九  炮１平７   23. 马九退八  马４进２   24. 马二进三  卒３进１ 

 25. 马三退五  卒３进１   26. 马五退七  马２进３   27. 兵一进一  炮７退２ 

 28. 兵一进一  炮７平２   29. 炮一平八  炮２平３   30. 炮八平七  炮３平２ 

 31. 炮七平八  炮２平３   32. 仕四进五  象７进５   33. 兵一平二  将５平４ 

 34. 仕五进四  士５进６   35. 兵二进一  炮３平１   36. 兵二平三  炮１进１ 

 37. 炮八退一  士６进５   38. 兵三平四  将４平５   39. 炮八退四  马３进１ 

 40. 炮八平五  马１进３   41. 相五退三  象５进３   42. 兵四进一 

 
 
R02T05 赖理兄 先胜 葛振衣 

红方：越南 赖理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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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方：中华台北 葛振衣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E42 对兵互进右马局  

 
  1.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2. 马八进七  马８进７    3. 马二进一  象３进５ 

  4. 炮二平四  马７进８    5. 马七进六  马２进４    6. 炮八平六  车９进１ 

  7.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8. 炮四平五  车９平６    9. 车八进五  卒３进１ 

 10.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３   11. 炮五进四  士４进５   12. 炮六进六  炮３进７ 

 13. 仕六进五  车２进４   14. 兵七平八  车６进４   15. 马六退七  车６平３ 

 16. 相三进五  车３进２   17. 相五退七  马８退７   18. 车一平二  马７进５ 

 19. 车二进七  车３平９   20. 炮六退六  马５进４   21. 车二退一  车９退１ 

 22. 车二平九  象５退３   23. 车九平六  马４退２   24. 车六平七  象７进５ 

 25. 炮六进三  马２进４   26. 兵五进一  车９退１   27. 车七退二  车９平５ 

 28. 炮六平八  卒７进１   29. 兵三进一  车５平７   30. 兵九进一  士５退４ 

 31. 炮八退一  士６进５   32. 炮八平六  车７平５   33. 兵九进一  卒９进１ 

 34. 兵九平八  卒９进１   35. 兵八进一  将５平６   36. 相七进九  卒９进１ 

 37. 车七平八  卒９进１   38. 炮六平七  车５进２   39. 炮七进二  车５平１ 

 40. 车八平一  车１平７   41. 车一进二  卒９平８   42. 车一平四  将６平５ 

 43. 炮七平五  车７退７   44. 兵八平七  卒８平７   45. 兵七进一  车７进４ 

 46. 兵七进一  象３进１   47. 兵七平六  车７平４   48. 车四平三  将５平６ 

 49. 兵六进一  车４退４   50. 车三退四  车４进２   51. 炮五进二  将６平５ 

 52. 炮五平四  象５退３   53. 炮四退四  车４平５   54. 车三平六  将５平６ 

 55. 炮四退二  将６平５   56. 炮四平五  车５平２   57. 帅五平六  车２进７ 

 58. 帅六进一  车２退１   59. 帅六退一  车２进１   60. 帅六进一  车２退７ 

 61. 车六进四  车２进６   62. 帅六退一  车２进１   63. 帅六进一  车２退１ 

 64. 帅六退一  车２退６   65. 帅六平五  车２进７   66. 仕五退六  车２退７ 

 67. 仕四进五  车２平８   68. 车六平五  将５平４   69. 炮五平八  象１进３ 

 70. 车五平七  象３进１   71. 仕五进六  车８平５   72. 仕六进五  车５平２ 

 73. 炮八平七  将４平５   74. 车七平五  车２平５   75. 车五平四  车５平８ 

 76. 炮七退二  将５进１   77. 帅五平四  车８平７   78. 炮七平五  将５平４ 

 79. 帅四进一  车７平８   80. 车四进二  将４退１   81. 车四平五  车８平６ 

 82. 仕五进四  车６平５   83. 炮五平六 

 
 
R02T06 庄宏明 先和 刘亿豪 

红方：菲律宾 庄宏明  

黑方：新加坡 刘亿豪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A27 飞相对左中炮  

 
  1. 相三进五  炮８平５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８ 

  4. 车一平二  炮２平４    5. 马八进九  马２进３    6.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7. 炮二进四  马７退９    8. 炮八进四  马９进８    9. 炮八平五  炮５进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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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马三进五  车２进９   11. 马九退八  炮４平８   12. 车二进六  马３进５ 

 13. 兵七进一  马５退６   14. 马八进七  炮８平９   15. 车二进三  马６退８ 

 16. 马七进六  象７进５   17. 马六进七  马８进６   18. 马五退三  卒７进１ 

 19. 兵三进一  象５进７   20. 仕四进五  马６进５   21. 马七退五  象７退５ 

 
 
 
R02T07 洪家川 先和 吴宗翰 

红方：菲律宾 洪家川  

黑方：新加坡 吴宗翰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A60 过宫炮局  

 
  1. 炮二平六  卒７进１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4. 车二进四  炮８平９    5. 车二进五  马７退８    6. 马八进九  马８进７ 

  7. 炮八平七  炮２平６    8. 车九平八  马２进３    9. 车八进六  象３进５ 

 10. 相三进五  士４进５   11.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12. 相五进三  马７进６ 

 13. 相三退五  卒３进１   14. 兵九进一  车１平４   15. 仕六进五  炮９平７ 

 16. 车八退二  炮７进４   17.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18. 车八平七  马３进２ 

 19. 车七平八  车４进４   20. 炮七进一  炮７退２   21. 马三进四  车４进１ 

 22. 马四退三  炮６平７   23. 马三进四  后炮平８   24. 车八平六  炮８进７ 

 25. 相五退三  马２进４   26. 炮六平四  马６退４   27. 马九进八  后马进２ 

 28. 炮四平八  卒５进１   29. 炮七平九  炮８退４   30. 相七进五  炮７进１ 

 31. 马四进三  炮７平２   32. 炮八进三  马４退２   33. 马三退二  卒５进１ 

 34. 马二进四 

 
 
R02T08 阮成保 先和 冯家俊 

红方：越南 阮成保  

黑方：中国香港 冯家俊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C77 五七炮互进三兵对屏风马边卒右马外盘河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８    3. 马二进三  卒３进１ 

  4.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5. 马八进九  卒１进１    6. 炮八平七  马３进２ 

  7. 车九进一  象３进５    8. 车九平六  车１进３    9. 马三进四  士６进５ 

 10. 马四进六  车１平４   11. 车二进一  炮２退１   12. 炮七进三  马２退３ 

 13. 炮五平七  士５进４   14. 马六进四  车４进５   15. 车二平六  象５进３ 

 16. 马四进三  将５进１   17. 炮七平二  炮８平９   18. 马三退一  车８进７ 

 19. 车六进六  象７进９   20. 车六平七  炮２进７   21. 车七平三  车８平１ 

 22. 车三平八  车１进１   23. 仕四进五  炮２平３   24. 车八平一  车１退２ 

 25. 兵七进一  象３退５   26. 车一进一  将５退１   27. 车一退一  车１平５ 

 28. 车一平五  士４进５   29. 车五平三  车５退１   30. 相三进五  炮３退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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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车三进二  士５退６   32. 车三退三  士６进５   33. 车三平二  炮３平５ 

 34. 车二进三  士５退６   35. 车二退六  车５退１   36. 兵七进一  炮５退１ 

 37. 车二平五  炮５平４   38. 车五平六  炮４平５   39. 兵七平六  车５平８ 

 40. 车六平五  卒５进１   41. 兵六平五  车８平５   42. 兵三进一 

 
和棋 

 
 
 
 
 
R02T09 黎德志 先胜 单文杰 

红方：马来西亚 黎德志  

黑方：泰国 单文杰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E03 仙人指路对中炮  

 
  1. 兵三进一  炮２平５    2.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3.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4. 马二进三  卒３进１    5. 车一进一  马８进９    6. 车一平四  车９进１ 

  7. 车四进六  炮８进４    8. 车四退四  炮８退４    9. 炮八进四  车９平４ 

 10. 相三进五  车４进３   11. 车四进四  炮８进４   12. 马三进四  车４退１ 

 13. 炮八平五  士４进５   14. 车八进九  马３退２   15. 车四平二  炮８平３ 

 16. 兵三进一  马２进３   17. 炮五退一  车４平６   18. 兵三进一  车６进２ 

 19. 炮二平三  将５平４   20. 炮三进七  将４进１   21. 车二平一  马３进４ 

 22. 炮五平七  士５进６   23. 车一进一  士６进５   24. 炮三退一  士５退６ 

 25. 仕六进五  象３进１   26. 炮三平四  车６平８   27. 炮七进一  马４进２ 

 28. 炮七退二  炮３平９   29. 车一退二  炮９平８   30. 兵三进一  炮８进３ 

 31. 相五退三  车８平３   32. 车一平六  将４平５   33. 马七进八  车３平２ 

 34. 兵三平四  炮５平２   35. 帅五平六  象１进３   36. 炮四平二  车２进４ 

 37. 车六进二  将５退１   38. 兵四进一  车２平３   39. 帅六进一  炮８退１ 

 40. 仕五进四 

 
 
R02T10 庄力铭 先负 李铭坚 

红方：汶来 庄力铭  

黑方：美国 李铭坚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B31 中炮对反宫马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７ 

  4.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5. 马八进九  象７进５    6. 车九进一  炮２平１ 

  7. 车九平六  车１平２    8. 炮八平七  车２进５    9. 相三进一  炮１进４ 

 10. 车六进五  士６进５   11. 仕四进五  卒１进１   12. 车二进八  车９平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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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车二进一  马７退８   14. 车六平七  马８进６   15. 炮五平六  马６进８ 

 16. 炮七进三  象５进３   17. 车七进一  象３进５   18. 车七退一  卒７进１ 

 19. 相七进五  卒７进１   20. 相一进三  车２进２   21. 相五进七  炮１平２ 

 22. 车七平五  车２平１   23. 车五平八  车１退１   24. 相七退五  卒１进１ 

 25. 兵五进一  炮２退１   26. 兵五进一  车１平３   27. 炮六进二  炮２进１ 

 28. 炮六进二  炮２平９   29. 马三进一  车３平９   30. 炮六平二  炮６进４ 

 31. 仕五退四  车９退２   32. 车八退三  炮６平９   33. 车八平二  炮９进３ 

 34. 车二退三  炮９退３   35. 车二进三  炮９进３   36. 车二退三  卒１平２ 

 37. 仕六进五  卒２进１   38. 相五退三  卒２进１   39. 兵五平四  车９进２ 

 40. 炮二平五  马８退７   41. 兵四进一  将５平６   42. 炮五平八  炮９退１ 

 43. 车二进一  将６平５   44. 车二进四  车９平２   45. 炮八平一  炮９退２ 

 46. 仕五退六  炮９平５   47. 车二退二  炮５平３   48. 炮一进三  士５退６ 

 49. 仕六进五  车２平１   50. 车二退一  炮３平５   51. 帅五平六  车１进３ 

 52. 帅六进一  车１退１   53. 帅六退一  车１进１   54. 帅六进一  车１退１ 

 55. 帅六退一  卒２进１   56. 车二平八  卒２平３ 

 
 
R02T11 瓦尔豆 先和 刘桂华 

红方：芬兰 瓦尔豆  

黑方：汶来 刘桂华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A51 仕角炮对进左马  

 
  1. 炮二平四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3. 兵七进一  车９平８ 

  4. 车一平二  炮８进４    5. 马八进七  象３进５    6. 相七进五  士４进５ 

  7. 炮八进二  马２进３    8. 兵三进一  车１平４    9. 仕六进五  车８进４ 

 10. 车九平六  车４进９   11. 仕五退六  卒３进１   12. 兵三进一  车８平７ 

 13. 马三进四  炮８退２   14. 炮四平三  车７平６   15. 车二进四  卒３进１ 

 16. 相五进七  马３进４   17. 炮三平四  车６平７   18. 马四进六  炮８平４ 

 19. 相七退五  炮４退２   20. 车二平七 

 
和棋 

 
 
 
 
 
R02T12 郭宝荣 先胜 SAM SLOAN 

红方：泰国 郭宝荣  

黑方：美国 SAM SLOAN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E46 对兵转兵底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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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2. 炮二平三  象３进５    3. 炮八平五  马２进３ 

  4. 马八进七  士４进５    5.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6. 马二进一  卒９进１ 

  7. 车一平二  炮８平６    8. 车二进八  炮２平１    9. 车八进九  马３退２ 

 10. 炮五进四  炮１退１   11. 车二退一  马２进４   12. 炮五退一  炮１进１ 

 13. 车二进一  马４进５   14. 车二退二  马５退７   15. 车二平七  将５平４ 

 16. 车七平六  士５进４   17. 炮三平六  将４进１   18. 车六平九  士４退５ 

 19. 炮五平六 

 
 
R02T14 GREGORIO NARENDRA 先胜 格苏莫夫 

红方：印尼 GREGORIO NAREND  

黑方：俄罗斯 格苏莫夫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B01 中炮对进右马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５    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９ 

  4. 马八进七  车１进１    5. 炮八平九  炮２进２    6. 兵七进一  车９进１ 

  7.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４    8.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５    9. 车八进六  车４进５ 

 10. 车八平七  车１进１   11. 马七进八  车４平２   12. 马八进九  马３进１ 

 13. 炮九进四  炮５进３   14. 相三进五  卒５进１   15. 仕四进五  车２平１ 

 16. 炮九平三  马９进７   17. 车七平三  炮５进４   18. 车三平一  炮５退１ 

 19. 车二进五  后车平５   20. 车一退一  车１平７   21. 马三退四  车７平５ 

 22. 兵七进一  士４进５   23. 兵七平六  前车平４   24. 车二平五  炮５平２ 

 25. 车五进二  象７进５   26. 马四进二  车４平８   27. 马二进四  车８平６ 

 28. 兵六进一  炮２平５   29. 车一平五  炮５进１   30. 兵一进一  车６平９ 

 31. 帅五平四  车９进３   32. 马四退三  炮５平６   33. 兵一进一  炮６平８ 

 34. 帅四平五  炮８进３   35. 仕五退四  车９退２   36. 仕六进五  车９平７ 

 37. 兵六平五  车７进１   38. 兵一平二  炮８退３   39. 车五退二  炮８进１ 

 40. 兵五平四  炮８平７   41. 兵三进一  炮７平９   42. 车五平一  炮９平７ 

 43. 帅五平六  炮７平８   44. 车一退二  炮８进１   45. 兵三平四  车７平６ 

 46. 兵二平三  车６平７   47. 兵三进一  象５进３   48. 后兵平五  象３进５ 

 49. 兵四平五  象５退３   50. 兵三平四  象３退５   51. 前兵平六  象３进１ 

 52. 兵五进一  象５退３   53. 兵六平七  象１进３   54. 兵五平六  象３进５ 

 55. 兵四平五  象５退７   56. 兵七进一  车７平６   57. 兵七进一  象３退１ 

 58. 兵七平六  象１退３   59. 后兵平七  车６平７   60. 兵五平四  象３进１ 

 61. 兵七进一  象７进５   62. 兵四进一  车７平６   63. 兵四平五  象１进３ 

 64. 兵五进一  士６进５   65. 车一进七  炮８退８   66. 兵六平五  将５平６ 

 67. 车一平三  车６进１   68. 仕五退四  炮８进９   69. 车三平四 

 
 
R02T15 MOHD KHAIRUL AQIF 先负 郭泽辉 

红方：东马 MOHD KHAIRUL AQ  

黑方：泰国 郭泽辉 

比赛结果: 黑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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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C37 中炮过河车互进七兵对屏风马左马盘河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4.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３    5. 兵七进一  马７进６    6. 马八进七  象３进５ 

  7. 车九进一  卒７进１    8. 车二平四  马６进７    9. 马七进六  马７进５ 

 10. 马六退五  炮２进４   11. 兵五进一  炮２平７   12. 马三进五  车１平２ 

 13. 车九平八  车２进６   14. 前马进三  炮８进７   15. 马五进六  车２平４ 

 16. 马六进五  车４退３   17. 炮八平五  车８进７   18. 炮五进一  车８平７ 

 19. 相七进五  车７平５   20. 仕六进五  车５平７   21. 车四平二  炮７进３ 

 
 
 
R02T16 LE QUANG NHAT 先胜 HOWARD ANAK VINCENT 

红方：美国 LE QUANG NHAT  

黑方：东马 HOWARD ANAK VIN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A40 起马局  

 
  1. 马八进七  马８进７    2. 炮二平五  车９进１    3. 马二进三  马２进１ 

  4.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5. 车二进六  车１进１    6. 兵五进一  士６进５ 

  7.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8. 马七进五  炮２进１    9. 车二进一  马７进５ 

 10. 马五进六  炮２进３   11. 炮五进四  象７进５   12. 车二进二 

 
 
R02T17 叶乃传 先和 胡景峰 

红方：东马 叶乃传  

黑方：印尼 胡景峰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E03 仙人指路对中炮  

 
  1. 兵七进一  炮８平５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4. 炮二进四  卒７进１    5. 马八进七  马７进６    6. 炮八进四  士４进５ 

  7. 炮二退二  炮５平７    8. 车九进一  卒７进１    9. 兵三进一  炮７进５ 

 10. 兵三进一  马６进５   11. 马七进五  炮２平５   12. 车九平三  炮５进４ 

 13. 车三进一  象７进５   14. 炮八平五  马２进３   15. 炮五退一  车１平２ 

 16. 车二进三  炮５退１   17. 兵三平四  车２进８   18. 车三进二  炮５平８ 

 19. 车二进一  车８进５   20. 车三平二  车２平６   21. 车二进一  车６退２ 

 22. 炮五退三  马３进５   23. 车二进一  马５进４   24. 车二平六  马４进５ 

 25. 相三进五  车６退２   26. 车六平七  车６进２   27. 兵九进一  车６平９ 

 28. 车七平九  车９平１ 

 
和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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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2T18 郑义霖 先胜 布莱恩乔治 

红方：东马 郑义霖  

黑方：马来西亚 布莱恩乔治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C70 五七炮对屏风马进３卒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马２进３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4.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5. 马八进九  士４进５    6. 炮八平七  马３进２ 

  7. 车九进一  象３进５    8. 车九平六  车１平４    9. 车六进八  士５退４ 

 10. 车二进六  炮８平９   11. 车二进三  马７退８   12. 炮五进四  士４进５ 

 13. 炮七进三  马２退３   14. 炮五退一  马３进５   15. 炮七平六  炮２平３ 

 16. 兵九进一  炮３进２   17. 炮六退一  卒７进１   18. 马三进四  马５退３ 

 19. 兵七进一  炮３进５   20. 仕六进五  卒７进１   21. 炮六平三  将５平４ 

 22. 相三进五  炮３平１   23. 马九进八  马８进７   24. 马八进七  炮１平２ 

 25.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26. 炮三进五  将４进１   27. 炮五平六  炮２退６ 

 28. 炮六退二  士５退４   29. 马四进六  将４平５   30. 兵五进一  炮２退３ 

 31. 马六进四  将５平４   32. 兵五进一  士４进５   33. 马四进六  将４进１ 

 34. 兵五平六 

 
红胜 

 
 
 
 

第三轮 
 
R03T01 郑彦隆 先和 赖理兄 

红方：中国香港 郑彦隆  

黑方：越南 赖理兄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B25 中炮两头蛇对左三步虎  

 
  1. 炮八平五  马２进３    2. 兵七进一  车１平２    3. 马八进七  炮２平１ 

  4.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5. 兵三进一  车２进４    6. 兵三进一  象７进５ 

  7. 车九平八  车２平７    8. 兵三平四  车７进５    9. 马七退五  车７退４ 

 10.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７   11. 车一进二  车９进２   12. 炮二退二  车９平８ 

 13. 兵四进一  炮７进５   14. 炮二进九  车８退２   15. 车一平三  车７平６ 

 16. 车八进七  车８进９   17. 马五退三  马３退５   18. 车三进四  车８退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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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兵四平五  炮１平５   20. 炮五进四  车８平６   21. 仕六进五  后车进１ 

 22. 车三平四  车６退２   23. 炮五退二  车６平５   24. 马三进四  炮５进３ 

 25. 马四进五  马５进４   26. 马五进六  车５平４   27. 车八平七  卒１进１ 

 28. 兵一进一  车４平５   29. 车七进二  车５进３   30. 车七退三  车５退１ 

 31. 兵七进一  车５退１ 

 
 
R03T02 王廓 先胜 赵奕帆 

红方：中国 王廓  

黑方：中华台北 赵奕帆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E11 仙人指路飞相对卒底炮  

 
  1.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３    2. 相三进五  马２进１    3. 马八进七  炮８平５ 

  4. 马七进六  马８进７    5. 马六进四  卒７进１    6. 马四进五  象７进５ 

  7. 马二进四  士６进５    8. 车一平三  车９平６    9. 车九进一  车１平２ 

 10.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11. 车三进四  马７进８   12. 车三平二  马８进６ 

 13. 炮八平六  车２进６   14. 车二平三  车２平４   15. 炮二进一  车４退２ 

 16. 炮二进一  车４平６   17. 兵五进一  车６进２   18. 炮二退二  后车平７ 

 19. 马四进五  马６进５   20. 相七进五  车６进２   21. 车三进三  炮３平７ 

 22. 马五退七  车６平５   23. 车九平五  车５退１   24. 相五退三  车５平７ 

 25. 车五进五  炮７进７   26. 仕四进五  车７平８   27. 炮二平三  车８进４ 

 28. 仕五进四  卒１进１   29. 炮六平五  马１进２   30. 车五平一  车８退９ 

 31. 车一平四  马２进３   32. 车四退三  马３退５   33. 马七进五  马５退７ 

 34. 车四进二  马７进８   35. 炮三平二  车８平６   36. 车四进四  将５平６ 

 37. 马五进三 

 
 
R03T03 冯家俊 先胜 洪家川 

红方：中国香港 冯家俊  

黑方：菲律宾 洪家川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E04 仙人指路对士角炮或过宫炮  

 
  1.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６    2.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3. 相三进五  车１平２ 

  4. 马七进六  车２进４    5. 车九进一  马８进９    6. 车九平四  士６进５ 

  7. 兵一进一  卒３进１    8. 车四平七  卒３进１    9. 车七进三  象７进５ 

 10. 车七进三  车２平８   11. 车七退三  炮８进５   12. 马二进三  车８平４ 

 13. 炮八平六  车４平５   14. 仕四进五  车９平８   15. 车七进二  炮８退４ 

 16. 车七平九  马９退７   17. 兵九进一  炮６平９   18. 车一平四  车８平６ 

 19. 车四进九  将５平６   20. 车九退一  车５平１   21. 兵九进一  炮９进３ 

 22. 兵九平八  卒９进１   23. 炮六平九  马７进９   24. 马六进四  马９退７ 

 25. 兵三进一  炮８进１   26. 兵八进一  炮９进４   27. 仕五进四  将６平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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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炮九进四  卒５进１   29. 炮九平三  炮９退４   30. 马四进三  马７进９ 

 31. 炮三平五  炮８退１   32. 兵八进一  炮８平７   33. 后马进二  马９进８ 

 34. 炮五平九  炮９平７   35. 相五进三  卒９进１   36. 炮九退一  卒５进１ 

 37. 兵五进一  卒９平８   38. 马三进一  马８退６   39. 炮九平四  马６退４ 

 40. 兵八平七  马４进３   41. 兵五进一  马３进４   42. 兵五进一  马４进６ 

 43. 帅五进一  马６退７   44. 相七进五  马７进５   45. 炮四退三  马５退６ 

 46. 兵五平四  炮７进３   47. 帅五平六  卒８进１   48. 仕六进五  炮７平４ 

 49. 帅六退一  卒８平７   50. 炮四进二  炮４退５   51. 马一退三  马６进４ 

 52. 帅六平五  马４进５   53. 炮四平五  炮４进３   54. 炮五进一  马５进７ 

 55. 帅五平四  马７退６   56. 炮五进一  马６退７   57. 马三退四  卒７平６ 

 58. 炮五退二  炮４平５   59. 兵七进一  炮５进４   60. 炮五进一  马７进９ 

 61. 兵四进一  炮５退３   62. 马四进三  马９退７   63. 兵四进一  炮５平６ 

 64. 帅四平五  马７退６   65. 炮五平四  马６进５   66. 炮四平一  士５进６ 

 67. 炮一平四  士４进５   68. 兵七平六  卒６平５   69. 帅五平六  卒５平４ 

 70. 炮四进一  马５退３   71. 兵六平五  士６退５   72. 兵四平五  将５平４ 

 73. 马三退五 

 
 
R03T04 吴宗翰 先负 阮成保 

红方：新加坡 吴宗翰  

黑方：越南 阮成保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C94 五八炮互进三兵对屏风马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4.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5. 马八进九  士４进５    6. 炮八进四  象７进５ 

  7. 车九进一  卒１进１    8. 炮八平三  卒１进１    9. 车九平八  炮２进２ 

 10. 炮五平七  炮８进２   11. 相三进五  卒１进１   12. 兵七进一  马３进１ 

 13. 马九进七  炮２进２   14. 兵七进一  炮８进２   15. 炮三平九  车１进３ 

 16. 马七进六  卒５进１   17. 车八平七  马７进５   18. 兵七平八  车１平４ 

 19. 马六进八  炮２退３   20. 兵八进一  车４平２   21. 马三进四  卒５进１ 

 22. 马四进五  车２平５   23. 炮七进一  车５平３   24. 车二进一  炮８退１ 

 25. 炮七进一  卒１平２   26. 车二进二  卒５平４   27. 车七平二  车３平８ 

 
 
 
R03T05 刘亿豪 先胜 沈毅豪 

红方：新加坡 刘亿豪  

黑方：马来西亚 沈毅豪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B52 五七炮对反宫马左横车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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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兵七进一  车９进１    5.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４    6. 炮八平七  车４进４ 

  7. 兵七进一  象３进５    8. 兵七进一  马３退２    9. 兵七平八  炮２退１ 

 10. 车二进六  车４平７   11. 马八进九  马２进４   12. 马九进七  炮６进１ 

 13. 车二进一  炮６平２   14. 马七进五  车１平３   15. 相三进一  车７平５ 

 16. 兵五进一  车３进７   17. 车二平三  前炮平３   18. 仕六进五  炮３进６ 

 19. 车三退一  马４进３   20. 炮五进四  士４进５   21. 马三进五  车３退１ 

 22. 车九平八  炮２进４   23. 炮五平一  马３进１   24. 车八进四  炮３平１ 

 25. 帅五平六  车３平４   26. 仕五进六  马１进２   27. 车八退一  车４平２ 

 
 
 
R03T06 李铭坚 先和 庄宏明 

红方：美国 李铭坚  

黑方：菲律宾 庄宏明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E01 仙人指路对飞象  

 
  1. 兵七进一  象３进５    2. 炮八平六  卒７进１    3.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4.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5.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6. 相三进五  车９进１ 

  7. 仕四进五  车９平６    8.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9. 相五进三  卒３进１ 

 10.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11. 相三退五  炮２进６   12. 车一平三  车６进１ 

 13. 马三进二  炮８进５   14. 炮六平二  象３退５   15. 车三进四  马３进４ 

 16. 马二进三  士４进５   17. 车三平六  车６进２   18. 车六退三  炮２退５ 

 19. 马三退二  车６平７   20. 车八进五  车２平４   21. 车六进三  炮２平３ 

 22. 炮二平三  车７平８   23. 马七进八  马４进２   24. 车六进五  士５退４ 

 25. 车八退一 

 
 
R03T07 王天一 先胜 黎德志 

红方：中国 王天一  

黑方：马来西亚 黎德志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C70 五七炮对屏风马进３卒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4.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5. 马八进九  车１进１    6. 炮八平七  马３进２ 

  7.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8. 炮七进七  士４进５    9. 车二进六  象７进５ 

 10. 炮七平八  马２进４   11. 车九平八  炮８平９   12. 车二平三  炮２平３ 

 13. 炮八退二  车８进６   14. 马三进四  车１平４   15. 仕六进五  车８平６ 

 16. 马四进五  马４退５   17. 车三平五  车４进７   18. 炮八平五  将５平４ 

 19. 车五平七  马７退８   20. 车八进九  将４进１   21. 车八退一  将４退１ 

 22. 车七平九  炮３平１   23. 车九平七  炮１平３   24. 后炮平六  车４退１ 

 25. 仕五进六  车６平５   26. 相七进五  车５退４   27.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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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车七退二  车５平４   29. 马九进七  马８进７   30. 马七进五  车４进２ 

 31. 仕四进五  车４平５   32. 兵三进一  马７进５   33. 车八退三 

 
 
R03T08 佐佐木雄希 先负 郑义霖 

红方：马来西亚 佐佐木雄希  

黑方：东马 郑义霖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A39 飞相对进３卒  

 
  1. 相三进五  卒３进１    2. 兵三进一  马２进３    3. 马二进三  象７进５ 

  4. 炮八平六  车１进１    5.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４    6. 仕四进五  马３进２ 

  7. 兵九进一  炮２平３    8. 兵九进一  卒１进１    9. 车九进五  马２进３ 

 10. 车一平四  马８进７   11. 车九进一  士６进５   12. 车九平七  马３退２ 

 13. 车七平八  马２进３   14. 马三进二  炮８进５   15. 炮六平二  车４进７ 

 16. 炮二退一  车４退４   17. 车八平七  马３退２   18.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19. 炮二平三  车４退２   20. 车七平八  马２进３   21. 车八平七  车８进６ 

 22. 兵一进一  炮３平１   23. 车七平九  车４进３   24. 马三进五  象３进５ 

 25. 车九进一  马７进８   26. 兵三进一  马８进７   27. 车四进三  车８进３ 

 28. 炮三退一  马７进９   29. 炮三平四  马９进７   30. 车四退二  车８平７ 

 31. 车九退六  车４平６   32. 仕五进六  象５进７   33. 车九平七  卒５进１ 

 34. 马七退九  卒５进１   35. 兵五进一  马３退５   36. 马九进八  象７退５ 

 37. 车七平六  车６进３   38. 车六平四  马５进７ 

 
 
R03T09 葛振衣 先胜 LE QUANG NHAT 

红方：中华台北 葛振衣  

黑方：美国 LE QUANG NHAT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B25 中炮两头蛇对左三步虎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８    3.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９ 

  4. 兵七进一  车８进４    5. 车一平二  车８平６    6.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7. 兵七进一  车６平３    8. 马七进六  车３平４    9. 马六退七  车４进２ 

 10. 马三进四  车４平３   11. 马七退五  马２进３   12. 马五进三  车３退２ 

 13. 马四进三  炮９退１   14. 车二进八  马３进４   15. 炮五进四  马７进５ 

 16. 炮八平五  车３退１   17. 后马进四  马４进６   18. 马三退四  炮２进１ 

 19. 车二平一  象３进５   20. 车一退二  马５进４   21. 车一平七  马４退３ 

 22. 车九平八  炮２退２   23. 车八进六  车１平３   24. 马四进六  炮２平３ 

 25. 马六进四  炮３进８   26. 仕六进五  车３进１   27. 炮五平三  马３进４ 

 28. 马四进三  车３平６   29. 车八平四  将５进１   30. 车四平六  马４退６ 

 31. 车六平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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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3T10 可儿宏晖 先胜 郭宝荣 

红方：日本 可儿宏晖  

黑方：泰国 郭宝荣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D11 顺炮直车对缓开车  

 
  1. 炮二平五  炮８平５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4. 兵七进一  车９进１    5. 车二进四  车９平４    6.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7.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8. 车二平三  炮５退１    9. 马七进六  炮５平７ 

 10. 车三平四  炮２进３   11. 车四进三  炮２平４   12. 车四平三  车１进２ 

 13. 仕四进五  车４平２   14. 车九进二  炮４退１   15. 炮八平六  象３进５ 

 16. 马三进四  炮４平１   17. 车九平八  车２进６   18. 炮五平八  炮７平４ 

 19. 炮六平二  炮４进１   20. 车三退一  炮４进１   21. 车三进一  车１退１ 

 22. 炮二进七  车１平８   23. 车三平五  士４进５   24. 车五平七  车８退１ 

 25. 车七退一  炮４进５   26. 兵七进一  车８进９   27. 兵七平八  车８平７ 

 28. 仕五退四  车７退４   29. 马四进五  炮４平８   30. 兵八平九  炮８进１ 

 31. 帅五进一  车７平２   32. 炮八平六  车２进３   33. 帅五进一  车２退２ 

 34. 帅五退一  车２进２   35. 炮六退一  车２退２   36. 车七平九  车２平５ 

 37. 帅五平四  车５平６   38. 帅四平五  车６平５   39. 帅五平四  车５平１ 

 40. 炮六进一  炮８退７   41. 炮六平五  炮８平５   42. 车九进三  士５退４ 

 43. 马五进七  炮５平４   44. 车九平六 

 
 
R03T11 郭泽辉 先和 GREGORIO NARENDRA 

红方：泰国 郭泽辉  

黑方：印尼 GREGORIO NAREND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A45 起马互进七兵局  

 
  1.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2. 兵三进一  马２进３    3.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９ 

  4. 兵一进一  炮８平６    5. 车一平二  车９进１    6. 炮二进五  象３进５ 

  7. 仕六进五  车９平４    8. 相七进五  炮２平１    9. 马三进四  车１平２ 

 10. 车九平八  车２进６   11. 马四进三  车２平３   12. 车八平七  车４平２ 

 13. 马三进一  象７进９   14. 炮二退四  炮６进４   15. 炮二进四  象５退３ 

 16. 炮二平九  车２进６   17. 炮九平一  车３进１   18. 炮一进二  士６进５ 

 19. 车二进九  炮６退６   20. 车七平六  卒３进１   21. 兵三进一  车２退３ 

 22. 兵三平四  车２平４   23. 兵四进一  车４进５   24. 仕五退六  卒３平４ 

 25. 兵四平三  象３进５   26. 兵三进一  车３退３   27. 兵三平四  士５进６ 

 28. 炮一平四  士４进５   29. 炮四退一  士５退６   30. 炮四平一  卒９进１ 

 31. 炮一进一  卒９进１   32. 车二退五  士６进５   33. 车二平六  卒９进１ 

 34. 车六平一  车３进２   35. 车一退一  车３平１   36. 车一平二  将５平４ 

 37. 炮一退一  马３进４   38. 车二进六  士５退６   39. 车二平四  将４进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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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车四退一  将４退１   41. 车四退一  车１平５   42. 车四进二  将４进１ 

 43. 车四退一  将４退１   44. 炮一退七  马４进２   45. 车四退四  马２进１ 

 46. 车四平六  将４平５   47. 炮一平五  车５平６   48. 炮五进五  象５进７ 

 49. 仕六进五  马１进３   50. 车六退三  马３退４   51. 炮五平一  卒１进１ 

 52. 车六进一  卒１进１   53. 炮一退五  卒１平２   54. 帅五平六  卒２进１ 

 55. 仕五进四  卒２平３   56. 炮一平五  将５平４ 

 
 
R03T12 胡景峰 先胜 所司和晴 

红方：印尼 胡景峰  

黑方：日本 所司和晴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E02 仙人指路进右马对飞象  

 
  1. 兵七进一  象３进５    2. 马八进七  卒７进１    3. 炮八平九  马２进３ 

  4.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5. 炮二平六  马８进７    6.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7. 车八进六  炮８进１    8. 相三进五  炮８平６    9. 车一进一  马７进６ 

 10. 炮九进四  士４进５   11. 炮九平七  炮６退１   12. 兵九进一  车８进６ 

 13. 兵九进一  车２平４   14. 仕六进五  炮２退２   15. 车八进一  车４进４ 

 16. 兵九平八  炮２进４   17. 马七进六  车４进１   18. 车八退二  马６进７ 

 19. 炮六平九  车４退５   20. 车一平四  车８进１   21. 车四进五  炮６平８ 

 22. 兵七进一  炮８进２   23. 车四平二  车８平９   24. 车八退二  车４进８ 

 25. 相五进三  车９平７   26. 车二退一  卒７进１   27. 炮九进七  车４平１ 

 28. 车八进六  士５退４   29. 车八退七  车１退８   30. 车八平三  车１进６ 

 31. 车三平七  卒７平６   32. 车二进三  车１平５   33. 车二平七  马３进１ 

 34. 炮七平八  车５平２   35. 兵七进一  卒５进１   36. 前车平九  车２平１ 

 37. 炮八进三  象５退３   38. 车九平六  士６进５   39. 兵七平八 

 
 
R03T13 IWAN SETIAWAN 先和 叶乃传 

红方：印尼 IWAN SETIAWAN  

黑方：东马 叶乃传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D30 中炮不进三兵对左炮封车转列炮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4. 马八进七  炮８进４    5. 炮八平九  炮２平５    6. 车九平八  马２进３ 

  7. 兵七进一  车１进２    8. 车八进五  炮８平５    9. 马七进五  车８进９ 

 10. 马三退二  炮５进４   11. 仕四进五  象３进５   12. 马二进三  炮５退２ 

 13. 马三进五  卒３进１   14. 车八退一  炮５进３   15. 相三进五  卒３进１ 

 16. 相五进七  士４进５   17. 车八进二  卒５进１   18. 相七退五  卒５进１ 

 19. 马五进七  象５进３   20. 马七进五  马７进６   21. 车八平七  象７进５ 

 22. 兵三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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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3T14 刘桂华 先和 安华 

红方：汶来 刘桂华  

黑方：马来西亚 安华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A40 起马局  

 
  1. 马二进三  马２进３    2. 炮二平一  车９进１    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９ 

  4. 车二进四  车９平４    5. 兵七进一  车４进７    6. 马八进七  炮８平６ 

  7. 仕六进五  士４进５    8. 车二平六  车４退３    9. 马七进六  象３进５ 

 10. 马六进七  炮２进４   11. 兵三进一  炮２平３   12. 马七退八  车１平４ 

 13. 相七进五  炮３平４   14. 车九平六  炮４退２   15. 炮一进四  炮４平６ 

 16. 车六进九  士５退４   17. 兵一进一  炮６进２   18. 马三进四  炮６平１ 

 19. 兵一进一  卒１进１   20. 马八进七  卒１进１   21. 马四进五  炮１平３ 

 22. 马五进七  炮６平３   23. 炮八进七  士４进５   24. 马七进九  后炮平２ 

 25. 兵五进一  炮２进７   26. 帅五平六  炮３进３   27. 帅六进一  炮２退７ 

 28. 兵五进一  马９退８   29. 兵一平二  马８进７   30. 炮一进三  马７进９ 

 31. 兵二平一  马９退７   32. 兵一平二  马７进９   33. 兵五进一  马９退７ 

 34. 兵五进一  马７进５   35. 炮八平九  炮３平１   36. 马九进八  炮１退９ 

 37. 马八退六  炮２平４   38. 兵五平六  士５进４   39. 马六退四  马５退６ 

 40. 兵七进一  士４退５   41. 马四退五  炮１进４   42. 马五进七  炮１平８ 

 43. 马七进九  马６进５   44. 马九进七  马５退４   45. 兵七进一  士５进６ 

 46. 兵七平六  炮８退３ 

 
 
R03T15 单文杰 先胜 瓦尔豆 

红方：泰国 单文杰  

黑方：芬兰 瓦尔豆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B41 五六炮左正马对反宫马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７ 

  4. 炮八平六  象３进５    5.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6.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１ 

  7.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８    8. 车二进九  马７退８    9. 马三进四  士４进５ 

 10. 车八进四  马８进７   11. 马四进三  卒１进１   12. 兵七进一  车１平２ 

 13. 兵七进一  车２进５   14. 马七进八  象５进３   15. 炮六平七  象３退５ 

 16. 炮七进四  炮１进４   17. 炮五平三  炮６进４   18. 马八进六  马３退１ 

 19. 马三进五  象７进５   20. 炮三进五  炮６平７   21. 炮三平二  士５进４ 

 22. 炮二平六  士６进５   23. 炮六平八  将５平６   24. 马六进五  炮１平３ 

 25. 炮七平一  炮３退２   26. 马五退七  马１进２   27. 相七进五  马２进１ 

 28. 马七退九  马１进３   29. 马九退七  马３退１   30. 炮八退三  炮７平８ 

 31. 兵三进一  炮８退４   32. 炮一退二  马１退２   33. 炮八进一  炮８平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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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马七退六  炮３平１   35. 炮一平九  炮１平５   36. 兵五进一  炮３平４ 

 37. 马六进七  炮４平３   38. 仕六进五  炮５平３   39. 马七退六  炮３进２ 

 40. 炮九进一  前炮平１   41. 马六进七 

 
 
R03T16 布莱恩乔治 先负 庄力铭 

红方：马来西亚 布莱恩乔治  

黑方：汶来 庄力铭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A45 起马互进七兵局  

 
  1.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2. 兵三进一  马２进３    3. 马二进三  车１进１ 

  4. 车九进一  车１平６    5. 车一进一  马８进７    6. 车九平六  炮８平９ 

  7. 马三进二  车９进１    8. 马二进三  炮９平８    9. 兵三进一  车６进５ 

 10. 车六平四  车９平６   11. 炮二平四  车６平４   12. 兵三平二  车６平８ 

 13. 兵二平三  车４进３   14. 车一平三  车８平６   15. 车四平六  车４进４ 

 16. 车三平六  车６平７   17. 车六平二  马３进４   18. 炮四进六  炮８进４ 

 19. 相三进五  炮２平３   20. 炮四平二  马４进６   21. 炮八进四  车７退２ 

 22. 炮二平三  炮３平４   23. 兵一进一  炮８平３   24. 马三退一  马７进８ 

 25. 炮八平一  车７退３   26. 炮一平九  马６进４   27. 炮九平六  马８进７ 

 28. 车二平一  马４进３   29. 炮六退五  马７进５   30. 帅五进一  车７进６ 

 31. 车一平四  马５退７   32. 车四进三  车７平５ 

 
 
R03T17 格苏莫夫 先负 HOWARD ANAK VINCENT 

红方：俄罗斯 格苏莫夫  

黑方：东马 HOWARD ANAK VIN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   

 
 
红方迟到 

 
 
 
 
 
R03T18 SAM SLOAN 先负 MOHD KHAIRUL AQIF 

红方：美国 SAM SLOAN  

黑方：东马 MOHD KHAIRUL AQIF 

比赛结果: 未知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A61 过宫炮对进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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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炮二平六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4. 相七进五  卒３进１    5. 兵三进一  马３进４    6. 仕六进五  车１进１ 

  7. 马八进九  象７进５    8. 车九平七  车１平６    9. 炮八进四  马４进６ 

 10. 马三进四  车６进４   11. 车二进六  卒７进１   12. 兵三进一  象５进７ 

 13. 车二平三  象７退５   14.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３   15. 炮六进五  卒３进１ 

 16. 车七进四  车６平３   17. 相五进七  车８平７   18. 炮六平三  炮３平７ 

 19. 车三平五  炮８进５   20. 炮八进三  炮８平７   21. 车五进一  士６进５ 

 22. 帅五平六  炮７进７   23. 帅六进一  炮７进１   24. 仕五进四  后炮平８ 

 25. 车五平二  车７进８   26. 仕四进五  炮７平８   27. 车二退六  车７平８ 

 28. 炮八退七  车８退２   29. 炮八平六  车８平５   30. 兵九进一  车５平４ 

 31. 马九进八  炮８退１   32. 仕五退六  车４平６   33. 炮六平五  士５退６ 

 34. 马八进九  车６进１   35. 马九进八  车６进１   36. 帅六进一  车６退６ 

 37. 帅六退一  车６平２   38. 马八进六  将５进１   39. 帅六平五  车２平４ 

 40. 帅五平四  车４退２   41. 炮五退一  炮８平５   42. 仕六进五  车４进５ 

 43. 相七退五  车４平６   44. 仕五进四  车６平１   45. 仕四退五  车１平６ 

 46. 仕五进四  将５平６   47. 帅四平五  车６进２   48. 兵一进一  将６平５ 

 49. 帅五平六  车６平５   50. 兵一进一  卒９进１   51. 帅六退一  车５平４ 

 
 

第四轮 
 
R04T01 赖理兄 先和 王廓 

红方：越南 赖理兄  

黑方：中国 王廓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E42 对兵互进右马局  

 
  1.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2. 马八进七  马８进７    3. 马二进一  象３进５ 

  4. 炮二平四  马７进８    5. 马七进六  车９进１    6. 仕四进五  马２进３ 

  7. 炮八平五  车９平４    8. 马六进七  车４平６    9.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10. 车八进四  车６进４   11. 炮四退二  炮８进１   12. 炮五平七  炮８平３ 

 13. 炮七进四  炮２平１   14. 车八进五  马３退２   15. 相三进五  马８退７ 

 16. 车一平二  炮１平３   17. 车二进七  卒９进１   18. 炮七平八  马２进４ 

 19. 马一退三  士４进５   20. 炮八退四  马７进６   21. 仕五进四  炮３平８ 

 22. 炮四进四  炮８平９   23.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24. 相五进三  炮９进４ 

 25. 兵九进一  马４进３   26. 炮八平五  马３进４   27. 仕六进五  马６退７ 

 28. 兵五进一  马４进５   29. 相七进五  炮９平２   30. 炮四进二  炮２退１ 

 31.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32. 炮四平九  象３退５   33. 兵九进一 

 
 
R04T02 阮成保 先和 郑彦隆 

红方：越南 阮成保  

黑方：中国香港 郑彦隆 

比赛结果: 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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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E40 对兵局  

 
  1.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2. 炮八平六  马８进７    3.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１ 

  4.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5. 炮二平五  炮２平４    6. 车八进九  马１退２ 

  7. 车一进一  士６进５    8.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9. 车一平三  象７进５ 

 10. 车三进三  炮８退１   11.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７   12. 车三平二  车９平６ 

 13. 相三进一  马２进３   14. 马三进四  马７进６   15. 车二平三  炮７平６ 

 16. 仕六进五  炮６进４   17. 车三平四  马６退７   18. 车四平三  马７进６ 

 19. 炮六进一  卒３进１   20. 炮五平四  车６平８   21.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22. 车三进一  马６退４   23. 炮六进四  士５进４   24. 车三平七  马４进２ 

 25. 炮四进二  象３进１   26. 车七进一  士４退５   27. 炮四平七  车８进２ 

 28. 相一进三  卒９进１   29. 相三退五  卒１进１   30. 兵五进一  车８平４ 

 31. 车七平五  车４进４   32. 车五平七  车４退３   33. 车七平六  马２退４ 

 34. 炮七平八  马４进５   35. 马七进六  马５进７   36. 马六进七  象１进３ 

 37. 马七退九  马７进８   38. 马九进七  马８退９   39. 炮八平九  士５进６ 

 40. 炮九平五  将５平６   41. 马七退五  士６退５   42. 马五进三  马３进２ 

 43. 兵九进一  马２进３   44. 炮五平八  象３退１   45. 兵九进一  卒９进１ 

 46. 相五进七  马９进８   47. 炮八平一  马３退５   48. 炮一进五  马８退７ 

 49. 马三进一  将６平５   50. 兵九进一  象１退３   51. 兵九平八  马５退６ 

 52. 兵八平七  马７退５   53. 马一进二  士５退６   54. 马二退三  士６进５ 

 55. 炮一退七  马５进７   56. 炮一平七  马６进８   57. 马三退五  马８退６ 

 58. 相七退五  象３进５   59. 炮七平九  士５进４   60. 炮九进五  马６退７ 

 61. 炮九进二  士４进５   62. 马五进七  马７退５   63. 马七进八  士５退４ 

 64. 马八退九  士４进５   65. 炮九退一  象５进３   66. 兵七平八  马７进５ 

 67. 马九进七  将５平６   68. 炮九退七  士５退４   69. 仕五进四  前马进７ 

 70. 马七退六  士４进５   71. 相五进三  马５进４   72. 相七进五  马７退５ 

 73. 炮九平四  将６平５   74. 马六退四  象３退５   75. 兵八平七  象５进７ 

 76. 仕四进五  马４进２   77. 兵七进一  马２退４   78. 兵七进一  马４退２ 

 79. 兵七平六  马５退３   80. 马四退六  马３退２   81. 兵六平五  士４退５ 

 
 
 
R04T03 王天一 先胜 刘亿豪 

红方：中国 王天一  

黑方：新加坡 刘亿豪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E11 仙人指路飞相对卒底炮  

 
  1.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３    2. 相七进五  马２进１    3. 兵三进一  车１平２ 

  4. 马八进六  象７进５    5. 炮二平四  车９进１    6.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４ 

  7. 车一进一  车２进４    8. 马三进四  卒３进１    9. 马四进三  卒３进１ 

 10. 马三进五  马８进７   11. 马五退三  马１进３   12. 车一平二  卒３平４ 

 13. 炮八平七  车２进４   14. 车九平七  马３进１   15. 炮七进七  士４进５ 



30 
 

 16. 炮四进六  车４进２   17. 炮四退二  车４进１   18. 兵九进一  马１进３ 

 19. 车七平八  马３进４   20. 车八进一  马４进２   21. 马六进四  马２退４ 

 22. 车二平六  马４退２   23. 炮四退三  卒４进１   24. 车六进二  车４进２ 

 25. 炮四平六  马２进４   26. 帅五进一  马４退２   27. 兵三进一  炮８进３ 

 28. 马三进五  炮８退３   29. 马五进三  将５平４   30. 兵三进一 

 
 
R04T04 赵奕帆 先负 冯家俊 

红方：中华台北 赵奕帆  

黑方：中国香港 冯家俊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B25 中炮两头蛇对左三步虎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８    3.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９ 

  4. 兵七进一  象３进５    5.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１    6. 炮八平九  炮２平３ 

  7. 马七进六  士４进５    8.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４    9. 马六进五  马７进５ 

 10. 炮五进四  卒３进１   11. 兵七进一  车８进４   12. 炮五退二  车８平３ 

 13. 相三进五  卒７进１   14. 兵三进一  车３平７   15. 车八进六  车７进２ 

 16. 仕四进五  炮３进５   17. 马三退四  车４进５   18. 车八平五  将５平４ 

 19. 炮五平一  炮９平８   20. 车一平二  炮８进４   21. 兵五进一  车４进３ 

 22. 车五平九  象５退３   23. 兵五进一  车７平２   24. 兵五进一  马１退３ 

 25. 马四进三  炮８平３   26. 炮一平七  马３进２   27. 车九平八  车２退３ 

 28. 马三进五  车４退２   29. 炮七退二  炮３平５   30. 帅五平四  车２平５ 

 31. 车二进二  车５平６   32. 车二平四  车６进４   33. 炮七平四  炮５平１ 

 
 
 
R04T05 郑义霖 先负 李铭坚 

红方：东马 郑义霖  

黑方：美国 李铭坚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B55 五七炮互进三兵对反宫马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７ 

  4.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5. 马八进九  象７进５    6. 炮八平七  车１平２ 

  7. 车九平八  炮２进４    8. 兵九进一  士６进５    9. 兵五进一  车９平６ 

 10. 炮五平四  炮６进７   11. 相三进五  炮６平４   12. 帅五平六  马３进４ 

 13. 帅六平五  马４进５   14. 马三进二  车６进３   15. 炮七平六  卒３进１ 

 16. 车二平四  车２进４   17. 炮四平二  车６进６   18. 帅五平四  卒３平４ 

 19. 车八进一  卒７进１   20. 兵三进一  象５进７   21. 兵七进一  象７退５ 

 22. 马九退七  炮２进１   23. 炮六退二  马７进６   24. 马二退四  炮２退２ 

 25. 车八进二  卒４平３   26. 炮六平五  马６进８   27. 炮五进三  马８进６ 

 28. 炮二平四  车２平８   29. 马七进九  炮２平５   30. 炮五进三  马６退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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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炮五平三  车８进３   32. 炮四平三  马７退５   33. 车八平三  马５进６ 

 34. 前炮退二  炮５退２   35. 炮三进二  马６退８   36. 车三平五  炮５平６ 

 37. 后炮进三  炮６退３   38. 前炮平五  马８退７   39. 炮三进一  车８平７ 

 40. 炮三退二  马７进６   41. 炮三平四  车７平６   42. 帅四平五  车６退２ 

 43. 车五进二  车６进４   44. 帅五进一  马６进８   45. 帅五平六  车６退４ 

 46. 帅六退一  车６平４   47. 帅六平五  马８进６   48. 车五平四  马６进４ 

 49. 帅五进一  车４平５   50. 炮五平七  车５平８   51. 帅五平六  马４进２ 

 52. 帅六平五  车８退２   53. 炮七进二  卒３进１   54. 马九进八  车８进５ 

 55. 帅五退一  车８进１   56. 帅五进一  车８退１   57. 帅五退一  马２退４ 

 58. 帅五平六  车８平５   59. 炮七平八  炮６进２   60. 炮八退二  马４进２ 

 
 
 
R04T06 庄宏明 先胜 可儿宏晖 

红方：菲律宾 庄宏明  

黑方：日本 可儿宏晖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A27 飞相对左中炮  

 
  1. 相三进五  炮８平５    2. 马八进七  马８进７    3. 炮二平四  车９平８ 

  4. 马二进三  马２进１    5.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6. 炮八进四  卒５进１ 

  7. 车九进一  炮２平３    8. 车九平六  车１平２    9. 车六进五  炮３进４ 

 10. 炮八平三  马１退３   11. 车六平四  士６进５   12. 仕六进五  象７进９ 

 13. 兵三进一  象９进７   14. 马三进四  车２进５   15. 炮三平九  马３进２ 

 16. 车一平三  卒５进１   17. 车三进五  卒５平６   18. 车三进二  马２进４ 

 19. 车四平三  士５进６   20. 前车平四  卒６进１   21. 炮九平五  士４进５ 

 22. 车四平二  车８平９   23. 车二退二  车２平４   24. 炮五平六  马４退６ 

 25. 车二平七  马６退４   26. 车七退二  车４进３   27. 炮六平五  卒６进１ 

 28. 车三进二  卒６平５   29. 车三平五  将５平４   30. 车七进五 

 
 
R04T07 黎德志 先胜 葛振衣 

红方：马来西亚 黎德志  

黑方：中华台北 葛振衣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E01 仙人指路对飞象  

 
  1. 兵三进一  象７进５    2. 炮二平四  卒３进１    3.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4.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5. 炮八平六  马２进３    6. 马八进九  车１平２ 

  7.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１    8. 车八进九  马３退２    9. 车二进六  炮８平９ 

 10. 车二平三  车８进６   11. 相三进五  炮１平４   12. 兵九进一  马２进３ 

 13. 马九进八  炮９进４   14. 马三进一  车８平９   15. 仕六进五  车９平５ 

 16. 兵三进一  车５平７   17. 炮四平三  士６进５   18. 炮三退二  卒９进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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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炮六进四  马３进２   20. 炮六平八  卒３进１   21. 兵七进一  马２进４ 

 22. 兵三平二  车７退３   23. 炮八平三  卒９进１   24. 马八进九  马７退８ 

 25. 仕五进四  马８进９   26. 前炮平一  马９进７   27. 炮一进三  将５平６ 

 28. 仕四进五  炮４平２   29. 马九进七  炮２进７   30. 相七进九  炮２退３ 

 31. 兵二进一  马７进５   32. 炮三进九  将６进１   33. 炮三退八  炮２平６ 

 34. 相九退七  马５进７   35. 兵二平三  卒９平８   36. 兵三进一  将６退１ 

 37. 炮三退一  炮６平５   38. 帅五平六  马４进３   39. 帅六进一  马７退５ 

 40. 兵三进一  士５进４   41. 炮三进七  炮５平８   42. 马七进六  将６平５ 

 43. 马六退七  马５进４   44. 兵三平四  卒８平９   45. 炮一平四 

 
 
R04T08 沈毅豪 先胜 单文杰 

红方：马来西亚 沈毅豪  

黑方：泰国 单文杰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E10 仙人指路对卒底炮  

 
  1.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３    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５    3. 马八进七  马８进７ 

  4.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5. 炮二进四  马２进１    6. 马七进六  车１平２ 

  7. 炮八平五  车２进４    8. 马六进五  炮３平４    9. 车九进二  士６进５ 

 10. 车九平六  车２平６   11. 车六进四  车６进２   12. 兵三进一  车６平７ 

 13. 马五退四  车７退１   14. 车六平三  车７退２   15. 马四进三  卒１进１ 

 16. 马三进四  炮５进５   17. 相三进五  象７进５   18. 兵五进一  马１进２ 

 19. 车二进三  马２进４   20. 兵五进一  马４进６   21. 车二平四  车８进３ 

 22. 车四平三  炮４平１   23. 兵五平六  马７退８   24. 车三平五  炮１进１ 

 25. 马三退五  车８平６   26. 马四退三  车６进１   27. 车五平六  马８进６ 

 28. 马三进五  车６退１   29. 后马进三  车６平５   30. 车六平八  马６进８ 

 31. 马五退六  马８进９   32. 兵六平五  车５平４   33. 马六退四  马９进７ 

 34. 马四进三  车４平７   35. 兵五平四  卒３进１   36. 兵七进一  炮１平５ 

 37. 马三进五  象５进３   38. 车八进三  象３退５   39. 车八平七  卒９进１ 

 40. 仕六进五  车７平８   41. 马五退七  炮５平７   42. 车七平四 

 
 
R04T09 庄力铭 先和 郭泽辉 

红方：汶来 庄力铭  

黑方：泰国 郭泽辉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A45 起马互进七兵局  

 
  1.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2. 兵三进一  马２进３    3. 马二进三  马３进４ 

  4. 车一进一  马４进３    5. 车一平六  马８进７    6. 车六进五  炮２平４ 

  7. 车九平八  炮４平２    8. 炮八平九  马３进１    9. 相七进九  士６进５ 

 10. 马三进四  炮２平４   11. 炮二进四  象７进５   12. 马四进五  车９平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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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马五进三  炮４平７   14. 车六平三  车６进２   15. 相三进五  炮７退２ 

 16. 车八进六  炮７平６   17. 仕四进五  卒１进１   18. 炮二退二  车６进４ 

 19.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20. 相九进七  车６退１   21. 炮二退二  车６平８ 

 22. 炮二进五  车８退３   23. 车三平四  炮６平９   24. 兵三进一  车８进４ 

 25. 兵三进一  炮９进６   26. 车四平二  车８退３   27. 车八平二  卒９进１ 

 28. 兵三进一  士５退６   29. 兵三平四  士４进５   30. 马七进六  炮９平１ 

 31. 马六进四  车１进３   32. 马四进六  将５平４   33. 兵四平五  士６进５ 

 34. 车二进三  士５退６   35. 车二平四  将４进１   36. 马六退五  车１平３ 

 37. 相七退九  卒１进１   38. 车四退四  卒１平２   39. 车四平八  炮１退１ 

 40. 车八平六  将４平５   41. 马五进六  将５退１   42. 马六进四  将５进１ 

 43. 车六平一  将５平６   44. 车一平四  车３平５   45. 帅五平四 

 
 
R04T10 GREGORIO NARENDRA 先负 吴宗翰 

红方：印尼 GREGORIO NAREND  

黑方：新加坡 吴宗翰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D14 顺炮直车对缓开车  

 
  1. 炮二平五  炮８平５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4.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３    5. 兵七进一  炮２进４    6.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7. 车二平三  车９进２    8. 车三退二  炮２退５    9. 炮八平七  炮２平７ 

 10. 车三平四  车１平２   11. 兵七进一  炮７进６   12. 炮七平三  卒３进１ 

 13. 马八进七  炮５平４   14. 马七进八  卒３进１   15. 车四平七  马３进４ 

 16. 马八进七  象７进５   17. 车九进一  马４进５   18. 车七平六  炮４平３ 

 19. 炮三平四  炮３进７   20. 仕六进五  车２进９   21. 车六平八  车２退４ 

 22. 马七退八  车９退１   23. 车九退一  炮３退４   24. 车九平六  车９平２ 

 25. 马八进七  车２进５   26. 车六进八  象５进３   27. 马七进八  车２进３ 

 28. 仕五退六  炮３进４   29. 仕六进五  士６进５   30. 马八退九  象３退５ 

 31. 车六退五  马５退６   32. 马九进七  卒５进１   33. 车六平四  炮３平６ 

 
 
 
R04T11 洪家川 先和 胡景峰 

红方：菲律宾 洪家川  

黑方：印尼 胡景峰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A61 过宫炮对进左马  

 
  1. 炮二平六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炮８进４ 

  4. 兵三进一  炮８平７    5. 相三进五  车８进９    6. 马三退二  炮２平５ 

  7. 马二进三  马２进３    8. 马八进九  车１平２    9. 炮八平七  车２进８ 

 10. 兵七进一  卒５进１   11. 车九平八  车２进１   12. 马九退八  马３进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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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仕四进五  卒５进１   14. 兵五进一  炮５进３   15. 炮七进一  卒７进１ 

 16. 炮七平五  士６进５   17. 马八进七  象７进５   18. 炮五进三  马７进５ 

 19. 马三进五  卒７进１   20. 马五进三  炮７平３   21. 帅五平四  马５进７ 

 
 
 
R04T12 HOWARD ANAK VINCENT 先负 刘桂华 

红方：东马 HOWARD ANAK VIN  

黑方：汶来 刘桂华 

比赛结果: 未知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B07 中炮对左炮封车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4. 兵七进一  炮８进４    5. 兵五进一  士４进５    6.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7. 车九进一  象３进５    8. 车九平六  车１平４    9. 车六进八  士５退４ 

 10. 炮八进四  士４进５   11. 车二进一  车８进４   12. 兵九进一  卒７进１ 

 13. 车二平六  车８平２   14. 炮八平五  马３进５   15. 兵三进一  炮８平７ 

 16. 相三进一  马５进６   17. 兵七进一  车２平３   18. 车六进一  马６进７ 

 19. 炮五进五  象７进５   20. 车六平三  炮７平３   21. 相七进九  马７进６ 

 22. 车三退一  马６进４   23. 车三平八  炮２平４   24. 车八进八  士５退４ 

 25. 车八退二  士６进５   26. 车八退五  马４进５   27. 车八退一  马５进３ 

 28. 帅五进一  车３平８   29. 马七进五  马３退４   30. 帅五进一  车８进３ 

 
 
 
R04T13 所司和晴 先胜 IWAN SETIAWAN 

红方：日本 所司和晴  

黑方：印尼 IWAN SETIAWAN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A28 飞相转屏风马对左中炮  

 
  1. 相三进五  炮８平５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８ 

  4.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5.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6. 炮八进四  卒５进１ 

  7. 炮二进四  炮５进１    8. 炮二进一  炮５退１    9. 炮二退一  卒５进１ 

 10. 兵五进一  马３进５   11. 炮八平三  炮５进３   12. 马七进五  炮２进４ 

 13.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14. 炮二平五  车８进９   15. 炮五退一  车８退５ 

 16. 兵三进一  炮２平５   17. 炮五退二  象７进５   18. 车八进九  车８平７ 

 19. 车八退五  车７进３   20. 车八平五  车７退４   21. 车五进三  马７退５ 

 22. 车五退二  车７进３   23. 兵一进一  车７退４   24. 兵九进一  车７平３ 

 25. 车五进一  车３平４   26. 车五平一  马５进３   27. 车一平七  象３进１ 

 28. 兵一进一  将５进１   29. 兵一平二  将５平４   30. 仕六进五  车４进４ 

 31. 炮五进二  马３退５   32. 车七平九  马５进４   33. 车九进一  马４进５ 

 34. 兵二进一  马５进３   35. 炮五平一  车４退３   36. 兵二进一  车４平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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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炮一平二  马３退５   38. 车九进一  将４进１   39. 兵二平三  马５退６ 

 40. 车九退二  车９平８   41. 车九平六  将４平５   42. 车六平五  将５平４ 

 43. 兵三平四  将４退１   44. 车五平六  将４平５   45. 炮二平四  将５退１ 

 46. 炮四平五  车８进１   47. 车六平五  士４进５   48. 兵四进一  将５平４ 

 49. 炮五退二  车８平６   50. 兵九进一  将４进１   51. 兵九平八  马６退８ 

 52. 兵四平三  马８进７   53. 车五平六  士５进４   54. 相五进三  马７退６ 

 55. 车六退二  卒３进１   56. 车六平七  车６平２   57. 兵三平四  士６进５ 

 58. 炮五平六  车２平４   59. 炮六退三  马６进５   60. 车七退二  马５进６ 

 61. 车七平四  马６退８   62. 车四平五 

 
 
R04T14 郭宝荣 先负 佐佐木雄希 

红方：泰国 郭宝荣  

黑方：马来西亚 佐佐木雄希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E46 对兵转兵底炮  

 
  1.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2. 炮二平三  象７进５    3. 炮八平五  马８进７ 

  4. 马八进七  炮２平４    5. 马二进一  马２进３    6.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7. 车二进四  车１平２    8.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9. 车二平三  马７进８ 

 10. 炮五进四  士６进５   11. 车三进一  马８进９   12. 车九进一  马９进７ 

 13. 车三退三  车２进４   14. 车九平二  车８平６   15. 车二进五  卒３进１ 

 16. 车三进二  车２进３   17. 马七进六  卒３进１   18. 马六进七  卒３进１ 

 19. 马一进三  车２平６   20. 仕六进五  前车平７   21. 相三进五  炮４进４ 

 22. 炮五退二  车７退１   23. 车三退一  炮４平７   24. 车二进一  炮７退３ 

 25. 车二平三  炮７平４   26. 车三退一  炮４平５   27. 炮五平七  象５进３ 

 28. 兵五进一  车６进６   29. 兵五进一  炮５退１   30. 兵五进一  炮５平８ 

 31. 车三平二  炮８平７   32. 兵五平四  车６退１   33. 车二平三  炮７平８ 

 34. 车三平二  炮８平７   35. 马七退五  车６退１   36. 马五进七  象３进５ 

 37. 兵四平三  炮７平６   38. 兵三进一  炮６进１   39. 车二进二  车６进１ 

 40. 马七退五  马３进４   41. 兵三平四  士５进６   42. 车二进一  将５进１ 

 43. 车二平六  马４进５   44. 帅五平六  炮６平５   45. 车六退一  将５退１ 

 46. 车六进一  将５进１   47. 车六退一  将５退１   48. 车六进一  将５进１ 

 49. 车六退三  马５退３   50. 相五进七  车６平５   51. 马五进三  车５进１ 

 52. 马三进二  车５平４   53. 车六退三  卒３平４   54. 马二退一  卒１进１ 

 55. 马一退二  炮５平１   56. 马二进四  将５平６   57. 马四进六  炮１进３ 

 58. 相七退九  卒１进１   59. 帅六平五  卒１平２   60. 相七进五  卒２进１ 

 61. 马六退五  卒２平３   62. 马五进六  卒４平５   63. 相五退三  卒３平４ 

 64. 马六退四  卒５平６   65. 相九退七  卒４平５   66. 马四退二  卒６平７ 

 67. 马二进四  卒５平６   68. 马四退六  卒６平５   69. 相三进五  卒５平４ 

 70. 马六进四  卒７进１   71. 仕五退六  卒７进１   72. 仕四进五  卒７平６ 

 73. 马四退六  卒４平３   74. 仕五进六  士６退５   75. 仕六进五  炮１退６ 

 76. 相五进三  士５进４   77. 相七进五  炮１平９   78. 马六进五  卒３进１ 

 79. 马五退六  炮９进９   80. 马六进四  卒３进１   81. 相五进七  卒３平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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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相三退一  炮９平８   83. 相七退五  炮８退９   84. 相一进三  炮８平９ 

 85. 马四退五  炮９平５   86. 马五进七  炮５平９   87. 马七退五  炮９平５ 

 88. 马五进六  炮５平９   89. 马六退四  炮９进９   90. 马四退三  卒６进１ 

 
 
 
R04T15 安华 先胜 MOHD KHAIRUL AQIF 

红方：马来西亚 安华  

黑方：东马 MOHD KHAIRUL AQ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D24 顺炮直车对横车  

 
  1. 炮二平五  炮８平５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车一平二  车９进１ 

  4. 马八进七  车９平４    5.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３    6.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7. 车二平三  车４进３    8. 车三进一  炮５进４    9. 马七进五  炮２平７ 

 10. 马五进六  象３进５   11. 炮八平七  卒３进１   12. 兵七进一  马３进４ 

 13. 兵七平六  车１平３   14. 炮七平九  车３进７   15. 炮九进四  卒７进１ 

 16. 马三进五  车３退１   17. 炮五进四  士４进５   18. 马五进四  炮７进２ 

 19. 马四进六  车３平５   20. 相三进五  卒７进１   21. 车九平八  将５平４ 

 22. 车八进九  将４进１   23. 马六进八  将４进１   24. 炮九进一 

 
 
R04T16 叶乃传 先胜 LE QUANG NHAT 

红方：东马 叶乃传  

黑方：美国 LE QUANG NHAT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E03 仙人指路对中炮  

 
  1. 兵七进一  炮８平５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车一平二  车９进１ 

  4. 马八进七  车９平４    5. 兵三进一  马２进３    6. 仕六进五  卒５进１ 

  7. 炮八进四  卒５进１    8. 兵五进一  卒３进１    9. 兵七进一  马３进５ 

 10. 兵七平六  车４进３   11. 炮八平三  象７进９   12. 相七进五  马５进３ 

 13. 炮二进四  马３进４   14. 车九平七  车１平２   15. 炮二退五  炮２进５ 

 16. 炮二平三  炮２平５   17. 相三进五  炮５进５   18. 仕五进六  马４进６ 

 19. 帅五进一  车４进３   20. 马七退六  炮５退１   21. 车二进三  炮５平２ 

 22. 马六进五  炮２进２   23. 车七平八  车４平２   24. 车二平四  炮２平７ 

 25. 车八进二  车２进７   26. 车四退一 

 
 
R04T17 瓦尔豆 先胜 SAM SLOAN 

红方：芬兰 瓦尔豆  

黑方：美国 SAM SLOAN 

比赛结果: 红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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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A50 仕角炮局  

 
  1. 炮二平四  象７进５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4. 马八进七  士４进５    5.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6. 相七进五  炮２平４ 

  7. 车九平八  马２进３    8. 马三进四  车１平２    9. 炮八进四  卒７进１ 

 10. 兵三进一  象５进７   11. 炮八平七  车２进９   12. 马七退八  象７退５ 

 13. 车二进四  炮８平９   14. 车二进五  马７退８   15. 马四进六  马３退１ 

 16. 炮七平一  马８进７   17. 炮一平三  卒１进１   18. 炮四进六  炮９退１ 

 19.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20. 相五进七  士５退４   21. 炮四退四  炮９进２ 

 22. 马八进七  炮４进１   23. 炮三退四  马１进３   24. 马六进八  炮４平３ 

 25. 马七进六  卒５进１   26. 炮四进三  炮９平２   27. 炮四平七  炮２进６ 

 28. 仕六进五  马７进８   29. 马六进七  炮２平３   30. 炮三平七  马８进６ 

 31. 马七退五  士４进５   32. 前炮平八  马６进４   33. 马五退六  炮３退４ 

 34. 炮八进二  士５退４   35. 马六进五  炮３退３   36. 炮七进二  士６进５ 

 37. 炮七平二  炮３平１   38. 炮二平四  炮１进４   39. 兵一进一  炮１退１ 

 40. 兵一进一  将５平６   41. 炮八退三  将６平５   42. 炮八平五  炮１平３ 

 43. 马五进三  卒１进１   44. 马三进一  炮３退４   45. 炮四平七  将５平６ 

 46. 马一进二  卒１平２   47. 炮七平四  卒２平３   48. 兵五进一  卒３进１ 

 49. 兵五进一  炮３进１   50. 兵五平四  将６平５   51. 兵一进一  卒３平４ 

 52. 兵一平二  炮３退１   53. 兵二平三  卒４平５   54. 兵三进一  炮３进１ 

 55. 兵三进一  卒５平６   56. 兵三平四  炮３退１   57. 前兵进一 

 
 
R04T18 格苏莫夫 先胜 布莱恩乔治 

红方：俄罗斯 格苏莫夫  

黑方：马来西亚 布莱恩乔治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E40 对兵局  

 
  1.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2. 炮二平四  马８进７    3.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4. 马八进九  马２进３    5. 车九进一  车１进１    6. 车九平六  车１平６ 

  7. 仕四进五  车６进５    8. 炮四平六  士６进５    9. 炮六进四  马３进２ 

 10. 炮八平七  炮２平４   11. 车六平八  马２退３   12. 炮六平七  象７进５ 

 13. 后炮进三  马３退１   14. 炮七退一  车６平７   15. 车一进二  车７退１ 

 16. 车八进七  炮８退１   17. 车八退四  车７进１   18. 相七进五  炮４进２ 

 19. 后炮平三  炮４平７   20. 炮七平三  车７进１   21. 车一平三  炮７进３ 

 22. 炮三退四  炮８进８   23. 仕五退四  马７进６   24. 车八平四  马６进８ 

 25. 车四退二  马１进３   26. 兵九进一  马３进４   27. 炮三平六  车８平７ 

 28. 炮三进二  车７平８   29. 车四平二  炮８平９   30. 车二进二  车８进５ 

 31. 炮六平二  马４进５   32. 炮二进五  将５平６   33. 马九进八  炮９平８ 

 34. 炮三进五  将６进１   35. 马八进九  炮８退５   36. 炮三退八  马５退４ 

 37. 兵七进一  马４进３   38. 马九进七  卒５进１   39. 马七退五  炮８进１ 

 40. 马五进三  炮８平１   41. 炮二平一  象５进７   42. 炮一平七  马３退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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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仕六进五  卒９进１   44. 炮三平四  士５进４   45. 马三退四  将６平５ 

 46. 炮四进二  象７退５   47. 炮七退二  马５退７   48. 马四进三  将５退１ 

 49. 炮四平五  卒５进１   50. 炮七进二  士４进５   51. 炮五进四  士５进６ 

 52. 炮七退三  炮１退４   53. 马三退四  马７进８   54. 炮七平五  将５平４ 

 55. 炮五退三  炮１平６   56. 前炮平六  士４退５   57. 马四进五  马８退７ 

 58. 炮五平六  将４平５   59. 马五退七  马７退５   60. 炮六平五  将５平６ 

 61. 炮五进一  马５进７   62. 炮五平一  炮６平８   63. 炮六平四  将６平５ 

 64. 炮一进四  炮８进２   65. 马七退五  将５平４   66. 炮四平三  马７退５ 

 67. 马五进七  马５进６   68. 炮三进三  炮８退３   69. 炮三退一  炮８进２ 

 70. 炮一平二 

 

第五轮 
 
R05T01 冯家俊 先负 王天一 

红方：中国香港 冯家俊  

黑方：中国 王天一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E20 仙人指路转左中炮对卒底炮飞左象  

 
  1.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３    2. 炮二平五  象３进５    3. 相七进九  马８进７ 

  4.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5. 兵三进一  炮８平９    6. 马八进六  卒１进１ 

  7. 车九平八  卒１进１    8. 兵九进一  车１进５    9. 炮八平六  马２进１ 

 10. 车八进七  士６进５   11. 车一平二  车８进９   12. 马三退二  炮３平４ 

 13. 马六进四  炮９进４   14. 马二进三  炮９退２   15. 马三进四  炮９平６ 

 16. 仕四进五  车１退１   17. 相九退七  卒９进１   18. 炮六进四  炮６进３ 

 19. 仕五进四  车１平６   20. 车八平九  车６进１   21. 炮五平八  车６平４ 

 22. 炮六平三  车４平７   23. 炮三进三  马７进８   24. 炮八进七  象５退３ 

 25. 炮三平六  车７进４   26. 帅五进一  车７退３   27. 车九平七  车７平５ 

 28. 相七进五  马８进６   29. 炮六退一  象３进１   30. 车七进二  士５退４ 

 31. 车七退二  士４进５ 

 
 
R05T02 王廓 先和 阮成保 

红方：中国 王廓  

黑方：越南 阮成保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B25 中炮两头蛇对左三步虎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８    3.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９ 

  4.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5. 兵七进一  车８进４    6. 兵七进一  象３进５ 

  7. 炮八平六  马２进４    8. 兵七平八  炮２退１    9. 车一平二  车８进５ 

 10. 马三退二  车１平３   11. 马八进九  马４进６   12. 炮六进五  车３进４ 

 13. 车九进一  卒７进１   14. 车九平三  士４进５   15. 炮五进四  车３平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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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炮六平四  车５退１   17. 炮四平一  象７进９   18. 兵三进一  象９进７ 

 19. 马二进三  车５平２   20. 马三进四  马７进５   21. 马四进五 

 
 
R05T03 郑彦隆 先胜 庄宏明 

红方：中国香港 郑彦隆  

黑方：菲律宾 庄宏明 

比赛结果: 未知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B45 五六炮左边马对反宫马  

 
  1. 炮八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八进七  炮２平４    3. 车九平八  马２进３ 

  4.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5. 马二进一  象３进５    6. 炮二平四  车９平８ 

  7. 车一平二  炮８进４    8. 马一退三  炮８进２    9. 马七进六  士４进５ 

 10. 马六进五  马７进５   11. 炮五进四  炮４进４   12. 炮五退一  车１平４ 

 13. 车八进七  车４进４   14. 炮四平五  马３退４   15. 兵五进一  车８进５ 

 16. 前炮进一  卒１进１   17. 车八退四  炮８退２   18. 兵五进一  车４平５ 

 19. 前炮进二  士６进５   20. 车八平六  炮８平４   21. 车二进四  车５进２ 

 22. 炮五退一  车５平７   23. 马三进五  车７平９   24. 车二平五  马４进３ 

 25. 马五进六  炮４平３   26. 炮五进六  象７进５   27. 车五进三  卒３进１ 

 28. 兵七进一  车９平４   29. 马六进四  将５平４   30. 兵七进一  车４进３ 

 31. 帅五进一  马３进１   32. 兵七平八  马１退２   33. 车五进一  马２进４ 

 34. 车五退五  炮３退５   35. 兵八平七  车４退５   36. 马四进六  车４平３ 

 37. 车五进四  将４进１   38. 马六进四 

 
 
R05T04 李铭坚 先和 赖理兄 

红方：美国 李铭坚  

黑方：越南 赖理兄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E11 仙人指路飞相对卒底炮  

 
  1.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３    2. 相七进五  马２进１    3.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２ 

  4. 车九平八  炮８平５    5. 炮八进四  马８进７    6. 炮二平四  车９平８ 

  7. 马二进三  卒３进１    8. 兵七进一  车８进４    9. 兵七平八  车８平６ 

 10. 仕四进五  卒７进１   11. 车一平二  卒１进１   12. 兵八平九  车６平１ 

 13. 车二进四  车１平３   14. 马七进六  车３平４   15. 马六退七  车４平３ 

 16. 马七进六  车３平４   17. 马六退七  车４平３   18. 马七进六  车３平４ 

 19. 马六退七  车４平３   20. 马七进六  车３平４   21. 马六退七  车４平３ 

 22. 马七进六  车３平４   23. 马六退七  马１进２   24. 炮八平九  炮３平２ 

 25. 车八平七  车２平１   26. 炮九退二  马７进６   27. 兵三进一  炮５平３ 

 28. 车七平九  马６进７   29. 兵三进一  车４平７   30. 炮九平八  炮２平１ 

 31. 车九平八  炮３平７   32. 马三退一  象３进５   33. 马七进六  马２进４ 

 34. 炮八进五  士４进５   35. 车二平六  炮１平２   36. 炮八退一  马７进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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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炮四平三  车１平２   38. 车六平四  马６退５   39. 炮三进五  炮２平７ 

 40. 车四平五  车７平５   41. 车五进一  卒５进１   42. 马一进二  炮７进４ 

 43. 炮八退二  马５退４   44. 炮八进一  炮７平９   45. 马二进三  马４进３ 

 46. 炮八退一  马３退４   47. 炮八进一  马４进３   48. 炮八退一  将５平４ 

 49. 马三进二  车２平３   50. 炮八平四  车３进３   51. 车八进九  象５退３ 

 52. 车八退七  炮９平１   53. 车八平六  将４平５   54. 车六平七  象３进５ 

 55. 炮四退五  卒５进１   56. 仕五进四  卒５进１   57. 马二退四  炮１退５ 

 58. 马四退六  卒５平４   59. 炮四平七  车３进１   60. 马六退七  炮１平４ 

 61. 炮七退一  炮４进４   62. 车七退一  卒４平３   63. 炮七进三  炮４平８ 

 64. 车七平二  炮８平５   65. 炮七平五  车３进２   66. 车二进二  炮５平１ 

 67. 车二平一  炮１进４   68. 仕六进五  卒９进１   69. 炮五平六  将５平４ 

 70. 仕五进六  卒９进１   71. 车一进一  车３平４   72. 车一平九  炮１平２ 

 73.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１   74. 车八进五  将４进１   75. 车八平九  炮１平２ 

 76. 车九退一  将４退１   77.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１   78.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79. 车八平九  炮１平２   80. 车九退一  将４退１   81.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１ 

 82.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83. 车八平九  炮１退３   84. 车九退六  车４平１ 

 85. 仕四退五 

 
 
R05T05 吴宗翰 先和 沈毅豪 

红方：新加坡 吴宗翰  

黑方：马来西亚 沈毅豪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B31 中炮对反宫马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７ 

  4.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5. 马八进九  象７进５    6. 车九进一  卒１进１ 

  7. 炮八平七  车１平２    8. 车九平六  炮２进５    9. 车六进三  炮２平５ 

 10. 相三进五  车２进７   11. 炮七退一  车２进１   12. 仕四进五  士４进５ 

 13. 车二进六  车９平８   14. 车二平三  车８进７   15. 马三退四  马７退９ 

 16. 兵三进一  马９进８   17. 车三进一  象５进７   18. 车三退二  象３进５ 

 19. 车三进一  车８进２   20. 车六平四  卒９进１   21. 车四进二  马８退９ 

 22. 车三平一  马９退７   23. 车四平二  车８退６   24. 车一平二  车２退１ 

 25. 马四进三  马３进４   26. 车二平五  马４进３   27. 马三进四  马３进２ 

 28. 车五进一  马７进８   29. 马四进三  马８进７   30. 马三退五  车２平１ 

 31. 车五平八  车１退１   32. 车八退六  车１平５   33. 车八进八  士５退４ 

 34. 马五进六  将５进１   35. 车八平六  炮６平５   36. 车六平四  车５平９ 

 37. 马六进七  将５平４   38. 马七退八  将４平５   39. 马八退六  炮５平４ 

 40. 车四退四  车９平４   41. 马六进八  马７进８   42. 帅五平四  车４退１ 

 43. 车四平五  炮４平５   44. 马八进七  车４退５   45. 车五平四  炮５平３ 

 46. 车四平五  炮３平５   47. 车五平四  炮５平３   48. 车四平五  炮３平５ 

 49. 车五平四  炮５平３   50. 车四平五  炮３平５   51. 车五平四  炮５平３ 

 52. 车四平五  炮３平５   53. 车五平四  炮５平３   54. 车四平五  炮３平５ 

 55. 车五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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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5T06 刘亿豪 先胜 黎德志 

红方：新加坡 刘亿豪  

黑方：马来西亚 黎德志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B52 五七炮对反宫马左横车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７ 

  4. 兵七进一  车９进１    5.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４    6. 炮八平七  车４进４ 

  7. 兵七进一  象３进５    8. 兵七进一  马３退２    9. 兵七平八  炮２退１ 

 10. 炮五平四  马２进４   11. 马八进九  车１平３   12. 相七进五  车３进４ 

 13. 仕六进五  卒１进１   14. 车二进三  卒７进１   15. 兵三进一  车３平７ 

 16. 炮七进七  士４进５   17. 炮七平九  车４退３   18. 车九平七  象５进３ 

 19. 马三进二  车７平８   20. 车二平三  车４平１   21. 车三进四  车１退２ 

 22. 车七进四  象３退５   23. 炮四平二  车８平２   24. 车七进四  车１平４ 

 25. 车七平八  马４进３   26. 车八平七  车２退１   27. 马二进四  炮６退１ 

 28. 车七退一  炮６进２   29. 马四进二  车４进８   30. 马二进三  将５平４ 

 31. 车三退三  炮６退１   32. 车七进一  炮６退１   33. 车七退一  炮６进１ 

 34. 车七进一  炮６退１   35. 车七退一  炮６进１   36. 车七进一  炮６进５ 

 37. 炮二退一  车４退６   38. 仕五进四  马３进５   39. 车三平五  车４进７ 

 40. 帅五进一  车２进４   41. 车七退七  车２平１   42. 车七平六  车１平４ 

 43. 车六进一  车４退２   44. 车五平八  车４退４   45. 车八进五  将４进１ 

 46. 炮二进七  马５退７   47. 炮二平一  马７退８   48. 马三退二  车４进５ 

 49. 帅五退一  车４进１   50. 帅五进一  车４退１   51. 帅五退一  车４进１ 

 52. 帅五进一  车４退７   53. 马二进四 

 
 
R05T07 葛振衣 先胜 郑义霖 

红方：中华台北 葛振衣  

黑方：东马 郑义霖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C68 五七炮互进七兵对屏风马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4. 兵七进一  马２进３    5. 炮八平七  炮８进４    6. 马八进九  车１平２ 

  7.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8. 炮七进五  炮２进５    9. 炮五退一  车２进２ 

 10. 车九平八  卒３进１   11. 兵九进一  卒３进１   12. 炮七退三  士４进５ 

 13. 炮五平三  马７进６   14.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15. 炮三进三  马６进７ 

 16. 马九进八  炮２退１   17. 马八进七  车８进２   18. 马七退六  车２平６ 

 19. 车八进二  卒５进１   20. 炮七平八  炮２平５   21. 马三进五  炮８平５ 

 22. 车二进七  马７进５   23. 仕六进五  马５进３   24. 帅五平六  车６平８ 

 25. 炮三退三  车８平４   26. 炮八进五  士５退４   27. 炮三平七  车４进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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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车八平六  炮５平４   29. 车六平五  炮４平５   30. 车五平六  炮５平４ 

 31. 车六平五  炮４平５   32. 车五平六  卒３平４   33. 炮七平六  车４平３ 

 34. 炮六进二  车３进４   35. 帅六进一  车３退１   36. 帅六退一  车３进１ 

 37. 帅六进一  车３退３   38. 炮六进三  卒５进１   39. 炮六平二  士６进５ 

 40. 车六进四  车３平２   41. 炮八平九  车２进２   42. 帅六退一  车２进１ 

 43. 帅六进一  车２退１   44. 帅六退一  车２退８   45. 炮九退一  车２进９ 

 46. 帅六进一  车２退１   47. 帅六退一  车２进１   48. 帅六进一  车２退８ 

 49. 炮二进二  车２进３   50. 炮二进一  象７进５   51. 车六平三  车２平４ 

 52. 仕五进六  车４平８   53. 炮二平一  炮５平４   54. 帅六平五  炮４退４ 

 55. 炮九进一  象５进３   56. 车三进三  士５退６   57. 炮一平四  炮４平５ 

 58. 帅五平六  卒５平６   59. 炮四平六  将５进１   60. 车三退一  将５退１ 

 61. 炮六退二  象３进１   62. 相三进五 

 
 
R05T08 佐佐木雄希 先负 叶乃传 

红方：马来西亚 佐佐木雄希  

黑方：东马 叶乃传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A20 飞相对左士角炮  

 
  1. 相三进五  炮８平６    2. 兵三进一  马８进９    3.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4. 车一平二  车８进４    5. 炮八平六  马２进３    6.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２ 

  7. 车九进一  卒３进１    8. 车九平四  士４进５    9. 炮二平一  车８平４ 

 10. 仕四进五  车４进２   11. 马三进二  象３进５   12. 兵一进一  车４平３ 

 13. 炮六进四  卒３进１   14. 马二进三  马９进７   15. 炮六平三  炮２进１ 

 16. 炮三进二  马３进４   17. 炮三平二  马４进５   18. 马七进五  车３平５ 

 19. 炮二进一  炮２进６   20. 车四进一  车２进６   21. 炮一进四  车５平８ 

 22. 车四平二  车８进１   23. 车二进二  车２平１   24. 炮一进三  炮２退８ 

 25. 兵三进一  车１平７   26. 兵三平四  车７平６   27. 兵四平三  炮２进５ 

 28. 兵三进一  炮６进２   29. 车二退二  炮２平５   30. 兵三进一  车６平７ 

 31. 兵三平二  炮６平３   32. 相七进九  炮３平２   33. 车二平四  炮２进５ 

 34. 相九退七  车７进２   35. 车四进三  车７进１   36. 车四退三  车７平６ 

 37. 帅五平四  卒３平４   38. 兵二平三  炮２退８   39. 炮二退三  卒１进１ 

 40. 炮一退三  卒５进１   41. 炮二平七  炮５平３   42. 兵一进一  炮３退２ 

 43. 炮一进三  炮３平９   44. 炮七平二 

 
 
R05T09 可儿宏晖 先和 洪家川 

红方：日本 可儿宏晖  

黑方：菲律宾 洪家川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D29 顺炮直车对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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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炮二平五  炮８平５    2. 马二进三  车９进１    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７ 

  4.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４    5.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6. 兵七进一  车１进１ 

  7. 马三进四  车４进７    8. 炮八进二  车１平６    9. 仕四进五  车６进３ 

 10. 炮五平四  车６平２   11. 炮八进三  炮５平２   12. 马四进三  卒３进１ 

 13. 兵七进一  车２平３   14. 相三进五  马３进４   15. 车九进一  车４平１ 

 16. 马七退九  马４进５   17. 车二进三  马５退４   18. 马九进七  马４进３ 

 19. 车二平四  士４进５   20. 炮四平三  象３进５   21. 兵一进一  炮２平３ 

 22. 车四平六  炮３平２   23. 马七退九  马３退２   24. 马九进七  马２进３ 

 25. 马七退九  马３退２   26. 马九进七  马２进３   27. 马七退九 

 
 
R05T10 胡景峰 先和 安华 

红方：印尼 胡景峰  

黑方：马来西亚 安华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E07 仙人指路互进右马局  

 
  1. 兵七进一  马８进７    2.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１    3. 马七进六  炮２平４ 

  4. 马二进三  象７进５    5. 炮八平六  炮４平３    6. 车九平八  卒７进１ 

  7. 相三进五  士６进５    8. 炮二进二  车９平６    9. 仕四进五  炮８进２ 

 10. 车八进七  炮８退２   11. 兵九进一  车１平２   12. 车八进二  马１退２ 

 13. 马六进七  马２进１   14. 马七进九  象３进１   15. 炮六平九  象１退３ 

 16. 炮九进四  车６进５   17. 炮二进二  车６平３   18. 炮二平三  车３平１ 

 19. 车一平二  炮８退２   20. 车二进七  车１退１   21. 炮九平七  炮３平４ 

 22. 车二退一  车１平３   23. 炮七平六  车３平４   24. 炮三平一  炮８平６ 

 25. 炮一进三  象５退７   26. 炮一平四  士５退６ 

 
 
R05T11 郭泽辉 先胜 所司和晴 

红方：泰国 郭泽辉  

黑方：日本 所司和晴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C49 中炮过河车互进七兵对屏风马平炮兑车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4.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３    5. 兵七进一  炮８平９    6. 车二平三  炮９退１ 

  7. 兵五进一  士４进５    8. 兵五进一  炮９平７    9. 车三平四  卒７进１ 

 10. 马三进五  卒７进１   11. 马五进六  象３进５   12. 马八进七  车８进８ 

 13. 马七进八  马７进８   14. 车四平三  马８进６   15. 车三进二  马６退４ 

 16. 兵五平六  炮２进５   17.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４   18. 仕六进五  炮４退２ 

 19. 马八进七  炮４平５   20. 车三退四  炮５进３   21. 仕四进五  车８平７ 

 22. 相三进一  车１平４   23. 车八进三  卒７进１   24. 马七进九  马３进４ 

 25. 马九进七  车４进１   26. 炮五平七  马４进３   27. 车八进六  士５退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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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车三平六  将５进１   29. 车六进四  将５平４   30. 炮七退一  马３进４ 

 31. 炮七平八  士４进５   32. 车八退六  士５进４   33. 车八平六  马４退２ 

 34. 车六退一 

 
 
R05T12 刘桂华 先负 赵奕帆 

红方：汶来 刘桂华  

黑方：中华台北 赵奕帆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A42 起马转边炮对进７卒  

 
  1.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2. 炮二平一  马８进７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4. 车二进四  马２进３    5. 兵七进一  炮２进２    6. 车二平四  马７进８ 

  7.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8. 车四平三  象３进５    9. 马八进七  炮２平７ 

 10. 仕六进五  炮８平７ 

 
 
R05T13 瓦尔豆 先负 庄力铭 

红方：芬兰 瓦尔豆  

黑方：汶来 庄力铭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A51 仕角炮对进左马  

 
  1. 炮二平四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4. 兵七进一  马２进３    5. 马八进七  车１进１    6. 炮八进二  车１平６ 

  7. 仕四进五  车６进５    8. 炮八退一  车６退２    9. 相三进五  炮８进４ 

 10. 炮八平七  车６平２   11. 炮七进三  马３退５   12. 炮四进四  马５进６ 

 13. 炮七平四  炮２平３   14. 炮四退四  车２平６   15. 车九平八  士６进５ 

 16. 车八进七  炮３平４   17.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18. 相五进三  车６进２ 

 19. 炮四平五  车６平７   20. 车二进二  车７退１   21. 车八退三  炮４平３ 

 22. 马七退九  炮３平５   23. 炮五平七  象３进１   24. 相七进五  车７退１ 

 25. 兵七进一  车７平３   26. 马三进四  炮８退３   27. 炮七进二  炮５进４ 

 28. 马九进七  炮５退１   29. 马七进六  车３平６   30. 车二平四  炮８平６ 

 31. 炮七平五  车８进９   32. 仕五退四  炮６进２   33. 炮五退一  炮６平２ 

 34. 马六进四  马７进６   35. 车四进三  车８退３   36. 炮五平四  车８平９ 

 37. 兵九进一  卒５进１   38. 炮四退二  车９平５   39. 炮四平八  车５进１ 

 40. 仕六进五  卒５进１   41. 车四进一  炮２进１   42. 车四退三  炮２退２ 

 43. 车四进二  炮２进２   44. 车四退二  炮２退２   45. 车四进二  炮２进２ 

 46. 车四平六  炮２平９   47. 帅五平六  炮９进３   48. 帅六进一  炮９退１ 

 49. 帅六退一  炮９平２ 

 
 
R05T14 单文杰 先和 GREGORIO NAREN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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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方：泰国 单文杰  

黑方：印尼 GREGORIO NAREND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C42 中炮过河车互进七兵对屏风马平炮兑车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4.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３    5. 兵七进一  炮８平９    6. 车二平三  炮９退１ 

  7. 马八进七  炮９平７    8. 车三平四  士４进５    9. 马七进六  车８进５ 

 10. 炮八进二  车８进３   11. 马三退五  卒７进１   12. 炮八退三  车８退３ 

 13. 马六进四  马７进６   14. 车四退一  象３进５   15. 炮八进三  车１平４ 

 16. 炮八平三  炮７进５   17. 炮五平三  车４进８   18. 炮三退一  车４退１ 

 19. 相三进五  将５平４   20. 马五进七  车４平３   21. 车四平八  炮２退２ 

 22. 车八进二  炮７平６   23. 炮三退二  车３退１   24. 车八平七  车８进２ 

 25. 炮三进八  象５退７   26. 车七进二  将４进１   27. 炮三进六  士５进６ 

 28. 车七平八  车３平２   29. 车八退六  炮６平２   30.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９ 

 31. 车八进八  将４退１   32.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33. 车八平四  车８退１ 

 34. 车四退二  炮９平５   35. 仕四进五  车８进３   36. 车四退七  车８平６ 

 37. 帅五平四  卒１进１   38. 炮三退三  炮５平６   39.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40. 炮三平九  炮６平４   41. 相七进九  炮４平６   42. 炮九平八  象７进５ 

 43. 仕五进六  炮６退６   44. 炮八退四  炮６平５   45. 炮八平六  将４平５ 

 46. 炮六平五  将５平４   47. 兵九进一  卒５进１   48. 兵九进一  卒５进１ 

 49. 兵九平八  卒９进１   50. 相五退三  炮５平６   51. 炮五进六  将４平５ 

 52. 炮五退一  卒９进１   53. 兵八平七  卒９平８   54. 仕六进五  卒８平７ 

 55. 相三进五  卒７平６   56. 帅四平五  炮６平５   57. 炮五平八  卒５进１ 

 58. 相九退七  卒５平４   59. 兵七平六  将５平４   60. 炮八退二  卒６平５ 

 61. 兵六进一  卒５平４   62. 炮八进一  炮５进４   63. 帅五平四  后卒平５ 

 64. 炮八退四  卒５进１   65. 炮八进二  炮５平４   66. 炮八平九  将４平５ 

 67. 兵六进一  炮４平６   68. 帅四平五  炮６平２   69. 炮九平八  炮２平１ 

 70. 炮八平九  炮１平２   71. 相五进三  炮２平６ 

 
 
R05T15 MOHD KHAIRUL AQIF 先负 格苏莫夫 

红方：东马 MOHD KHAIRUL AQ  

黑方：俄罗斯 格苏莫夫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B07 中炮对左炮封车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炮８进４ 

  4.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5.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6. 马三进四  象３进５ 

  7. 兵三进一  炮８进１    8. 兵三进一  炮８平３    9. 车二进九  马７退８ 

 10. 马四进五  马３进５   11. 炮五进四  士４进５   12. 车九进一  车１平４ 

 13. 相三进五  车４进３   14. 兵三平四  马８进７   15. 车九平七  炮３平４ 

 16. 车七平六  马７进８   17. 炮八平九  马８退６   18. 炮五平九  马６进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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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炮九进三  车４退１   20. 后炮平七  炮４退１   21. 兵九进一  炮４平９ 

 22. 车六进六  士５进４   23. 兵五进一  炮９平５   24. 仕四进五  马８进６ 

 25. 兵五进一  炮２退１   26. 炮七平八  马６进８   27. 帅五平四  炮５平６ 

 28. 帅四进一  炮２进４   29. 相五进七  炮２退１   30. 仕五退四  炮２平５ 

 31. 炮八进七  将５进１   32. 炮八退七  炮６退１   33. 炮八平五  炮６平１ 

 34. 炮九平三  炮１退２   35. 炮三退三  马８退６   36. 炮三平五  马６退５ 

 37. 炮五进四  象５退３   38. 相七进五  卒９进１   39. 仕四进五  炮１平４ 

 40. 炮五平四  炮４进３   41. 炮四退三  卒９进１   42. 炮四平五  炮５进３ 

 43. 仕五退四  卒９平８   44. 相七退九  卒８平７   45. 相九退七  炮５平３ 

 46. 炮五退二  炮３进１   47. 帅四进一  卒７进１   48. 相七进五  象３进５ 

 49. 相五退三  将５平４   50. 帅四平五  象５进７   51. 帅五平六  炮４进３ 

 52. 炮五进五  将４平５   53. 炮五退六  炮４平６   54. 相三进五  将５平６ 

 55.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56. 相五进七  炮６退７   57. 帅六平五  炮６平５ 

 58. 炮五进七  象７退５   59. 相七退九  炮３退８   60. 帅五退一  象５进３ 

 61. 相九退七  炮３进９   62. 帅五进一  象３退５   63. 帅五退一  炮３退９ 

 64. 帅五退一  炮３平５   65. 帅五平六  象５进３   66. 帅六平五  士６进５ 

 67. 帅五平六  将６进１   68. 帅六进一  将６平５   69. 帅六退一  炮５平４ 

 
 
 
R05T16 LE QUANG NHAT 先胜 郭宝荣 

红方：美国 LE QUANG NHAT  

黑方：泰国 郭宝荣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D14 顺炮直车对缓开车  

 
  1. 炮二平五  炮８平５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4.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5. 兵七进一  炮２进４    6. 马七进八  车９进１ 

  7. 车九进一  车９平４    8. 仕四进五  炮２平７    9. 车九平七  炮５退１ 

 10. 相三进一  象７进５   11. 车二进四  车４进３   12. 车二平四  车１进１ 

 13. 兵五进一  车４平６   14. 车四进一  马７进６   15. 车七进二  炮５平６ 

 16. 马八进七  炮６平３   17. 兵七进一  车１平２   18. 兵五进一  车２进６ 

 19. 兵五平四  士４进５   20. 兵四进一  象５进３   21. 兵四平五  象３退５ 

 22. 兵五平六  车２退４   23. 车七平三  炮３进２   24. 车三平七 

 
 
R05T17 IWAN SETIAWAN 先胜 HOWARD ANAK VINCENT 

红方：印尼 IWAN SETIAWAN  

黑方：东马 HOWARD ANAK VIN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B01 中炮对进右马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卒３进１    3. 车一平二  车１进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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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马八进九  马８进７    5. 车二进七  车１平４    6. 仕六进五  车９进２ 

  7. 车二平一  象７进９    8. 炮八平七  象３进１    9. 车九平八  炮２退１ 

 10. 车八进七  马３进４   11. 车八平三 

 
 
R05T18 布莱恩乔治 先胜 SAM SLOAN 

红方：马来西亚 布莱恩乔治  

黑方：美国 SAM SLOAN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A40 起马局  

 
  1. 马八进七  炮２平５    2. 马二进三  马２进３    3.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4.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5. 车一进一  马８进７    6. 车一平四  士４进５ 

  7. 车四进五  车９进２    8. 炮二进二  炮８退１    9. 马七进八  车２平１ 

 10. 马八进七  车９平８   11. 炮二进四  车８退１   12. 炮八平七  炮５平４ 

 13. 兵七进一  象３进５   14. 兵七平六  马３退４   15. 车四平三  炮４平３ 

 16. 炮七进五  马４进３   17. 车三进一  车８进６   18. 马三退五  车１平４ 

 19. 马五进六  车４进４   20. 马六进八  车４平２   21. 相七进五  车８退１ 

 22. 马八退七  车２平３   23. 马七进六  车８退１   24. 车八进四  车８进１ 

 25.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26. 车三退三  车８平５   27. 车八进三  马３退４ 

 28. 车八进二  车５平１   29. 马七进六  车１平９   30. 马六退五  车３退３ 

 31. 车八退三  卒１进１   32. 马六进四  车９平４   33. 马四进二  车４平６ 

 34. 马五退六  车６进１   35. 马六进四  马４进２   36. 马二进三  将５平４ 

 37. 车三平六  车３平４   38. 车六进四  将４进１   39. 车八进二  将４退１ 

 40.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41. 马四进六  车６平７   42. 马六进八  将４进１ 

 43. 马三退四 

 

第六轮 
 
R06T01 王天一 先胜 王廓 

红方：中国 王天一  

黑方：中国 王廓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E42 对兵互进右马局  

 
  1.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2. 马八进七  马８进７    3.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4.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5. 车一进一  象３进５    6. 车一平四  炮８平９ 

  7. 兵五进一  士４进５    8. 炮八平九  车１平２    9. 车九平八  炮２进４ 

 10. 兵九进一  卒７进１   11. 兵三进一  车８进４   12. 车四进二  车８平２ 

 13. 仕四进五  炮２进１   14. 炮五平四  炮２平６   15. 车八进五  车２进４ 

 16. 炮九平四  马７进８   17. 相三进五  车２平４   18. 炮四退一  炮９平７ 

 19. 马三进二  卒３进１   20. 马七进九  炮７平８   21. 马二退三  炮８平７ 

 22. 马三进二  炮７平８   23. 马二退三  卒５进１   24. 兵七进一  车４平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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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兵五进一  车３平５   26. 马九进七  车５平３   27. 仕五进六  马３进５ 

 28. 炮四平七  车３平２   29. 炮七平五  马５进３   30. 兵三进一  象５进７ 

 31. 车四进二  象７进５   32. 车四进一  马３退４   33. 车四平二  炮８平７ 

 34. 马三进二  车２进２   35. 马七退五  车２平４   36. 车二退一  马４进３ 

 37. 马二进四  炮７进１   38. 炮五平二  车４进１   39. 仕六进五  车４退５ 

 40. 车二进一  炮７平５   41. 车二平三 

 
 
R06T02 李铭坚 先和 郑彦隆 

红方：美国 李铭坚  

黑方：中国香港 郑彦隆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E11 仙人指路飞相对卒底炮  

 
  1.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３    2. 相七进五  马２进１    3.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２ 

  4. 车九平八  炮８平５    5. 炮八进四  马８进７    6. 炮二平四  车９平８ 

  7.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8. 仕四进五  卒１进１    9. 车一平二  车８进９ 

 10. 马三退二  卒５进１   11. 兵一进一  车２进１   12. 马二进一  车２平４ 

 13. 马一进二  车４进３   14. 马二进三  卒３进１   15. 车八进四  马１进３ 

 16. 车八进一  炮５平６   17. 炮八平九  马３退５   18. 炮九进三  卒３进１ 

 19. 车八进四  马５退３   20. 炮九平七  炮３退２   21. 车八平七  车４平３ 

 22. 相五进七  炮６进１   23. 相三进五  士６进５   24. 炮四平三  象７进５ 

 25. 车七平八  马７进５   26. 马三进一  炮６退２   27. 车八退八  卒５进１ 

 28. 兵五进一  马５进６   29. 炮三平四  马６退８   30. 马一退三  炮６平９ 

 31. 车八进二  车３平６   32.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33. 相五进三  炮９进４ 

 34. 相七退五  车６退１   35. 车八平二  炮９平５   36. 车二进二  车６进４ 

 37. 车二平五  车６退４   38. 马三进一  马３进４   39. 马七进五  车６进３ 

 40. 车五平六  马４进６   41. 马五进七  马６进７   42. 车六平五  车６退４ 

 43. 马七进六  车６平９   44. 马六退五 

 
 
R06T03 赖理兄 先和 冯家俊 

红方：越南 赖理兄  

黑方：中国香港 冯家俊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A42 起马转边炮对进７卒  

 
  1.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2. 炮八平九  马２进３    3.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4. 兵三进一  马８进７    5. 马二进三  炮８进４    6. 相三进五  炮２进４ 

  7.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8. 相五进七  炮２平３    9. 车八进九  炮３进３ 

 10. 仕六进五  马３退２   11. 马三进四  炮８退２   12. 炮二平三  车９平８ 

 13. 车一平二  炮８平２   14. 车二进九  马７退８   15. 炮三平五  象７进５ 

 16. 炮五进四  士６进５   17. 相七退五  炮３平１   18. 炮九平八  马２进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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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炮五平七  马８进６   20. 马七进六  炮２平８   21. 炮八平七  马３退１ 

 22. 马六进八  士５进４   23. 马八进六  炮８平２   24. 仕五进六  炮２退１ 

 25. 马六退七  炮２进３   26. 兵一进一  卒７进１   27. 兵三进一  象５进７ 

 28. 马四进六  士４进５   29. 兵五进一  炮２进３   30. 帅五进一  炮１平６ 

 31. 后炮平八  马６进８   32. 炮八进七  士５退４   33. 马七进六  炮６退８ 

 34. 炮八退四  象７退５   35. 前马进四  士４退５   36. 马四退二  象５进３ 

 37. 炮七平五  将５平６   38. 炮五平一  炮６平８   39. 马二退四  马８进７ 

 40. 马四进三  将６平５   41. 马六进四  马７进６   42. 帅五平六  士５进６ 

 43. 马四进六  炮８平４   44. 炮一平六  马１进２   45. 炮六进二  马２退４ 

 46. 马三退四  士６退５   47. 炮八退二  炮２平６   48. 马四进六  马６退７ 

 49. 兵五进一  马７进９   50. 兵五平六  象３退１   51. 炮八平五  将５平６ 

 52. 马六退四  马４进６   53. 兵六平五  马９进８   54. 帅六平五  马８退６ 

 55. 帅五平四  炮６平９   56. 炮六退四  前马进８   57. 帅四平五  马６进８ 

 58. 马四退二  炮９退３   59. 兵九进一 

 
 
R06T04 阮成保 先胜 刘亿豪 

红方：越南 阮成保  

黑方：新加坡 刘亿豪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E20 仙人指路转左中炮对卒底炮飞左象  

 
  1.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３    2. 炮二平五  象３进５    3. 相七进九  卒７进１ 

  4.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5.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6. 马八进六  马２进４ 

  7.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8. 车二进四  士４进５    9. 炮五平四  炮８平９ 

 10. 车二平六  炮９退１   11. 炮八退一  炮３平４   12. 炮四平八  车２平４ 

 13. 马六进四  车８进７   14. 仕六进五  马７进８   15. 兵三进一  马８进７ 

 16. 兵三进一  象５进７   17. 车六平三  炮４平７   18. 车三进一  车８退５ 

 19. 车三退二  炮９平７   20. 车三进四  车８平７   21. 马三进四  车７进３ 

 22. 前炮平六  车４平２   23. 前马退六  车７退１   24. 炮八进五  象７进５ 

 25. 车八进四  车２进１   26. 相九退七  车７进２   27. 车八退二  车７平９ 

 28. 兵五进一  车９退２   29. 炮六进六  炮７平４   30. 炮八平五  车２进６ 

 31. 马六退八  将５平４   32. 马四进三  车９平２   33. 马八进六  卒１进１ 

 34. 马三进五  车２进２   35. 马六进四  车２平６   36. 马五进三  卒９进１ 

 37. 炮五平四  车６平３   38. 相三进五  炮４进５   39. 炮四平五  炮４平９ 

 40. 仕五退六  炮９进３   41. 仕四进五  车３平７   42. 仕五进六  象５退３ 

 43. 马三退一  车７进３   44. 帅五进一  车７平４   45. 兵五进一  车４退２ 

 46. 马四进六  车４平２   47. 炮五平二  车２退５   48. 炮二进三  将４进１ 

 49. 炮二退五  车２进６   50. 帅五退一  车２平４   51. 马一进三  炮９平３ 

 52. 马三退四  炮３平４   53. 马四进五  将４进１   54. 马六退八  车４退１ 

 55. 帅五进一  车４进１   56. 帅五退一  车４退１   57. 帅五进一  车４进１ 

 58. 帅五退一  车４退１   59. 马八进七  车４平５   60. 帅五平四  炮４退６ 

 61. 马五进三  炮４平６   62. 兵五平六  车５退２   63. 兵六进一  将４平５ 

 64. 兵六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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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6T05 庄力铭 先负 葛振衣 

红方：汶来 庄力铭  

黑方：中华台北 葛振衣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A11 顺相局  

 
  1. 相三进五  象７进５    2.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3.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３ 

  4. 炮八平六  马２进１    5.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6. 马七进六  卒３进１ 

  7. 相五进七  马８进７    8. 炮二进四  车１平２    9. 炮二平三  车９平８ 

 10. 相七退五  炮８平９   11. 兵九进一  卒５进１   12. 炮三平七  马１进３ 

 13. 马六进七  车２进４   14. 马七退六  车２进１   15. 马六进七  车２退１ 

 16. 马七退六  车２进１   17. 马六退七  车２退２   18. 仕四进五  马７进５ 

 19. 车九平八  车２进６   20. 马七退八  马５进３   21. 马八进九  车８进６ 

 22. 马九进八  车８平７   23. 马八进七  马３进２   24. 炮六平八  炮３进７ 

 25. 相五退七  车７进１   26. 炮八平六  马２进４   27. 仕五进六  车７退１ 

 28. 车一进二  车７平５   29. 车一平五  车５进１   30. 相七进五  卒５进１ 

 31. 马七进八  炮９进４   32. 马八退九  卒５进１ 

 
 
R06T06 沈毅豪 先胜 郭泽辉 

红方：马来西亚 沈毅豪  

黑方：泰国 郭泽辉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E40 对兵局  

 
  1.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2. 炮八平六  马８进７    3. 马八进七  炮２平４ 

  4. 车九平八  马２进１    5. 马二进三  卒１进１    6. 马七进六  士６进５ 

  7. 炮六平五  象７进５    8. 炮二平一  车９平６    9. 车一平二  马７进６ 

 10. 马六进四  车６进４   11. 炮五进四  车１平２   12. 车八进九  马１退２ 

 13.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１   14. 仕四进五  马１进２   15. 相三进五  车６平５ 

 16. 车二平三  炮８平７   17. 炮五平一  马２进４   18. 车三平四  卒７进１ 

 19. 相五进三  卒３进１   20. 兵五进一  车５平８   21. 马三进五  炮７进４ 

 22. 相三退五  炮４平３   23. 前炮退二  卒３进１   24. 马五进七  马４进３ 

 25. 炮一平七  炮３进５   26. 马七进八  炮７平３   27. 炮一进五  车８进５ 

 28. 仕五退四  车８退５   29. 兵一进一  炮３退４   30. 车四平七  象５进３ 

 31. 车七平三  将５平６   32. 车三平四  炮３平６   33. 炮一平六  象３退５ 

 34. 炮六退八 

 
 
R06T07 赵奕帆 先和 吴宗翰 

红方：中华台北 赵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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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方：新加坡 吴宗翰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E38 仙人指路转左中炮对卒底炮飞左象  

 
  1.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３    2. 炮二平五  象３进５    3. 炮五进四  士４进５ 

  4. 车一进二  马２进４    5. 炮五退一  车１平２    6. 车一平六  马４进５ 

  7. 马八进九  车２进６    8. 车九平八  马８进７    9. 马二进三  炮８进５ 

 10. 相七进五  卒３进１   11. 炮八平七  车２进３   12. 马九退八  卒３进１ 

 13. 炮七进五  马５退３   14. 车六平七  车９平８   15. 车七进二  马７进５ 

 16. 兵五进一  车８进６   17. 车七退一  将５平４   18. 车七平六  将４平５ 

 19. 车六平七  将５平４   20. 车七平六  将４平５   21. 车六平七  将５平４ 

 22. 车七平六  将４平５   23. 车六平七  将５平４   24. 马八进六  车８平９ 

 25. 马六进八  马５进３   26. 仕六进五  后马进５   27. 马八进七  将４平５ 

 28. 车七平五  卒７进１   29. 炮五平六  车９退１   30. 兵五进一  车９平４ 

 31. 兵五进一  车４退１   32. 兵五进一  炮８退４   33. 兵五进一  士６进５ 

 34. 车五进三  车４进５   35. 帅五平六  马３退５   36. 马三进五  卒９进１ 

 37. 兵三进一  卒９进１   38. 兵三进一  马５进７   39. 马五进四  炮８退２ 

 40. 相五进三  士５进４   41. 相三进五  炮８平４   42. 帅六平五  卒９平８ 

 43. 马七进五  士４退５   44. 马五退四  马７退６   45. 后马进二  炮４平１ 

 46. 马四退五  炮１进５   47. 马五进七  炮１平７   48. 相三退一  马６进７ 

 49. 相一退三  炮７平９   50. 马二进三  炮９退３   51. 马三退五  马７退５ 

 52. 仕五进四  象７进５   53. 仕四进五  象５进３   54. 相三进一  炮９退１ 

 55. 相一进三  炮９平４   56. 帅五平四  炮４进２   57. 马七退五  炮４进１ 

 58. 后马进七  将５平６   59. 帅四平五  炮４退１   60. 马七退五  炮４退２ 

 61. 后马进七  炮４平２   62. 马五退六  马５进４   63. 马六退八  将６平５ 

 64. 马八进六  将５平６   65. 马六退八  将６平５   66. 马八进六  象３退５ 

 67. 马六退八  马４退３   68. 马八进六  炮２平４   69. 马六进五  炮４进２ 

 70. 马七退五 

 
 
R06T08 叶乃传 先和 庄宏明 

红方：东马 叶乃传  

黑方：菲律宾 庄宏明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E04 仙人指路对士角炮或过宫炮  

 
  1. 兵七进一  炮８平４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4. 马八进七  车９平８    5. 炮二进四  象７进５    6. 马七进六  炮４进２ 

  7. 炮二平三  车８进９    8. 马三退二  炮２平４    9. 马六进四  车１进１ 

 10. 马四进三  炮４平７   11. 相三进五  车１平８   12. 马二进三  马２进１ 

 13. 炮八平七  车８进２   14. 炮三平七  马１进３   15.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16. 炮七进四  车８进３   17. 车九进二  车８平７   18. 车九平六  炮４平６ 

 19. 车六进三  炮６进２   20. 车六平四  卒９进１   21. 炮七平六  士６进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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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炮六退四  象３退５   23. 车四进一  卒７进１   24. 车四平三  炮７退２ 

 25. 兵九进一  炮６退２   26. 车三平五  卒７平８   27. 马三退一  炮６进４ 

 28. 车五平二  车７平９   29. 马一退三  卒９进１   30. 马三进二  炮６平８ 

 31. 车二平三  车９平５   32. 炮六进四  卒８进１   33. 炮六平五  炮８进１ 

 34. 帅五进一  车５平７   35. 车三退三  卒８平７   36. 马二进一  炮８退４ 

 37. 帅五退一  炮７进３   38. 仕四进五  卒７平６   39. 马一进二  炮８平６ 

 
余略，双方无法复盘，共下 189回合 

 
 
 
 
 
R06T09 黎德志 先胜 胡景峰 

红方：马来西亚 黎德志  

黑方：印尼 胡景峰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E01 仙人指路对飞象  

 
  1. 兵三进一  象７进５    2. 炮二平四  马８进７    3.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4. 车一平二  卒３进１    5. 炮八平六  炮２平４    6. 马八进九  马２进３ 

  7. 车九平八  卒１进１    8. 相三进五  车１进２    9. 车八进六  车１平２ 

 10. 车八平七  炮８进１   11. 炮六进四  炮８退２   12. 炮四进六  卒７进１ 

 13. 兵三进一  象５进７   14. 炮四退一  马７进６   15. 炮六退一  炮４平５ 

 16. 仕四进五  马６进４   17. 炮四平七  象３进１   18. 兵五进一  炮８进２ 

 19. 车七平五  炮８进４   20. 车五平六  炮５进５   21. 相七进五  炮８平５ 

 22. 帅五平四  车８进９   23. 马三退二  车２平３   24. 车六平四  士４进５ 

 25. 马九退七  炮５平２   26. 炮六平五  士５进４   27. 车四进三  将５进１ 

 28. 车四退三  炮２退３   29. 马七进五  炮２平５   30. 马五进六  炮５退２ 

 31. 马六进七  炮５平７   32. 马七退五  炮７平５   33. 马二进三  将５平４ 

 34. 马五进七  炮５退２   35. 马三进四  将４退１   36. 马四进五  车３平２ 

 37. 马五进四  炮５进１   38. 车四平二  车２平３   39. 车二进三  将４进１ 

 40. 马四退五 

 
 
R06T10 安华 先和 可儿宏晖 

红方：马来西亚 安华  

黑方：日本 可儿宏晖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A41 起马对进７卒  

 
  1.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2. 马八进九  马８进７    3. 车九进一  炮２平５ 

  4. 车九平四  马２进３    5. 车四进三  车１平２    6. 兵九进一  卒５进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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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炮八平五  卒３进１    8. 车四进二  炮８进４    9. 仕四进五  炮８平５ 

 10. 马三进五  炮５进４   11. 车四平三  马７进５   12. 车三平四  士６进５ 

 13. 帅五平四  象７进５   14. 车一进一  卒５进１   15. 炮五进二  炮５平４ 

 16. 炮二平五  炮４退３   17. 车四退一  马５进４   18. 车一平四  炮４平５ 

 19. 炮五进四  马３进５   20. 车四平五  车２进３   21. 车四进五  车９平６ 

 22. 车四进三  士５退６   23. 车五平四  士４进５   24. 车四平五  卒９进１ 

 25. 相三进五  马５退７   26. 车五平六  马７进５   27. 车六平五 

 
 
R06T11 洪家川 先胜 刘桂华 

红方：菲律宾 洪家川  

黑方：汶来 刘桂华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A43 起马转仕角炮对进７卒  

 
  1.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2. 炮八平六  马８进７    3.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4.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5. 兵七进一  炮２进４    6. 相三进五  炮２平３ 

  7. 车八进九  马３退２    8. 仕四进五  士６进５    9. 炮二进四  马７进６ 

 10. 车一平四  马６进７   11. 车四进四  象７进５   12. 车四平六  马７进９ 

 13. 炮二退四  炮３平９   14. 车六平一  马９进８   15. 车一退一  马８退７ 

 16. 炮六平三  马２进３   17. 马七进六  卒３进１   18.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19. 炮二平一  车９平６   20. 车一进三  马３进４   21. 炮三平四  炮８平４ 

 22. 马六退七  炮４平３   23. 车一平五  炮３进５   24. 炮四平七  象３退５ 

 25. 车五退一  马４进２   26. 炮七进二  马２退３   27. 车五平三  马３进１ 

 28. 车三平八 

 
 
R06T12 所司和晴 先胜 单文杰 

红方：日本 所司和晴  

黑方：泰国 单文杰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A13 飞相对进左马  

 
  1. 相三进五  马８进７    2.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3. 马八进七  马７进６ 

  4. 车九进一  炮８平６    5.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6.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7. 炮二进五  马６退７    8. 炮二退一  象３进５    9. 马七进六  士４进５ 

 10. 炮八平六  车１平２   11. 车九平二  炮２进３   12. 马六进七  车２平４ 

 13. 马七退八  车４进７   14.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15. 炮二平三  车８平９ 

 16. 车二进三  卒１进１   17.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18. 前车平三  象７进５ 

 19. 马八进七  车９平８   20. 车二进九  马７退８   21. 马七退九  车４退３ 

 22. 马九退七  炮６平７   23. 炮三平二  车４平８   24. 车三平二  车８平７ 

 25. 马三进四  车７平６   26. 仕四进五  炮７平６   27. 马四退三  马８进９ 

 28. 兵九进一  卒９进１   29. 兵九进一  马３进４   30. 兵九平八  车６平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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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车二平三  车７进１   32. 相五进三  象３退１   33. 炮二平一  象１退３ 

 34. 相七进五  炮６进４   35. 兵八进一  炮６平７   36. 兵八平七  马９进７ 

 37. 兵七平六  马７进６   38. 马三退二  马６进４   39. 仕五进六  马４进６ 

 40. 炮一平二  马４退３   41. 炮二退二  马６退７   42. 炮二进五  象５退７ 

 43. 炮二退八  炮７进２   44. 马二进四  象３进５   45. 马四进三  马７进６ 

 46. 仕六进五  马６进７   47. 马三退一  炮７平６   48. 炮二进一  炮６退２ 

 49. 仕五进四  炮６平８   50. 炮二退一  炮８退３   51. 炮二平七  马３进１ 

 52. 兵六平五  马１进３   53. 马一进三  马７进９   54. 相三退一  马３进１ 

 55. 炮七平六  马１进３   56. 马三退二  炮８平７   57. 相五进三  炮７平９ 

 58. 帅五平四  炮９进３   59. 马二进一  卒９进１   60. 马七进八  士５退４ 

 61. 马八进七  将５进１   62. 仕四退五 

 
 
R06T13 郑义霖 先胜 IWAN SETIAWAN 

红方：东马 郑义霖  

黑方：印尼 IWAN SETIAWAN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C41 中炮过河车互进七兵对屏风马平炮兑车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4.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5. 车二进六  炮８平９    6. 车二平三  炮９退１ 

  7. 炮八平七  炮９平７    8. 车三平四  马７进８    9. 兵七进一  马３退５ 

 10. 车四进二  炮２退１   11. 炮五进四  象３进５   12. 车四退一  卒７进１ 

 13. 车九进一  车８进３   14. 炮五退一  卒７平６   15. 炮七平四  卒６平７ 

 16. 兵三进一  炮７进６   17. 兵三进一  马８进９   18. 兵三平四 

 
 
R06T14 GREGORIO NARENDRA 先和 佐佐木雄希 

红方：印尼 GREGORIO NAREND  

黑方：马来西亚 佐佐木雄希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B54 五七炮互进三兵对反宫马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７ 

  4.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5. 马八进九  车９进１    6. 炮八平七  象３进５ 

  7.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8. 车八进四  车９平４    9. 车二进六  炮２进１ 

 10. 兵九进一  士４进５   11. 车二进二  炮２退２   12. 仕四进五  车４进８ 

 13. 仕五退六  炮２平８   14. 车八进五  马３退２   15. 炮五进四  炮６进４ 

 16. 炮五退一  炮６平７   17. 相三进五  马２进３   18. 炮七进三  马７进５ 

 19. 炮七进一  卒７进１   20. 马九进八  卒７进１   21. 相五进三  炮８进３ 

 22. 兵七进一  炮８平７   23. 炮七平一  马５退７   24. 炮一平三  马７进９ 

 25. 马三退五  马９进８   26. 炮三平四  马８退７   27. 马八进七  后炮平８ 

 28. 马五进七  马７进６   29. 炮五退一  炮７进３   30. 相七进五  炮７平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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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帅五进一  将５平４   32. 兵七进一  马６进７   33. 炮四退四  炮８进３ 

 34. 帅五平四  马７进８   35. 帅四平五  马８退７   36. 帅五平四  马７进８ 

 37. 帅四平五  马８退７   38. 帅五平四  马７进８   39. 帅四平五  马８退７ 

 
 
 
R06T15 LE QUANG NHAT 先胜 格苏莫夫 

红方：美国 LE QUANG NHAT  

黑方：俄罗斯 格苏莫夫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A45 起马互进七兵局  

 
  1.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2. 兵三进一  马２进３    3.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９ 

  4. 车九进一  车９进１    5. 车九平六  车１进１    6. 相三进五  车１平４ 

  7. 车一进一  炮２进２    8. 炮二进二  马３进４    9. 兵七进一  炮８平４ 

 10. 车六平四  卒３进１   11. 炮二平七  车９平６   12. 炮七平六  炮４进３ 

 13. 马七进六  车６进７   14. 车一平四  马４退３   15. 马六进八  马３进２ 

 16. 车四平七  车４进６   17. 炮八平九  车４退４   18. 车七进八  卒９进１ 

 19. 车七退四  马２进１   20. 车七平一  马１进３   21. 仕四进五  马３退４ 

 22. 兵一进一  士４进５   23. 相五进七  车４平２   24. 车一平六  车２进４ 

 25. 相七进五  马４进６   26. 车六平四  马６退５   27. 马三进四  马５进６ 

 28. 兵一进一  车２退１   29. 马四进六  马６进７   30. 车四退四  马７退８ 

 31. 兵一进一  马９退７   32. 车四进七  马８进７   33. 帅五平四  车２退２ 

 34. 马六进五  后马退９   35. 马五进七  将５平４   36. 车四退四  车２平４ 

 37. 炮九平六  士５进４   38. 车四进五  将４进１   39. 车四平三  马９进８ 

 40. 车三退一  将４退１   41. 车三退一  将４进１   42. 车三平二  卒１进１ 

 43. 车二平六 

 
 
R06T16 郭宝荣 先胜 瓦尔豆 

红方：泰国 郭宝荣  

黑方：芬兰 瓦尔豆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E10 仙人指路对卒底炮  

 
  1.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３    2. 马二进三  象３进５    3. 马八进七  卒７进１ 

  4. 马七进六  马８进７    5. 炮八平五  马２进４    6.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7. 车八进九  马４退２    8. 马六进五  马７进５    9. 炮五进四  士６进５ 

 10. 相三进五  马２进４   11. 炮五平九  马４进２   12. 炮二平一  卒３进１ 

 13. 兵七进一  马２进３   14. 炮九进三  象５退３   15. 车一平二  炮８平５ 

 16. 仕六进五  马３进２   17. 炮一退一  象７进９   18. 车二进六  马２退４ 

 19. 车二平六  马４退６   20. 车六平七  士５进４   21. 炮一进五  车９平７ 

 22. 炮一平五  将５平６   23. 炮五退一  车７进１   24. 炮九退五  马６进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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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车七平四  炮５平６   26. 炮九平四  车７平５   27. 车四进一 

 
 
R06T17 MOHD KHAIRUL AQIF 先负 布莱恩乔治 

红方：东马 MOHD KHAIRUL AQ  

黑方：马来西亚 布莱恩乔治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C17 中炮过河车对屏风马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4. 车二进六  炮８平９    5. 车二进三  马７退８    6.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7. 马八进七  车１进１    8. 炮八进四  马８进７    9. 马七进六  象７进５ 

 10. 马六进五  马３进５   11. 炮八平五  士６进５   12. 炮五退二  车１平４ 

 13. 仕四进五  车４进４   14. 车九平八  马７进６   15. 车八进五  马６退７ 

 16. 车八进二  车４平３   17. 炮五平八  车３进４   18. 相三进五  车３退３ 

 19.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20. 相五进三  马７进６   21. 车八退二  卒３进１ 

 22. 车八进一  马６进５   23. 车八平三  炮９平６   24. 车三进三  炮６退２ 

 25. 马三进五  车３平５   26. 炮五进四  士４进５   27. 炮八进七  象３进１ 

 28. 车三平一  车５平９   29. 炮八平四  士５退６   30. 帅五平四  车９平６ 

 31. 帅四平五  车６平１   32. 车一退三  卒３进１   33. 车一平五  象１退３ 

 34. 车五平七  卒３进１   35. 仕五退四  卒１进１   36. 车七进三  将５进１ 

 37. 车七平四  卒３进１   38. 仕四进五  卒３进１   39. 帅五平四  卒３平４ 

 40. 车四退一  将５退１   41. 车四退一  车１平５   42. 车四退五  车５平７ 

 43. 相三退一  车７平５   44. 帅四进一  卒１进１   45. 车四平六  卒４平３ 

 46. 相一进三  车５退１   47. 车六平五  车５平７   48. 车五进五  将５平４ 

 49. 车五平六  将４平５   50. 车六平五  将５平４   51. 车五平四  车７平５ 

 52. 车四退二  将４平５   53. 仕五进四  卒３平４   54. 仕六进五  卒１平２ 

 55. 车四平七  车５进１   56. 车七进四  将５进１   57. 车七平四  卒４平５ 

 58. 仕四退五  车５进２   59. 帅四退一  车５退４   60. 车四退五  卒２平３ 

 61. 车四进四  将５退１   62. 车四退四 

 
 
R06T18 SAM SLOAN 先胜 HOWARD ANAK VINCENT 

红方：美国 SAM SLOAN  

黑方：东马 HOWARD ANAK VIN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   

 
 
迟到 

 

第七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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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7T01 郑彦隆 先和 王天一 

红方：中国香港 郑彦隆  

黑方：中国 王天一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B25 中炮两头蛇对左三步虎  

 
  1. 炮八平五  马２进３    2. 兵七进一  车１平２    3. 马八进七  炮２平１ 

  4.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5. 兵三进一  车２进４    6. 兵三进一  象７进５ 

  7. 车九平八  车２平７    8. 兵三平四  马８进７    9. 马二进一  卒３进１ 

 10. 兵七进一  车７平３   11. 车一进一  马７进６   12. 炮二平四  车９平７ 

 13. 车一平二  马３进４   14. 炮五进四  士６进５   15. 相七进五  马４退６ 

 16. 车八进六  炮８平６   17. 炮五退二  后马进４   18. 车八平三  车７平６ 

 19. 炮四平二  炮６平８   20. 炮二平四  炮８平６   21. 炮四平二 

 
 
R07T02 葛振衣 先和 阮成保 

红方：中华台北 葛振衣  

黑方：越南 阮成保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C68 五七炮互进七兵对屏风马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4.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5. 炮八平七  车１平２    6. 马八进九  炮８进２ 

  7. 车二进四  象７进５    8. 兵九进一  炮２平１    9. 车九平八  车２进９ 

 10. 马九退八  卒３进１   11. 仕六进五  马３进２   12. 兵七进一  炮１平２ 

 13. 兵七平八  炮２进７   14. 仕五退六  士６进５   15.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16. 车二平三  炮８平７   17. 马三进四  车８进９   18. 相三进一  车８退１ 

 19. 马四进五  马７进５   20. 炮五进四  将５平６   21. 车三平四  将６平５ 

 22. 兵八平七  象３进１   23. 炮七平八  车８退５   24. 炮八平五  车８进３ 

 25. 兵五进一  车８平３   26. 后炮平八  车３退２   27. 帅五进一  炮７平６ 

 28. 炮五退一  炮６退４   29. 炮八进七  车３退４   30. 炮八退三  车３进８ 

 31. 帅五进一  车３退５   32. 炮八进三  象１退３   33. 车四进四  车３平５ 

 34. 炮八退六  车５平２   35. 炮八平三  车２平７   36. 炮三平八  炮２平４ 

 37. 炮八进六  车７平５   38. 帅五平六  车５平４   39. 帅六平五  车４平５ 

 40. 帅五平六  车５平４   41. 帅六平五  车４平５   42. 帅五平六  车５平４ 

 43. 帅六平五  车４平５   44. 帅五平六 

 
 
R07T03 冯家俊 先胜 李铭坚 

红方：中国香港 冯家俊  

黑方：美国 李铭坚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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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局：E42 对兵互进右马局  

 
  1.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2. 马八进七  马８进７    3. 马二进一  象３进５ 

  4. 炮二平四  车９平８    5. 车一平二  炮８进４    6. 马一退三  炮８进１ 

  7. 相三进五  马２进４    8. 车九进一  马４进６    9. 马七进六  士４进５ 

 10. 炮四进七  士５退６   11. 车二进二  车８进７   12. 炮八平二  车１平４ 

 13. 马六进五  马７进６   14. 车九平四  车４进３   15. 马五退三  前马进７ 

 16. 车四进二  马６进７   17. 车四平三  炮２退１   18. 相五进三  车４进３ 

 19. 车三平四  车４平３   20. 炮二进七  炮２退１   21. 马三进二  车３进３ 

 22. 车四进三  马７退８   23. 车四进一  马８进９   24. 车四平五  将５平４ 

 25. 车五平六  将４平５   26. 马二进一  卒９进１   27. 车六平八  车３退３ 

 28. 车八进二  将５进１   29. 车八退一  将５退１   30. 车八退六  车３平１ 

 31. 兵五进一  车１平７   32. 兵五进一  车７退１   33. 车八平五 

 
 
R07T04 王廓 先和 沈毅豪 

红方：中国 王廓  

黑方：马来西亚 沈毅豪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A36 飞相对进７卒  

 
  1. 相三进五  卒７进１    2. 炮二平三  象７进５    3. 兵七进一  马２进１ 

  4. 马八进七  车１进１    5. 车九进一  马８进７    6. 车九平四  车９进１ 

  7. 兵九进一  炮８退２    8. 马二进一  车９平８    9. 车四进三  车１平４ 

 10. 仕四进五  车４进５   11. 兵一进一  炮２平３   12. 炮八平九  士６进５ 

 13. 炮九进四  卒３进１   14. 马七进九  车４平５   15. 炮三平四  马１进３ 

 16. 兵七进一  炮３进２   17. 马九进七  车５平２   18. 马七退六  车２平４ 

 19. 兵三进一  马３进５   20. 兵三进一  炮３平７   21. 车四平五  车８进６ 

 22. 马一进二  车４平８   23. 马二进一  车８进２   24. 车一平二  炮８进９ 

 25. 马一退三  象５进７   26. 马六进七  马５进３   27. 车五平七  象７退５ 

 28. 炮四进四  炮８平９   29. 车七平三  车８进３   30. 炮四退六  车８退４ 

 31. 炮四进二  车８平７   32. 相五进三 

 
 
R07T05 庄宏明  先负 赖理兄 

红方：菲律宾 庄宏明  

黑方：越南 赖理兄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A42 起马转边炮对进７卒  

 
  1.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2. 炮八平九  马２进３    3.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4. 兵三进一  炮２进４    5. 马二进三  象７进５    6. 相三进五  马８进６ 

  7.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8. 相五进七  炮２平３    9. 相七进五  车２进９ 



59 
 

 10. 马七退八  车９平７   11. 炮二平一  卒７进１   12. 兵三进一  车７进４ 

 13. 车一平二  卒９进１   14. 炮九平七  马３进２   15. 车二进四  马２进１ 

 16. 马三进四  车７平６   17. 炮一平四  马６进７   18. 车二进三  车６进１ 

 19. 车二退一  马７进８   20. 车二平五  炮３平９   21. 车五退二  车６平５ 

 22. 兵五进一  炮９退１   23. 兵五进一  马８进６   24. 兵五进一  炮９平５ 

 25. 仕六进五  马１退３   26. 兵五进一  象３进５   27. 马八进六  炮５退２ 

 28. 马六进七  马３退５   29. 帅五平六  马６退４   30. 马七进六  象５进３ 

 31. 炮七平八  马４进５   32. 马六进七  炮５平４ 

 
 
R07T06 吴宗翰 先和 黎德志 

红方：新加坡 吴宗翰  

黑方：马来西亚 黎德志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B24 中炮过河炮对左三步虎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８    3.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９ 

  4.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5. 炮八进四  马２进３    6. 炮八平七  车１平２ 

  7. 车九平八  炮２进２    8. 车八进四  卒７进１    9.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10. 车八平七  卒７进１   11. 车七平三  马７进６   12. 车一进一  象３进５ 

 13. 马七进八  士４进５   14. 车一平四  车８进４   15. 马八进六  炮９平６ 

 16. 车四平八  炮２平３   17. 车八进八  马３退２   18. 车三平八  马２进１ 

 19. 炮七进一  炮６平３   20. 马六进七  炮３平５   21. 车八进三  象５退３ 

 22. 马七退五  炮５进３   23. 相七进五  象７进５   24. 马五退四  车８退１ 

 25. 兵五进一  马６进８   26. 兵五进一  马８进６   27. 仕四进五  车８进４ 

 28. 车八退四  车８平７   29. 车八平四  车７退３   30. 车四平五  马１进３ 

 31. 马四退六  卒１进１   32. 仕五进四  卒９进１   33. 仕六进五  车７平８ 

 34. 仕五退六  车８平７   35. 兵五进一  车７平４   36. 仕四退五  车４平２ 

 37. 兵五平六  马３进４   38. 车五进一  车２平４   39. 兵六平五  马４进２ 

 40. 马六退八  车４进３ 

 
 
R07T07 刘亿豪 先胜 叶乃传 

红方：新加坡 刘亿豪  

黑方：东马 叶乃传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C78 五七炮互进三兵对屏风马边卒右马外盘河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3.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4.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5. 马八进九  卒１进１    6. 炮八平七  马３进２ 

  7. 车九进一  卒１进１    8. 兵九进一  车１进５    9. 车二进四  车１平４ 

 10. 车九平四  象７进５   11. 马三进四  士６进５   12. 马四进三  车４退１ 

 13. 炮七退一  炮８进２   14. 仕四进五  炮２进１   15. 炮五平三  炮２平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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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炮三进四  车８平６   17. 车四进八  士５退６   18. 相三进五  马７退５ 

 19. 仕五进六  车４平６   20. 兵一进一  马２退３   21. 炮三平二  马３进４ 

 22.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23. 炮二平五  马４退３   24. 炮七进四  马３进４ 

 25. 马九进八  象３进１   26. 马八进七  象１进３   27. 马七进八 

 
 
R07T08 赵奕帆 先和 洪家川 

红方：中华台北 赵奕帆  

黑方：菲律宾 洪家川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E04 仙人指路对士角炮或过宫炮  

 
  1.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６    2.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3. 车九平八  马８进９ 

  4.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７    5.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6. 炮二进四  象３进５ 

  7. 炮八平九  士４进５    8. 马七进六  卒７进１    9. 相三进五  车１平４ 

 10. 马六进七  卒９进１   11. 仕六进五  车８进２   12. 车八进七  炮７进４ 

 13.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14. 车八退三  车８平７   15. 相五进三  象５进３ 

 16. 兵九进一  象７进５   17. 车二进三  车７平８   18. 车八进三  车４进５ 

 19. 炮九进四  车４平１   20. 车二平三  车１退２   21. 马七进五  车１退２ 

 22. 车三平二  象３退５   23. 马三进四  车８平７   24. 相三退五  车１进４ 

 25. 马四退六  车１平４   26. 马六进八  马９进７   27. 车二平三  车７退２ 

 28. 炮二进一  马３退４   29. 车八进二  炮６进１   30. 车三进二  车４退２ 

 31. 马八进六  炮６退２   32. 车三平四  车７平８   33. 炮二平三  炮６平７ 

 34. 车八退三  马７进８   35. 车八平六  马８退６   36. 马六进四  士５进６ 

 37. 车六平五  车８进３   38. 车五平九  士６进５   39. 兵五进一  炮７平６ 

 40. 兵五进一  车８平６   41. 车九平四  炮６进２   42. 兵五平四  炮６平９ 

 43. 炮三平一  炮９平１   44. 炮一平二  炮１平９   45. 炮二平一  炮９平８ 

 46. 相五退三  士５进４   47. 炮一平三  士６退５   48. 炮三退五  炮８进４ 

 49. 炮三平五  马４进３   50. 兵四平三  炮８退７   51. 兵三平二  炮８平９ 

 52. 兵二平一  炮９进６   53. 炮五平六  马３进４   54. 相七进五  炮９平１ 

 55. 炮六退一  炮１退２   56. 兵一进一  炮１退１   57. 仕五进六  马４退６ 

 58. 兵一进一  象５退７   59. 兵一进一  炮１退２   60. 兵一进一  象７进９ 

 61. 相五进七  炮１退１   62. 相三进五  炮１平９   63. 仕四进五  马６进５ 

 64. 帅五平六  将５平６   65. 帅六平五  象９进７   66. 炮六平七  炮９进３ 

 67. 炮七平六  炮９平５   68. 帅五平六  马５进３   69. 炮六平七  象７退５ 

 70. 炮七进一  马３退５   71. 炮七退一  士５进６   72. 炮七平六  士４退５ 

 73. 炮六平七  将６平５   74. 炮七平六  马５进３   75. 炮六平七  将５平４ 

 76. 帅六平五  马３退１   77. 炮七平六  将４平５   78. 帅五平六  马１进２ 

 79. 仕五进四  象５进３   80. 相七退九  马２退１   81. 相九进七  马１进３ 

 82. 炮六平七  象３退１   83. 仕四退五  将５平４   84. 帅六平五  将４进１ 

 85. 帅五平六  将４退１   86. 帅六平五  士５进４   87. 帅五平六  士６退５ 

 88. 帅六平五  将４平５   89. 帅五平六  将５平６   90. 帅六平五  炮５进３ 

 91. 帅五平六  炮５平４   92. 帅六平五  马３退１   93. 炮七平八  象１退３ 

 94. 炮八平七  马１进２   95. 炮七进八  马２退３   96. 炮七平八  马３进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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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炮八退六  将６进１   98. 炮八进五  士５退６   99. 炮八退五  士４退５ 

100. 炮八进五  士５退４  101. 炮八退五  炮４平５  102. 帅五平六  马２进１ 

103. 炮八退三  马１退２  104. 炮八进一  马２退１  105. 仕五进四  士６进５ 

106. 炮八进七  士５进６  107. 炮八退四  马１退２  108. 炮八退三  马２进４ 

109. 炮八平五  炮５平１  110. 炮五平四  马４进３  111. 仕四退五  将６平５ 

112. 相五进三  马３退５  113. 相三退五  炮１平５  114. 仕五退四  马５进３ 

115. 炮四平五  马３进５  116. 帅六平五  炮５退４  117. 炮五进六  将５进１ 

118. 仕四进五  马５退６  119. 帅五平四  士６退５  120. 仕五退六  士５退６ 

121. 仕六进五 

 
 
R07T09 可儿宏晖 先负 LE QUANG NHAT 

红方：日本 可儿宏晖  

黑方：美国 LE QUANG NHAT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C35 中炮过河车互进七兵对屏风马左马盘河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4.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３    5. 兵七进一  马７进６    6. 炮八进三  车１进１ 

  7.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６    8. 炮八平三  象３进５    9. 炮五平四  马６进７ 

 10. 炮四进四  炮２进２   11. 炮三退一  车８进１   12. 车二平三  士６进５ 

 13. 仕六进五  炮８进５   14. 马七进六  炮２进１   15. 马六进七  炮２平７ 

 16. 车三进三  车６退１   17. 车三退五  车６进３   18. 车三退一  车８进１ 

 19. 车九平八  车６进１   20. 相七进五  车６进４   21. 帅五平六  象５退３ 

 22. 车三进六  士５退６   23. 车三退五  车８平４   24. 马七退六  炮８退６ 

 25. 帅六平五  马３进４   26. 兵七进一  马４退６   27. 车三平二  马６退８ 

 28. 车二平三  马８进９   29. 车三平五  马９进８   30. 车五进二  象３进５ 

 31. 兵七平六  炮８平４   32. 车八进五  马８进７   33. 帅五平六  炮４进３ 

 34. 车八平六  车４进２   35. 车五退二  车６退２   36. 仕五进六  车６进３ 

 37. 帅六进一  车４平３   38. 马六退八  车３进２   39. 车五平八  车６平２ 

 
 
 
R07T10 郭泽辉 先负 郑义霖 

红方：泰国 郭泽辉  

黑方：东马 郑义霖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C15 中炮巡河车对屏风马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卒３进１ 

  4. 车二进四  马２进３    5.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6. 车二平七  炮２退１ 

  7. 炮八平七  车１进２    8. 车七平二  马３进２    9. 马八进九  车１平３ 

 10. 炮七平六  卒７进１   11. 兵九进一  炮８进２   12. 车九进一  炮２平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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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仕六进五  车８进１   14. 马九进八  车３进７   15. 炮六退二  车８平４ 

 16. 炮五平七  象３进１   17. 相三进五  车３平２   18. 炮七退二  车２退３ 

 19. 车九平七  象１进３   20. 车七平九  炮３平２   21. 兵九进一  卒１进１ 

 22. 车九进四  炮２进４   23. 车九平八  卒７进１   24. 车二进一  马７进８ 

 25. 兵三进一  马８进７   26. 相五退三  象７进５   27. 炮七进二  车４进５ 

 28. 炮七平九  炮２平１   29. 车八平九  车４退１   30. 炮九平六  车４平７ 

 31. 炮六进四  车７平４   32. 前炮平九  炮１平３   33. 车九退五  车４进３ 

 34. 车九平七  炮３平１   35. 炮九平一  车２进１   36. 炮一平三  炮１进２ 

 37. 马三退一  车２平８   38. 马一进三  马７进５   39. 相三进五  车８平７ 

 40. 相五进七  炮１退１ 

 
 
R07T11 安华 先负 庄力铭 

红方：马来西亚 安华  

黑方：汶来 庄力铭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A41 起马对进７卒  

 
  1.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2. 马八进九  卒１进１    3. 车九进一  马８进７ 

  4. 车九平四  马２进３    5. 仕四进五  炮２平１    6. 车四进三  卒３进１ 

  7. 炮八平六  车１平２    8.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9. 车四平三  炮８退１ 

 10. 相三进五  炮８平７   11. 车三平四  炮７进６   12. 炮六平三  象３进５ 

 13. 炮二进二  马３进４   14. 车四平六  马７进６   15. 车六进一  马６进８ 

 16. 炮三进二  炮１进４   17. 兵五进一  车９平８   18. 车六进一  卒３进１ 

 19. 相五进七  车２进４   20. 车六平五  车２平６   21. 车五平八  马８进９ 

 
 
 
R07T12 佐佐木雄希 先胜 所司和晴 

红方：马来西亚 佐佐木雄希  

黑方：日本 所司和晴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E01 仙人指路对飞象  

 
  1. 兵七进一  象３进５    2. 炮八平六  卒７进１    3.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4.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5.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6.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7. 车八进六  炮８平９    8. 车一进一  车８进５    9. 相七进九  马７进６ 

 10. 车一平四  马６进７   11. 车四进二  卒７进１   12. 马七进六  车８退２ 

 13. 相三进一  车８平７   14. 相一进三  车７进２   15. 马六进五  炮２平１ 

 16. 车八平七  炮１进４   17. 兵五进一  炮１平３   18. 车七平六  车７平５ 

 19. 炮五退一  车２进６   20. 相九退七  马３进５   21. 车四平三  士４进５ 

 22. 车三平六  炮９平８   23. 炮六平五  车５平７   24. 后炮进五  车２退６ 

 25. 后车平七  车７进２   26. 车七平二  炮８平７   27. 前炮平九  车７退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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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兵七进一  车７平３   29. 车六平三  炮７平６   30. 车三进三  车２进３ 

 31. 车三退二  车２平１   32. 车三平四  车１平５   33. 车四退四  车３进４ 

 34. 车四平五  车５平４   35. 车五平六  车４进３   36. 车二平六  车３退５ 

 37. 车六平五  将５平４   38. 炮五进五  车３平４   39. 仕四进五  卒９进１ 

 40. 车五退一 

 
 
R07T13 GREGORIO NARENDRA 先和 GREGORIO NARENDRA 

红方：印尼 GREGORIO NAREND  

黑方：印尼 GREGORIO NAREND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C48 中炮过河车互进七兵对屏风马平炮兑车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4.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３    5. 兵七进一  炮８平９    6. 车二平三  炮９退１ 

  7. 炮八平六  炮９平７    8. 车三平四  马７进８    9.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２ 

 10. 车九平八  士６进５   11. 车四进二  炮７进１   12. 车八进六  象３进５ 

 13. 马七进六  炮２退１   14. 车四退四  马８进７   15. 马六进五  马７进５ 

 16. 马五进三  马５进７   17. 帅五进一  车８进２   18. 马三退四  炮２平４ 

 19. 车八进三  马３退２   20. 炮六退一  马７进９   21. 马四进六  炮４进７ 

 22. 帅五平六  马２进１   23. 相三进五  车８进１   24. 马六退五  卒１进１ 

 25. 车四进一  马９退８   26. 帅六平五  车８平７   27. 马三进二  车７平８ 

 28. 马二退三  车８平７   29. 车四退二  卒７进１   30. 车四平二  马８进９ 

 31. 车二退二  卒７进１   32. 马三退二  卒７进１   33. 车二平一  卒７平８ 

 34. 车一退一  车７进５   35. 马二进四  将５平６   36. 马五进四  马１进２ 

 37. 马四退三  车７平６   38. 帅五退一  卒８平７   39. 仕四进五  马２进１ 

 40. 车一平四  车６进１   41. 仕五退四  卒１进１   42. 兵五进一  卒１平２ 

 43. 马三退五  卒７平６   44. 兵五进一  卒２进１   45. 仕六进五  卒６进１ 

 46. 相七进九  卒２平３   47. 相五退七  卒６平７   48. 兵五平六  前卒平４ 

 49. 马五进三  卒３进１   50.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51. 兵六平七  马１进３ 

 52. 马三进五  卒４平５   53. 马五进三  卒７平６   54. 马三进二  将６平５ 

 55. 马二退一  士５退６   56. 马一退三  象７进５   57. 马三进四  将５进１ 

 58. 兵七平六  马３退２   59. 兵六进一  卒５平４   60. 马四退五  象５退７ 

 61. 兵一进一  卒４进１   62. 相七进五  卒４平５   63. 马五退四  马２进１ 

 64. 帅五平六  马１退２   65. 兵一进一  马２进３   66. 帅六进一  马３退５ 

 67. 帅六退一  马５进３   68. 帅六进一  马３退５   69. 帅六退一  马５进３ 

 70. 帅六进一  马３退５ 

 
 
R07T14 格苏莫夫 先负 郭宝荣 

红方：俄罗斯 格苏莫夫  

黑方：泰国 郭宝荣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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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局：E11 仙人指路飞相对卒底炮  

 
  1. 兵三进一  炮８平７    2. 相三进五  马８进９    3. 炮二平四  车９平８ 

  4. 马二进三  炮２平５    5. 马三进四  马２进３    6.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２ 

  7. 车九平八  车２进６    8. 马四进六  卒３进１    9. 马六进五  象７进５ 

 10. 炮八平九  车２进３   11. 马七退八  车８进６   12. 马八进七  马９退７ 

 13. 兵一进一  士６进５   14. 兵一进一  炮７平９   15.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16. 相五进七  马３进４   17. 炮九进四  炮９进２   18. 相七退五  马４进６ 

 19.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20. 炮九平一  车８退２   21. 兵五进一  马６进４ 

 22. 炮四退一  炮９平５   23. 仕六进五  车８进２   24. 炮一退三  马４进２ 

 25. 相七进九  炮５平９   26. 车一平三  车８平９   27. 马七进六  车９平８ 

 28. 车三平一  炮９进２   29. 马六进八  士５进４   30. 炮四进三  马７进６ 

 31. 仕五进六  马２退４   32. 炮四退三  马６进５   33. 仕四进五  士４进５ 

 34. 兵九进一  马４退６   35. 相九退七  马６进７   36. 炮四进四  车８退２ 

 37. 车一进二  车８平６   38. 车一平三  车６平２   39. 车三平二  炮９平２ 

 40. 车二进一  炮２进３   41. 相七进九  炮２平１   42. 帅五平四  车２平６ 

 43. 帅四平五  炮１退４   44. 车二平五  车６进１   45. 车五平九  马５退３ 

 46. 相九进七  炮１退２   47. 车九平五  马３进５   48. 车五平二  炮１平５ 

 49. 车二进六  士５退６   50. 帅五平六  车６退１   51. 车二退六  车６平９ 

 52. 相五退三  车９平２   53. 车二平六  车２进５   54. 帅六进一  马５退３ 

 55. 车六进三  炮５进２   56. 相三进五  马３进１   57. 车六进一  马１进３ 

 
 
 
R07T15 IWAN SETIAWAN 先胜 布莱恩乔治 

红方：印尼 IWAN SETIAWAN  

黑方：马来西亚 布莱恩乔治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A07 金钩炮局  

 
  1. 炮二平七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4. 马八进九  炮８进４    5. 炮八进二  象３进５    6. 炮八平三  马３退２ 

  7. 车九平八  马２进４    8. 车八进四  卒７进１    9. 炮三平二  炮８平５ 

 10. 马三进五  炮２平３   11. 炮七平二  车８平９   12. 车二进一  马４进６ 

 13. 后炮平五  马６进５   14. 马五进六  炮３平４   15. 炮二平一  车９平８ 

 16. 车二进八  马７退８   17. 炮五进四  士４进５   18. 车八平五  马５退７ 

 19. 马六进四  马７退９   20. 炮五退一  炮４退１   21. 车五平六  车１进１ 

 22. 车六进二  车１平３   23. 炮一平七  车３平２   24. 车六平七  炮４退１ 

 25. 兵九进一  卒９进１   26. 马九进八  马８进７   27. 马八进九  车２平４ 

 28. 炮五平八  炮４平２   29. 车七进三 

 
 
R07T16 HOWARD ANAK VINCENT 先负 单文杰 

红方：东马 HOWARD ANAK VIN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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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方：泰国 单文杰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D30 中炮不进三兵对左炮封车转列炮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4. 马八进九  炮８进４    5. 兵五进一  炮２平５    6. 车九进一  马２进３ 

  7. 车九平六  车１平２    8. 炮八平七  炮５进３    9. 仕六进五  士４进５ 

 10. 兵九进一  象３进５   11. 车二进一  车２进７   12. 炮七进四  卒５进１ 

 13. 帅五平六  车８进３   14. 车六进一  车２平４   15. 仕五进六  卒７进１ 

 16. 兵三进一  炮８平４   17. 车二平六  车８平３   18. 马九退七  车３进３ 

 19. 马七进六  车３进３ 

 
 
R07T17 刘桂华 先胜 SAM SLOAN 

红方：汶来 刘桂华  

黑方：美国 SAM SLOAN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A42 起马转边炮对进７卒  

 
  1.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2. 炮二平一  炮２平６    3. 车一平二  车９进２ 

  4. 车二进四  马２进３    5.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２    6. 车九平八  象３进５ 

  7. 兵七进一  马８进７    8. 炮八进四  士４进５    9. 车八进四  马７进６ 

 10.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11. 车二平三  炮８平７   12. 车三进二  炮６退１ 

 13. 车三平四  炮７进７   14. 仕四进五  车９平６   15. 车四进一  士５进６ 

 16. 炮八平五  炮６平５   17. 车八进五  马３退２   18. 炮五平九  马２进１ 

 19. 炮一进四  炮５平８   20. 兵九进一  马６进７   21. 兵九进一  炮８进６ 

 22. 马七进六  马７退８   23. 兵一进一  马８进６   24. 马六退四  炮８退１ 

 25. 相七进五  炮８平５   26. 马三进四  炮７平８   27. 帅五平四  炮５平２ 

 28. 炮一平五  士６退５   29. 前马进六  炮２进３   30. 相五退七  炮８退５ 

 31. 马六进四  炮８平６ 

 
余略，对手没有吃将 

 
 
 
 
 
R07T18 瓦尔豆 先胜 MOHD KHAIRUL AQIF 

红方：芬兰 瓦尔豆  

黑方：东马 MOHD KHAIRUL AQ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A50 仕角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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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炮二平四  炮８平５    2. 马八进七  马８进７    3.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4. 车一平二  车８进９    5. 马三退二  马２进３    6. 炮四进五  炮５进４ 

  7. 炮四平八  炮５退２    8. 炮八平三  卒３进１    9. 炮三平六  马３进４ 

 10. 炮八进三  车１进２   11. 炮六退一  车１平４   12. 炮六平三  炮５进１ 

 13. 炮八平六  车４进２   14. 炮三平九  车４进２   15. 炮九退二  车４平３ 

 16. 车九进二  车３平７   17. 马七进六  卒３进１   18. 马六进五  车７平５ 

 19. 仕六进五  炮５退１   20. 马五退七  车５平３   21. 帅五平六  卒３平２ 

 22. 马七进六  将５进１   23. 马六退五  卒２平１   24. 兵九进一  车３退２ 

 25. 车九平五  象３进５   26. 马五退三  车３进５   27. 帅六进一  车３退６ 

 28. 车五平六  将５平６   29. 马二进三  车３平７   30. 后马进五  车７进１ 

 31. 车六进三  车７退１   32. 车六进四  士６进５   33. 车六退四  将６退１ 

 34. 相三进五  将６平５   35. 马五进七  车７平５   36. 马七进六  士５进４ 

 37. 马六退八  车５进４   38. 车六进二  将５平６   39. 马三进四  车５平８ 

 40. 车六进二  将６进１   41. 马八进六  车８退４   42. 马六退五  卒９进１ 

 43. 车六退一  将６退１   44. 马四进三  车８平５   45. 马五进四  象５进３ 

 46. 车六进一  将６进１   47. 马四进二  将６进１   48. 车六平四 

 

第八轮 
 
R08T01 赖理兄 先和 王天一 

红方：越南 赖理兄  

黑方：中国 王天一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E40 对兵局  

 
  1.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2. 炮八平五  马２进３    3. 马八进七  马８进７ 

  4.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5. 马二进一  卒９进１    6. 炮二平三  马７进８ 

  7. 车八进六  象７进５    8. 车一进一  车９进３    9. 车一平四  炮２平１ 

 10. 车八平七  炮１退１   11. 车七平六  车２进４   12. 马七进六  士４进５ 

 13. 炮三退一  炮１进５   14. 车四平七  象３进１   15. 兵五进一  炮１平４ 

 16. 兵七进一  车２平３   17. 车七进四  象１进３   18. 车六平八  炮４平５ 

 19. 炮三平五  炮５进２   20. 仕六进五  卒７进１   21. 兵三进一  炮８平７ 

 22. 仕五退六  车９平７   23. 马六进五  马８进６   24. 兵五进一  马６退５ 

 25. 炮五进四  车７进２   26. 相七进五  车７退１ 

 
 
R08T02 郑彦隆 先负 冯家俊 

红方：中国香港 郑彦隆  

黑方：中国香港 冯家俊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C70 五七炮对屏风马进３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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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炮八平五  马２进３    2. 兵七进一  车１平２    3. 马八进七  卒７进１ 

  4. 车九平八  马８进７    5. 车八进六  车９进１    6. 炮二平三  车９平６ 

  7. 马二进一  马７进８    8. 马七进六  车６进２    9. 车一进一  象７进５ 

 10. 车一平六  炮２退１   11. 马六进七  炮２平７   12. 车八进三  马３退２ 

 13. 车六进三  马２进３   14. 兵一进一  车６进３   15. 车六平五  卒７进１ 

 16. 车五平三  炮７平３   17. 马七退六  车６平５   18. 炮三退一  马３进４ 

 19. 相七进九  马８进６   20. 兵七进一  车５平４   21. 马六进四  马６进５ 

 22. 相三进五  马４进３   23. 相五退七  士４进５   24. 马一进二  卒５进１ 

 25. 马二进三  马３进２   26. 相七进五  车４进３   27. 帅五进一  马２退４ 

 28. 相九进七  车４平５   29. 帅五平四  炮８平６   30. 马四进五  象３进５ 

 31. 马三进五  炮３进４   32. 炮三进一  卒５进１   33. 车三进二  车５退２ 

 34. 炮三平六  卒５平６   35. 马五退四  卒６进１ 

 
 
R08T03 阮成保 先胜 沈毅豪 

红方：越南 阮成保  

黑方：马来西亚 沈毅豪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B44 五六炮左正马对反宫马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７ 

  4. 炮八平六  车１平２    5. 马八进七  炮２平１    6.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7. 马七进六  士６进５    8. 车九进二  车９平８    9. 车二进九  马７退８ 

 10. 车九平七  象７进５   11. 车七进一  车２进４   12. 兵五进一  马８进７ 

 13.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14. 马六进七  炮６进３   15. 仕四进五  马７进６ 

 16. 炮六平七  马３退１   17.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18. 马三进五  卒５进１ 

 19. 马五进三  炮１平３   20. 兵七进一  炮３进２   21. 炮七平六  车２退１ 

 22. 马七进六  炮３退２   23. 车七平二  车２平７   24. 相三进一  卒５进１ 

 25. 车二进六  士５退６   26. 炮五平四  马６退７   27. 车二退一  马１进２ 

 28. 炮四平三  车７平３   29. 相七进九  炮６平２   30. 炮六平八  车３进４ 

 31. 炮三进五  士４进５   32. 炮三平七  马２进４   33. 炮七平八  炮２平５ 

 34. 前炮进二  象３进１   35. 马六退八  将５平４   36. 车二退二 

 
 
R08T04 王廓 先和 葛振衣 

红方：中国 王廓  

黑方：中华台北 葛振衣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A60 过宫炮局  

 
  1. 炮二平六  卒７进１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兵七进一  车９平８ 

  4.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１    5. 兵九进一  炮２平３    6. 马七进八  炮８进３ 

  7. 马八进九  车１平２    8. 炮八平七  炮３平５    9. 车九进三  炮８进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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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相三进五  卒５进１   11. 车九退一  马７进６   12. 仕四进五  马６进５ 

 13. 车一平二  马５进７   14. 炮六平三  卒５进１   15. 炮三进三  车８进４ 

 16. 炮三进一  车２进６   17. 炮三平五  士４进５   18. 炮七退一  卒５平４ 

 19. 车九平六  卒４进１   20. 车六平七  炮８进１   21. 兵七进一  车８平５ 

 22. 车二进二  车５退１   23. 兵七进一  卒４进１   24. 兵七平六  车５平４ 

 25. 车七进七  士５退４   26. 马九退七  车２平６   27. 马七退五  车４进２ 

 28. 仕五进六  车４平５   29. 炮七平五  车５平６   30. 车二退二  马１进２ 

 31. 炮五进六  象７进５   32. 车七退五  马２进４   33. 车二平三  车６平４ 

 34. 仕六退五  车６进３   35. 车三平四  车６平９   36. 相五退三  车９退２ 

 37. 车四进七  车９平７   38. 车四平五  士６进５   39. 车五退三 

 
 
R08T05 庄力铭 先负 刘亿豪 

红方：汶来 庄力铭  

黑方：新加坡 刘亿豪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A45 起马互进七兵局  

 
  1.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2. 兵三进一  马２进３    3. 马二进三  车１进１ 

  4. 炮八平九  马３进２    5. 马三进四  象７进５    6. 炮二平四  马８进６ 

  7.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７    8. 炮九退一  卒７进１    9. 炮九平三  炮８平７ 

 10. 车二进四  车７平８   11. 车二进五  马６退８   12. 相三进五  卒７进１ 

 13. 炮三进六  马８进７   14. 相五进三  车１平４   15. 相三退五  车４进４ 

 16. 马四退三  马２进３   17.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３   18. 车八进六  车４进３ 

 19. 马三进四  炮３退１   20. 车八进二  炮３平５   21. 仕四进五  车４退５ 

 22. 车八退四  卒５进１   23. 炮四进一  卒５进１   24. 兵五进一  车４进５ 

 25. 兵五进一  炮５进３   26. 马七进五  马３进５   27. 炮四退二  马５进７ 

 28. 马四进三  炮５退１   29. 马三进一  士４进５   30. 车八平三  车４退２ 

 31. 车三退三  车４平５   32. 马一进三  将５平４   33. 帅五平四  车５平９ 

 34. 炮四进一  马７进６   35. 车三进五  车９平７   36. 车三退三  马６进７ 

 37. 炮四平九  炮５进３   38. 仕五进六  卒３进１   39. 炮九进四  象５退７ 

 40. 兵九进一  卒３进１   41. 马三退四  炮５退３   42. 兵九进一  卒３平４ 

 43. 仕六退五  卒９进１   44. 兵九平八  卒９进１   45. 炮九退五  士５进６ 

 46. 兵八平七  卒９平８   47. 兵七平六  士６进５   48. 兵六平五  炮５平３ 

 49. 炮九进三  象３进５   50. 炮九平六  将４平５   51. 马四退六  象５进３ 

 52. 兵五进一  炮３进６ 

 
 
R08T06 黎德志 先胜 赵奕帆 

红方：马来西亚 黎德志  

黑方：中华台北 赵奕帆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E21 仙人指路转左中炮对卒底炮飞左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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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兵三进一  炮８平７    2. 炮八平五  象７进５    3. 仕四进五  卒３进１ 

  4.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5.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6. 车八进四  士６进５ 

  7. 炮二平四  炮２平１    8. 车八平四  车２进６    9. 马二进三  车２平３ 

 10.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９   11. 兵一进一  炮７平６   12. 炮四进五  士５进６ 

 13. 仕五进六  士６退５   14. 相七进九  车９平７   15. 车二进五  卒７进１ 

 16. 兵三进一  马３进４   17. 车四进一  马４进５   18. 马三进五  车３平５ 

 19. 马七进六  炮１进４   20. 车四进一  卒５进１   21. 马六进七  车５平７ 

 22. 车二进二  炮１平３   23. 马七进八  前车进３   24. 帅五进一  车７退１ 

 25. 帅五退一  前车进１   26. 帅五进一  车７退１   27. 帅五退一  前车进１ 

 28. 帅五进一  车７退１   29. 帅五退一  车７平２   30. 车二平一  炮３进３ 

 31. 仕六进五  炮３平１   32. 马八退七  车２进１   33. 相九退七  车７进４ 

 34. 车一进二  象５退７   35. 帅五平四  象３进５   36. 帅四进一  炮１退１ 

 37. 帅四进一  车２退６   38. 仕五退六  车２平３   39. 炮五进五  士５退６ 

 40. 车四进三  将５进１   41. 车一退一 

 
 
R08T07 LE QUANG NHAT 先胜 李铭坚 

红方：美国 LE QUANG NHAT  

黑方：美国 李铭坚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A40 起马局  

 
  1. 马八进七  炮８平６    2. 兵七进一  马８进７    3. 马二进一  车９平８ 

  4. 车一平二  象３进５    5. 炮二进四  卒７进１    6. 炮二平三  车８进９ 

  7. 马一退二  马２进３    8. 仕六进五  车１进１    9. 马二进一  车１平８ 

 10. 炮三平七  卒５进１   11. 炮八进四  炮２退２   12. 相七进五  马３退１ 

 13. 炮八退三  车８平３   14. 炮八平七  车３平２   15. 车九平六  车２进６ 

 16. 后炮平六  士４进５   17. 兵一进一  马１进２   18. 炮六进三  马２退３ 

 19. 炮六平三  炮２进３   20. 炮三平八  车２退４   21.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22. 炮七进一  马７进６   23. 车六进五  马３进５   24. 车六平七  车２平３ 

 25. 车七进一  马５进３   26.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27. 相五进三  炮６平９ 

 28. 相三退五  炮９进３   29. 炮七平八  炮９进１   30. 炮八退六  马３退５ 

 31. 仕五进四  马５进４   32. 炮八平五  象７进５   33.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34. 炮五进三  卒９进１   35. 炮五进一  卒９进１   36. 马七进六  炮９平５ 

 37. 仕四进五  炮５退１   38. 马一退三  马６进８   39. 马六进八  卒９进１ 

 40. 帅五平六  马４进２   41. 相五进三  马２进３   42. 帅六进一  马８进７ 

 43. 马三进五  炮５进１   44. 马五进七  马３退１   45. 马八进九  炮５平４ 

 46. 马七进六  马１退３   47. 炮五退三  马７进９   48. 马九进七  将５平４ 

 49. 相三进一  炮４平８   50. 炮五进二  炮８退５   51. 炮五平六  士５进４ 

 52. 马六进五 

 
 
R08T08 郑义霖 先和 吴宗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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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方：东马 郑义霖  

黑方：新加坡 吴宗翰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C48 中炮过河车互进七兵对屏风马平炮兑车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4.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３    5. 兵七进一  炮８平９    6. 车二平三  炮９退１ 

  7. 炮八平六  车１平２    8. 马八进七  炮２平１    9. 兵五进一  炮９平７ 

 10. 车三平四  炮７平５   11. 炮六退一  车８进６   12. 车九进一  车２进４ 

 13. 炮六进二  车８退４   14. 炮六平七  炮５进４   15. 马七进五  炮５进２ 

 16. 相三进五  马３退５   17. 车四平三  马５进４   18.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19. 炮七进六  士４进５   20. 马五进四  马４退３   21. 车九平六  炮１平４ 

 22. 马四进三  象７进５   23. 前马退五  象５退３   24. 车六进四  象３进５ 

 25.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26. 车三退二  车８进１   27. 马五退四  车２进２ 

 28. 马四进三  车２退３   29. 前马退五  炮４退２   30. 车六进三  马３进４ 

 31. 马三进二  马４进６   32. 马二退三  车８平５   33. 马五退四  马６退８ 

 34. 车三平四  马８退６   35. 马三进二  车２进３   36. 车六进一  将５平４ 

 37. 马四进六  车５平２   38. 马六退八  车２进３   39. 车四退一  车２退３ 

 40. 马二进四  象５退３   41. 车四平七  车２平３   42. 马四退五  将４平５ 

 43. 马五进三  象３进５   44. 仕六进五  卒１进１   45. 兵一进一 

 
 
R08T09 洪家川 先和 叶乃传 

红方：菲律宾 洪家川  

黑方：东马 叶乃传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A60 过宫炮局  

 
  1. 炮二平六  卒７进１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马八进九  卒１进１ 

  4. 炮八平七  马２进１    5.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6.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7. 车二进六  士６进５    8. 仕六进五  象７进５    9. 相七进五  炮８平９ 

 10. 车二平三  炮９退１   11. 炮六进五  士５进４   12. 车三进一  士４退５ 

 13. 车三退一  炮２进６   14. 马九退七  炮２退１   15. 马七进九  炮２进１ 

 16. 马九退七  炮２退１   17. 马七进九  炮２进１   18. 马九退七  炮２退１ 

 19. 马七进九  炮２进１   20. 马九退七  炮２退１   21. 马七进九 

 
 
R08T10 庄宏明 先胜 佐佐木雄希 

红方：菲律宾 庄宏明  

黑方：马来西亚 佐佐木雄希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A12 列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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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相三进五  象３进５    2.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3. 马二进三  马２进３ 

  4. 炮二平一  炮８平６    5.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７    6. 马八进九  车９进１ 

  7. 车九进一  车９平４    8. 车九平四  士４进５    9. 仕四进五  卒１进１ 

 10. 车四进三  炮２进２   11. 兵七进一  车４进３   12. 炮一退一  卒３进１ 

 13. 车四平七  炮２退３   14. 炮八平六  车１平２   15. 车二进六  炮２进２ 

 16. 车二退三  炮２进３   17. 兵五进一  炮２退５   18. 车七平八  马３进２ 

 19. 马九进七  炮２进４   20. 马七进六  炮２进４   21. 车二平八  马２退３ 

 22. 车八进六  马３退２   23. 炮一平三  炮２退７   24. 马三进四  马２进３ 

 25. 马六进七  炮６平３   26. 炮三进五  象７进９   27. 炮六平九  炮２平１ 

 28. 炮九进三  炮１进４   29. 炮九进二  将５平４   30.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31. 马四进六  炮３平４   32. 炮九平五  将４进１   33. 马六退八  炮４平３ 

 34. 马八进七  卒５进１   35. 炮五平一 

 
 
R08T11 单文杰 先胜负和 安华 

红方：泰国 单文杰  

黑方：马来西亚 安华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B10 中炮对单提马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９    3. 车一平二  车９进１ 

  4. 马八进七  车９平４    5. 兵七进一  车４进３    6. 车二进四  车１进１ 

  7. 车二平六  车１平４    8. 车六进一  车４进３    9. 兵三进一  士４进５ 

 10. 马三进四  车４平６   11. 炮八进二  炮８平６   12. 炮五平四  车６平８ 

 13. 炮四平三  车８平６   14. 炮三平四  车６平８   15. 炮四进五  炮２平６ 

 16. 仕六进五  车８平６   17. 马四退三  卒７进１   18. 相七进五  炮６平７ 

 19. 兵三进一  车６平７   20. 马三进四  车７平６   21. 车九平六  卒３进１ 

 22. 车六进四  象３进５   23. 兵七进一  车６平３   24. 炮八平七  车３平６ 

 25. 炮七进二  车６平３   26. 马七进八  车３平２   27. 马四进六  炮７进１ 

 28. 马六进四  车２平３   29. 车六平二  车３平６   30. 车二进三  将５平４ 

 31. 马四进五  士６进５   32. 炮七平三  车６退２   33. 车二平四  士５进６ 

 34. 炮三平四  卒９进１   35. 炮四平一  马９进７   36.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37. 兵五进一  马７进５   38. 炮一平六  马５退７   39. 相五进三  马７进６ 

 40. 仕五进四  将４平５   41. 炮六退二  士６退５   42. 炮六平五  马６退５ 

 43. 马八进七  马５进３   44. 炮五退一  马３进２   45. 仕四进五  马２进３ 

 46. 帅五平四  前马退４   47. 炮五平二  象５进３   48. 帅四平五  象７进５ 

 49. 相三进五  将５平６   50. 炮二退二  马４退２   51. 马七退五  马２进３ 

 52. 马五退七  后马进２   53. 兵九进一  马３退１   54. 马七退八  马１进３ 

 55. 炮二平一  马３退４   56. 炮一进四  马２进３   57. 炮一平二  马４退６ 

 58. 兵一进一  马３退５   59. 兵一进一  马５退６   60. 炮二退五  前马退４ 

 61. 炮二平四  马４进５   62. 马八进六  将６平５   63. 炮四进六  马５退６ 

 64. 马六进八  士５退４   65. 马八进九  士４进５   66. 马九进七  士５进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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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认输 

 
 
 
 
 
R08T12 郭宝荣 先胜 刘桂华 

红方：泰国 郭宝荣  

黑方：汶来 刘桂华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E46 对兵转兵底炮  

 
  1.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2. 炮二平三  象７进５    3. 马二进一  马８进６ 

  4. 炮八平五  车９平８    5. 车一平二  炮８进４    6.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7. 车九进一  车１进１    8.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１    9. 车八进六  炮８退４ 

 10. 炮三平四  车１平３   11. 马七进六  士４进５   12. 马六进四  炮８平６ 

 13. 马四进五  象３进５   14. 炮四进六  车８进９   15. 炮四平七  车８退４ 

 16. 车八平九  车８平３   17. 炮五平二  炮６平８   18. 相七进五  车３进１ 

 19. 炮二进四  卒３进１   20. 兵九进一  车３平５   21. 车九平八  马３进４ 

 22. 车八退三  卒５进１   23. 炮二平五 

 
 
R08T13 所司和晴 先负 可儿宏晖 

红方：日本 所司和晴  

黑方：日本 可儿宏晖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A28 飞相转屏风马对左中炮  

 
  1. 相三进五  炮８平５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８ 

  4. 车一平二  车８进６    5. 马八进七  车８平７    6. 车二平三  卒３进１ 

  7. 车九进一  炮２平３    8. 炮八进四  卒５进１    9. 车九平四  卒３进１ 

 10. 相五进七  马２进１   11. 车四进五  车７平８   12. 炮二平一  卒５进１ 

 13. 相七进五  卒５平４   14. 炮八平三  象７进９   15. 马三进四  卒４平３ 

 16. 兵三进一  车８平９   17. 炮三平九  车１平２   18. 兵三进一  车９进１ 

 19. 兵三进一  炮５进５   20. 兵三平四  士４进５   21. 马四进六  炮３进１ 

 22. 兵四进一  车２进８   23. 兵四平五  士６进５   24. 车三平二  车２平７ 

 25. 马六退四  卒３进１   26. 马七退九  卒３平４   27. 马四退五  车９平５ 

 28. 仕四进五  车５退１   29. 帅五平四  车７退２   30. 车二进二  车７进３ 

 31. 帅四进一  炮３进５   32. 帅四进一  车７退１   33. 仕五退四  卒４进１ 

 34. 炮九平五  将５平４ 

 
 
R08T14 GREGORIO NARENDRA 先胜 IWAN SETIA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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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方：印尼 GREGORIO NAREND  

黑方：印尼 IWAN SETIAWAN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C99 五九炮对屏风马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4. 兵七进一  车１进１    5.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６    6. 炮八平九  车６进４ 

  7. 兵五进一  炮８平９    8. 车二进九  马７退８    9. 车九平八  炮９平５ 

 10. 马七进五  炮２平１   11. 兵三进一  车６进１   12. 炮九平七  马３退５ 

 13. 车八进三  炮５平８   14. 仕六进五  炮１平７   15. 相三进一  象７进５ 

 16.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17. 炮五进三  炮８进４   18. 帅五平六  车６进３ 

 19. 仕五退四  炮８平２   20. 炮七进四  卒９进１   21. 马五进六 

 
 
R08T15 郭泽辉 先胜 胡景峰 

红方：泰国 郭泽辉  

黑方：印尼 胡景峰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A54 仕角炮对进７卒  

 
  1. 炮二平四  卒７进１    2. 兵七进一  马８进７    3. 马八进七  马７进６ 

  4. 马二进一  马２进３    5.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6. 车二进四  卒７进１ 

  7. 车二平三  炮８进５    8. 相七进五  马６进８    9. 兵一进一  马８进９ 

 10. 相三进一  士４进５   11. 相一退三  象３进５   12. 炮八进二  车８进６ 

 13. 仕六进五  炮２进２   14. 马七进六  车１平４   15. 马六进七  车８退２ 

 16. 炮四进六  车８退３   17. 车三平四  炮８进２   18. 马七进五  车４进２ 

 19. 车九平六  车４平５   20. 兵七进一  炮２退４   21. 兵七进一  马３退４ 

 22. 车六进八  车５平２   23. 炮八平七  炮８退３   24. 兵七平八  车２平３ 

 25. 兵八进一  车３进２   26. 车四进一  车３退１   27. 炮四退二  车３退３ 

 28. 炮四平九  炮２平１   29. 炮七进四  车８进１   30. 炮九平七  车３平２ 

 31. 后炮平八  车２平３   32. 兵八进一  车８平３   33. 仕五退六  炮８平５ 

 34. 仕四进五  炮５平３   35. 炮七平五  炮３平２   36. 炮八平七  车３平８ 

 37. 炮五平一  车３进２   38. 炮一进一  车８退２   39. 车四进二  炮２平３ 

 40. 炮一平三  士６进５   41. 车四进一  炮３平５   42. 炮三退二  车８进２ 

 43. 帅五平四  马４进２   44. 车六平八  炮１平４   45. 炮七平九  车８平７ 

 46. 炮九进三  炮４进１   47. 车八进一  炮４退１   48. 车四退六  车７进４ 

 49. 炮九平六  炮５平６   50. 车四平二 

 
 
R08T16 布莱恩乔治 先和 瓦尔豆 

红方：马来西亚 布莱恩乔治  

黑方：芬兰 瓦尔豆 

比赛结果: 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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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A40 起马局  

 
  1.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2.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3.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4. 车九进一  马８进７    5. 车九平四  车９平８    6. 车一平二  士４进５ 

  7. 炮二进四  象３进５    8. 车四进五  炮２进１    9. 车四平三  马７退９ 

 10. 炮二进一  卒３进１   11. 车三进二  炮２退２   12. 车三平一  炮２平９ 

 13. 炮二平五  象７进５   14. 车二进九  车１平２   15. 炮八平九  卒３进１ 

 16. 相三进五  卒３进１   17. 马七退五  炮９平７   18. 车二退五  车２平４ 

 19. 马五退三  卒３进１   20. 车二平七  卒３平４   21. 仕四进五  卒４进１ 

 22. 炮九平六  车４进４   23. 马三进四  车４平３   24. 车七进一  象５进３ 

 25. 相五进七  炮６平５   26. 马四退六  马３进４   27. 炮六平九  卒７进１ 

 28. 炮九进四  卒７进１   29. 马三退四  炮５进４   30. 马六进五  马４进５ 

 31. 相七退五  象３退５   32. 马四进二  卒７平８   33. 马二进四  卒８平９ 

 34. 马四进五  卒５进１   35. 马五退七  炮７进３   36. 炮九平二  后卒进１ 

 37. 兵九进一  马５退４   38. 马七进八  马４退２   39. 马八退七 

 
 
R08T17 SAM SLOAN 先负 格苏莫夫 

红方：美国 SAM SLOAN  

黑方：俄罗斯 格苏莫夫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A53 仕角炮转反宫马对右中炮  

 
  1. 炮二平四  炮２平５    2.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3.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９ 

  4.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5. 兵三进一  马２进３    6. 相三进五  车１平２ 

  7. 车九平八  车２进６    8. 炮四进一  车２退３    9. 炮四平三  炮８进４ 

 10. 兵三进一  炮５平７   11. 炮三进一  炮７进２   12. 马三进四  炮８进１ 

 13. 炮八平九  车２平４   14. 车八进七  马３进２   15. 兵七进一  炮８平３ 

 16. 车二进九  马９退８   17. 炮三进二  卒５进１   18. 车八退二  车４平６ 

 19. 炮三平九  车６进２   20. 仕六进五  象７进５   21. 炮九进三  车６进３ 

 22. 车八进二  炮７进５ 

 
 
R08T18 MOHD KHAIRUL AQIF 先和 HOWARD ANAK VINCENT 

红方：东马 MOHD KHAIRUL AQ  

黑方：东马 HOWARD ANAK VIN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C60 五七炮对屏风马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4. 兵三进一  象３进５    5. 炮八平七  卒３进１    6. 马三进四  炮２进１ 

  7. 马八进九  士４进５    8.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9. 兵七进一  炮８平９ 



75 
 

 10. 车二进九  马７退８   11. 兵七进一  卒９进１   12. 兵七进一  卒１进１ 

 13. 车八进六  车２进３   14. 兵七平八  炮９进４   15. 炮五进四  马８进７ 

 16. 炮七进一  炮９平３   17. 马九进七  马７进５   18. 马四进五  马３进５ 

 19. 兵五进一  卒９进１   20. 兵九进一  卒１进１   21. 马七进九  卒９平８ 

 22. 相三进五  卒７进１   23. 兵三进一  马５进７   24. 兵八平七  马７进６ 

 25. 马九进八  士５退４   26. 兵七平六  马６进７   27. 帅五进一  马７退６ 

 28. 帅五平六  马６退４   29. 兵六平五  马４进５   30. 前兵进一  马５进６ 

 31. 帅六平五  象７进５ 

 
 

第九轮 
 
R09T01 王天一 先胜 冯家俊 

红方：中国 王天一  

黑方：中国香港 冯家俊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A20 飞相对左士角炮  

 
  1. 相三进五  炮８平６    2. 兵七进一  马８进７    3. 马八进七  车９平８ 

  4. 马七进六  马２进３    5. 兵三进一  车８进４    6. 炮八平六  象３进５ 

  7. 马二进四  卒３进１    8. 兵七进一  车８平３    9.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10. 车八进四  炮２平１   11. 车八进五  马３退２   12. 马六进五  车３平６ 

 13. 马四进三  车６进２   14. 车一平三  炮１进４   15. 马五进三  车６平７ 

 16. 车三进三  炮１平７   17. 兵五进一  马２进３   18. 马三退一  士４进５ 

 19. 仕四进五  马３进２   20. 马一退二  炮６进３   21. 马二退三  炮６进１ 

 22. 兵一进一  卒１进１   23. 兵一进一  卒７进１   24. 兵三进一  象５进７ 

 25. 炮二进三  马２进３   26. 兵五进一  卒１进１   27. 马三退二  卒１平２ 

 28. 炮二进一  象７退５   29. 马二进四  炮７平９   30. 兵一平二  马３退２ 

 31. 马四进二  炮６退４   32. 马二进三  炮９平１   33.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４ 

 34. 兵五平六  马４进６   35. 炮六退一  炮１退３   36. 炮五退三  卒２进１ 

 37. 马三进二  炮６退１   38. 马二进三  卒２平３   39. 仕五进四  卒３平４ 

 40. 炮五进三  炮１退２   41. 仕六进五  炮１平４   42. 炮五平三  士５进４ 

 43. 炮三进三  士６进５   44. 马三退四  卒４平５   45. 炮六平九  将５平６ 

 46. 炮三退六  卒５进１   47. 相七进五  士５进６   48. 马四进六  炮４进３ 

 49. 兵二进一  马６退４   50. 炮三退一  马４退６   51. 兵二进一  士６退５ 

 52. 马六退八  炮４退２   53. 兵二进一  炮４退１   54. 兵二平三  炮６进２ 

 55. 马八退六  炮６平１   56. 马六进七  炮１进３   57. 炮三退一  炮１平６ 

 58. 炮三平四  马６进４   59. 炮四进二  马４进６   60. 炮九进七  马６退４ 

 61. 马七退六  马４退６   62. 仕五退四  象５进３   63. 马六进四  马６退４ 

 64. 马四进二  将６平５   65. 兵三平四  炮４进１   66. 马二退四  炮４平５ 

 67. 帅五平六  炮５进１   68. 兵四平五  马４退５   69. 马四进三  将５平６ 

 70. 炮九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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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9T02 赖理兄 先和 阮成保 

红方：越南 赖理兄  

黑方：越南 阮成保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A36 飞相对进７卒  

 
  1. 相三进五  卒７进１    2. 炮八平六  马２进３    3. 兵七进一  车１平２ 

  4. 马八进七  炮２平１    5. 马二进四  马８进７    6. 车一平三  车２进４ 

  7.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8. 车三进四  车９进１    9. 炮二平三  车９平６ 

 10. 车九进一  车６进１   11. 马七进六  象７进９   12. 马六进七  马７进８ 

 13. 马七进九  象３进１   14. 炮三平二  马８进６   15. 马四进三  马６退４ 

 16. 车九平四  车６进６   17. 马三退四  马３退５   18. 车三平六  炮８平４ 

 19. 炮二进三  炮４进３   20. 炮二平八  马５进３   21. 炮六进三  马３进４ 

 
 
 
R09T03 刘亿豪 先负 LE QUANG NHAT 

红方：新加坡 刘亿豪  

黑方：美国 LE QUANG NHAT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B24 中炮过河炮对左三步虎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８    3.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９ 

  4.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5. 炮八进四  马２进３    6. 车一进一  马３进２ 

  7. 马三进四  车１进１    8. 车九进一  马２进３    9. 车九平六  车８进４ 

 10. 炮八平三  象７进５   11. 马四进五  车１平６   12. 兵三进一  车８进２ 

 13. 马五进七  士６进５   14. 车六进二  将５平６   15. 仕六进五  卒３进１ 

 16. 炮三平七  车８退３   17. 马七退五  车８进２   18. 兵三进一  马７进５ 

 19. 炮五进四  炮２进４   20. 车六进五  车６进５   21. 相七进五  炮９退１ 

 22. 车六退二  炮９进５   23. 相五进七  炮２平５   24. 帅五平六  马３退５ 

 25. 车六退三  马５退７   26. 炮五退一  车８平３   27. 马七进六  炮５退１ 

 28. 车六平四  马７进６   29. 马六退五  车３进４   30. 帅六进一  车３退６ 

 31. 炮五平六  车３平４   32. 炮六退三  马６进４   33. 仕五进六  炮９平４ 

 34. 仕六退五  炮４平５   35. 仕五进六  炮５进２   36. 相三进五  车４平７ 

 37. 车一进二  炮５退２   38. 车一进一  车７平２   39. 仕六退五  炮５平７ 

 40. 相五退三  卒１进１   41. 兵九进一  卒１进１   42. 车一平九  卒９进１ 

 43. 车九平三  车２平４   44. 仕五进六  车４进３   45. 车三平四  将６平５ 

 46. 车四进一  卒９进１   47. 仕四进五  车４平２   48. 相三进五  卒９进１ 

 49. 仕五进四  卒９平８   50. 帅六退一  卒８平７   51. 仕四退五  卒７平６ 

 52. 帅六平五  卒６平５   53. 车四平五  士５进６   54. 车五退一  炮７退３ 

 55. 相五退七  车２平３   56. 相七进九  卒５平４   57. 车五平六  卒４平５ 

 58. 车六平五  士４进５   59. 帅五平四  士５进４   60. 帅四平五  炮７平５ 

 61. 车五平二  将５平４   62. 车二平六  车３进１   63. 相九进七  卒５平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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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帅五平四  车３进２   65. 帅四进一  炮５平６   66. 仕五进四  士６退５ 

 67. 仕四退五  卒４平５   68. 车六平五  卒５平６   69. 车五平四  炮６退１ 

 70. 相七退五  车３平８   71. 车四进二  车８退６   72. 车四退二  卒６平５ 

 
 
 
R09T04 葛振衣 先胜 郑彦隆 

红方：中华台北 葛振衣  

黑方：中国香港 郑彦隆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C15 中炮巡河车对屏风马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卒３进１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4. 车二进四  马２进３    5.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6. 车二平七  卒７进１ 

  7. 兵五进一  士４进５    8.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9. 马八进七  卒５进１ 

 10. 炮八进二  马３进４   11. 炮八平五  炮２平５   12. 车九平八  马４进６ 

 13. 马三进五  炮５进１   14. 马七进六  象３进５   15. 马六进五  马６退５ 

 16. 前炮平二  炮８平９   17. 炮五平二  车８平９   18. 马五进六  车１平４ 

 19. 马六进八  车４进１   20. 马八进七  车９进１   21. 炮二平八  象５进３ 

 22. 炮八平五  象７进５   23. 车七进一  车９平６   24. 车八进九  士５退４ 

 25. 车七平六  炮９退２   26. 车八平七  将５进１   27. 车六进三  将５平４ 

 28. 马七退六  车６进４   29. 车七退一  将４进１   30. 车七退一  将４退１ 

 31. 车七平五 

 
 
R09T05 黎德志 先和 王廓 

红方：马来西亚 黎德志  

黑方：中国 王廓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E04 仙人指路对士角炮或过宫炮  

 
  1. 兵三进一  炮２平６    2.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3. 马二进三  车１平２ 

  4. 车九平八  车２进４    5. 炮八平九  车２平６    6. 相三进五  象７进５ 

  7. 车八进四  卒７进１    8. 兵三进一  车６平７    9. 马三进四  马８进９ 

 10. 马七退五  炮８平７   11. 炮二平三  炮７进５   12. 马五进三  车９平８ 

 13. 车八平六  卒３进１   14. 兵七进一  士６进５   15. 仕四进五  车７平６ 

 16. 兵七进一  车６平３   17. 车一平二  车８进９   18. 马三退二  车３平６ 

 19. 马二进三  马９进７   20. 马四退六  炮６平７   21. 马六进八  车６进２ 

 22. 马八进九  炮７进５   23. 马九进七  炮７退１   24. 马七退六  卒５进１ 

 25. 兵九进一  炮７平５   26. 车六退一  卒５进１   27. 炮九进一  卒５平４ 

 28. 车六平七  炮５平４   29. 炮九平六  卒４进１   30. 车七进三  车６平７ 

 31. 马六进八  士５进６   32. 马八进七  将５平６   33. 车七平四  士４进５ 

 34. 马七退六  将６平５   35. 马六进七  将５平６   36. 马七退六  将６平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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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马六进七  将５平６   38. 马七退六  将６平５   39. 马六进七  将５平６ 

 40. 马七退六 

 
 
R09T06 沈毅豪 先和 郑义霖 

红方：马来西亚 沈毅豪  

黑方：东马 郑义霖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E40 对兵局  

 
  1.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2. 炮八平六  炮８平５    3.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4. 马二进三  车９进１    5. 马八进七  车９平４    6. 仕四进五  马２进３ 

  7. 车一平二  炮２进４    8. 车二进四  马７进６    9. 兵三进一  车４平７ 

 10. 车二进一  象７进９   11. 马三进四  车１进１   12. 炮六进五  炮２平９ 

 13. 车九进一  车１平４   14. 车九平六  炮９进３   15. 车二退五  卒７进１ 

 16. 马四进六  车７平８   17. 车二平一  车４进１   18. 炮五进四  士４进５ 

 19. 炮五退一  车８进２   20. 马六进五  车４平５   21. 炮五平八  马６进５ 

 22. 车六进二  马５进７   23. 炮八进二  马３退４   24. 炮八退三  马７退６ 

 25. 车六平四  车５平４   26. 车一进三  车４进２   27. 炮八退二  象３进５ 

 28. 相三进一  车４平５   29. 相七进五  车５平２   30. 炮八进一  车８进６ 

 31. 仕五退四  车８退２   32. 相一退三  车８退４   33. 仕六进五  马６退５ 

 34. 车四平六  车８平７   35. 车一平五  马４进３   36. 车六进三  马５进６ 

 37. 车六退二  马６退５   38. 车六进四  象９退７   39. 车六平七  卒３进１ 

 40. 炮八退三  车２进３   41. 车五平六  车７进１   42. 车六退三  卒３进１ 

 43. 马七进五  卒３平４   44. 马五进三  卒９进１   45. 炮八平七  卒９进１ 

 46. 马三退二  车７平８   47. 马二进四  车２退２   48. 车六进二  车８平６ 

 49. 马四进六  车２平４   50. 车六进二  马５进４   51. 车七退一  马４进６ 

 52. 炮七进一  车６平２   53. 车七退四  马６退７   54. 相五进三  卒９平８ 

 55. 相三进五  车２进５   56. 仕五退六  马７进５   57. 车七平五  马５退３ 

 58. 炮七进三 

 
 
R09T07 吴宗翰 先和 庄宏明 

红方：新加坡 吴宗翰  

黑方：菲律宾 庄宏明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C77 五七炮互进三兵对屏风马边卒右马外盘河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3.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4.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5. 马八进九  卒１进１    6. 炮八平七  马３进２ 

  7. 车九进一  象３进５    8. 车九平六  士４进５    9. 车六进五  马２进１ 

 10. 车六平八  炮２平３   11. 炮七退一  车１平４   12. 车二进四  车４进５ 

 13. 仕四进五  炮３平４   14. 炮五平八  炮８平９   15. 车二进五  马７退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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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相三进五  马８进７   17. 车八平九  车４平２   18. 炮八平六  卒１进１ 

 19.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20. 马三进四  车２退１   21. 车九退二  炮９进４ 

 22. 马四退三  炮９平７   23. 相五进七  马１进３   24. 相七退五  车２平４ 

 25. 车九进五  炮４退２   26. 马九进七  炮７平３   27. 炮七进二 

 
 
R09T08 李铭坚 先胜 洪家川 

红方：美国 李铭坚  

黑方：菲律宾 洪家川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E04 仙人指路对士角炮或过宫炮  

 
  1.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６    2.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3. 马七进八  马８进９ 

  4. 相七进五  炮８平７    5. 兵一进一  车９平８    6. 马二进一  车８进４ 

  7. 车一平二  象３进５    8. 仕六进五  士４进５    9. 炮二平四  车８平５ 

 10. 马八进七  车５进２   11. 马一进二  炮６进１   12. 马二进四  车５平６ 

 13. 马七退六  车６退１   14. 兵七进一  卒５进１   15. 兵七进一  车６平４ 

 16. 炮四进四  炮７平６   17. 炮四平一  马３退４   18. 车二进四  车４进１ 

 19. 车二平八  车４平６   20. 马四退二  车６平７   21. 车九平六  车１平３ 

 22. 车六进六  车７平１   23. 兵一进一  车１退２   24. 炮一平二  卒５进１ 

 25. 兵一进一  马９退７   26. 车八平五  车３平２   27. 炮八进四  马７进８ 

 28. 兵一平二  卒７进１   29. 兵二平三  炮６进６   30. 兵三进一  炮６平７ 

 31. 马二进三  车２进２   32. 兵三进一  车１平６   33. 车五退一  炮７退５ 

 34. 车六平三  卒１进１   35. 车五平二  象７进９   36. 车二进四  车６退２ 

 37. 车二平四  士５进６   38. 车三进一  士６退５   39. 车三平一  车２平４ 

 40. 炮八进三  马４进２   41. 兵七平八  象５进３   42. 车一退一  车４平７ 

 43. 兵八进一  马２进４   44. 兵八平七  马４进５   45. 兵七进一  马５进６ 

 46. 车一平六  车７平２   47. 兵七进一  士５退４   48. 车六进三  将５进１ 

 49. 帅五平六  将５进１   50. 车六退六  马６进７   51. 炮八平四  车２进１ 

 52. 车六进四  将５退１   53. 车六进一  将５进１   54. 兵三平四 

 
 
R09T09 叶乃传 先胜 郭泽辉 

红方：东马 叶乃传  

黑方：泰国 郭泽辉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E23 仙人指路转左中炮对卒底炮飞左象  

 
  1.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３    2. 炮二平五  象３进５    3. 马二进三  车９进１ 

  4. 炮八平六  车９平４    5. 仕六进五  士４进５    6.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９ 

  7. 马八进七  车４进５    8. 兵三进一  车４平３    9. 相七进九  马２进１ 

 10. 车九平八  炮８平６   11. 马三进四  车１平４   12. 车二进五  卒７进１ 

 13. 马四进五  车４进３   14. 兵三进一  炮６平７   15. 相三进一  卒３进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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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车二退一  车３进１   17. 马五进三  车３平４   18. 仕五进六  炮３平７ 

 19. 仕六退五  卒３进１   20. 车二进三  炮７平６   21. 相九进七  卒１进１ 

 22. 兵三平四  卒９进１   23. 兵五进一  车４平７   24. 兵五进一  炮６平７ 

 25. 兵四进一  车７进４   26. 仕五进四  车７退３   27. 兵五平四  车７平６ 

 28. 车二平三  马９进８   29. 车三进二  马８进６   30. 车三退六  马６进５ 

 31. 相七退五  车６进３   32. 相一退三  车６退４   33. 车八进七  象５退３ 

 34. 车三平七  车６平１   35. 车七进六  士５退４   36. 车七平九 

 
 
R09T10 可儿宏晖 先胜 庄力铭 

红方：日本 可儿宏晖  

黑方：汶来 庄力铭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B31 中炮对反宫马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７ 

  4.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5. 马八进七  炮２进２    6. 炮八平九  炮２平４ 

  7. 车九平八  士４进５    8. 兵五进一  马７进６    9. 车八进三  卒９进１ 

 10. 车二进六  卒７进１   11. 车二平四  马６进７   12. 兵五进一  炮４退１ 

 13. 车四进一  士５进６   14. 兵五进一  士６进５   15. 兵五平六  将５平６ 

 16. 炮五平四  将６平５   17. 兵六进一  车１平２   18. 车八平四  马３退１ 

 19. 兵六进一  车２进１   20. 炮四进五  车２平４   21. 炮四进一  车４进１ 

 22. 炮四平九  车９进３   23. 炮九进一  象３进５   24. 车四平八  将５平４ 

 25. 仕六进五  士５进６   26. 马七进五  卒７平６   27. 车八进六  将４进１ 

 28. 车八退一  将４退１   29.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30. 车八退四  将４平５ 

 31. 马五进六  卒６平５   32. 后炮平六  车４平１   33. 炮九退三  卒３进１ 

 34. 兵七进一  车９平１   35. 炮六平九 

 
 
R09T11 赵奕帆 先负 GREGORIO NARENDRA 

红方：中华台北 赵奕帆  

黑方：印尼 GREGORIO NAREND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A39 飞相对进３卒  

 
  1. 相三进五  卒３进１    2. 炮八平七  马２进３    3. 兵七进一  马３进４ 

  4. 兵七进一  马４进５    5. 马八进九  象３进５    6. 车九平八  马８进９ 

  7. 马二进四  马５退６    8. 车八进三  炮８平６    9. 马四进六  车９平８ 

 10. 马六进七  炮２平３   11. 兵七平六  士４进５   12. 兵六平五  卒５进１ 

 13. 马七进六  车１平４   14. 马六退四  车８进４   15. 马四退五  卒５进１ 

 16. 马五进七  卒５平４   17. 马七退八  卒４进１   18. 仕四进五  炮６进４ 

 19. 车八进三  炮６平５   20. 马八进七  车４进５   21. 炮七进五  车４平３ 

 22. 炮七平一  车８进３   23. 车八平五  车３平８   24. 车一平四  象７进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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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兵一进一  车８平４   26. 马九退七  车８平７   27. 车五平四  车７退１ 

 28. 后车进三  车７平６   29. 车四退三  车４平９   30. 帅五平四  车９平４ 

 31. 车四进三  卒７进１   32. 车四平一  车４平６   33. 帅四平五  卒４平３ 

 34. 车一平七  卒３进１   35. 车七退四  士５退４   36. 车七进四  士６进５ 

 37. 车七平二  将５平６   38. 车二退六  卒７进１   39. 马七进九  炮５退２ 

 40. 马九进七  象９退７   41. 马七进六  车６进１   42. 马六进八  车６退１ 

 43. 相七进九  卒７进１   44. 马八退七  炮５退１   45. 马七退五  炮５进４ 

 46. 仕五退四  车６进１   47. 马五进七  卒７进１   48. 帅五进一  卒７平６ 

 49. 车二进六  炮５退２   50. 车二平五  炮５平７   51. 车五退三  车６退１ 

 52. 帅五平六  炮７进３   53. 马七退六  炮７退４   54. 车五进二  士５进４ 

 55. 仕六进五  卒６进１   56. 车五平六  士４进５   57. 马六进七  炮７退１ 

 58. 车六进一  炮７进１   59. 车六退一  炮７退１   60. 车六进一  炮７进１ 

 61. 车六退一  炮７进４   62. 帅六进一  将６平５   63. 车六进一  车６平８ 

 64. 马七退五  车８进２   65. 帅六退一  车８平５   66. 车六退三  卒６平５ 

 67. 帅六退一  车５平１ 

 
 
R09T12 单文杰 先负 郭宝荣 

红方：泰国 单文杰  

黑方：泰国 郭宝荣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D14 顺炮直车对缓开车  

 
  1. 炮二平五  炮８平５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4. 兵七进一  炮２进４    5. 马八进七  炮２平７    6. 马七进六  马２进３ 

  7. 炮八平七  车１平２    8. 马六进七  炮５平４    9. 仕四进五  车２进６ 

 10. 炮五平四  车２平３   11. 相三进五  炮４进４   12. 车二进四  车９平８ 

 13. 车二平四  车８进８   14. 炮七平六  车８平７   15. 炮四退二  炮７平８ 

 16. 车四平二  马７进６   17. 马三进四  卒７进１   18. 车二进一  卒７平６ 

 19. 炮四进五  车７退２   20. 车九平八  炮８平５   21. 帅五平四  车３退１ 

 22. 马七退八  炮５退１   23. 马八退九  车３退１   24. 车八进三  炮４平６ 

 25. 车八平七  炮６退２   26. 车二平四  车３进２   27. 马九进七  车７平３ 

 28. 车四退一  炮５退１   29. 车四进五  将５进１   30. 车四平三  车３平９ 

 31. 兵九进一  车９平６   32. 仕五进四  炮５平６   33. 车三平四  车６进１ 

 
 
 
R09T13 安华 先和 佐佐木雄希 

红方：马来西亚 安华  

黑方：马来西亚 佐佐木雄希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A41 起马对进７卒  

 



82 
 

  1.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2. 马八进九  马８进７    3. 车九进一  马２进３ 

  4. 车九平四  象３进５    5. 车四进三  卒３进１    6. 炮八平六  车１平２ 

  7. 仕四进五  车９进１    8. 相三进五  车９平４    9. 兵一进一  士４进５ 

 10. 兵一进一  卒９进１   11. 车一进五  炮８进２   12. 兵九进一  马３进４ 

 13. 车四平二  马４退６   14. 炮二进三  马６进８   15. 马三进一  马８退９ 

 16. 车一退一  炮２平３   17. 车二平八  车２进５   18. 车一平八  车４进２ 

 19. 兵三进一  马７进８   20. 马一进二  马９进８   21. 兵三进一  象５进７ 

 22.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23. 车八平七  炮３平４   24. 炮六进五  车４退１ 

 
 
 
R09T14 格苏莫夫 先负 胡景峰 

红方：俄罗斯 格苏莫夫  

黑方：印尼 胡景峰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E03 仙人指路对中炮  

 
  1. 兵三进一  炮２平５    2. 马二进三  马２进３    3. 马八进九  车１进１ 

  4. 车一进一  车１平６    5. 车九进一  马８进７    6. 车九平四  车６进７ 

  7. 车一平四  炮８平９    8. 车四进五  车９平８    9. 车四平三  马３退５ 

 10. 炮二进四  卒９进１   11. 炮二平五  马７进５   12. 车三平五  马５进３ 

 13. 车五退二  车８进６   14. 相三进五  士６进５   15. 兵七进一  炮９进４ 

 16. 马三进一  炮５进４   17. 仕六进五  炮５平９   18. 炮八进三  象３进５ 

 19. 相五退三  车８平７   20. 相七进五  车７平１   21. 马九退七  卒１进１ 

 22. 炮八平五  卒１进１   23. 车五平六  车１平５   24. 车六进一  卒１进１ 

 25. 相五退七  卒９进１   26. 相三进一  卒９平８   27.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28. 车六平七  马３进５   29. 车七平六  马５进７   30. 帅五平六  将５平６ 

 31. 马七进五  卒８进１   32. 仕五进四  卒８进１   33. 相一进三  卒１平２ 

 34. 兵七进一  卒２平３   35. 炮五平四  卒３进１   36. 炮四进一  马７进５ 

 37. 炮四平七  卒３平２   38. 车六进三  马５退３   39. 炮七进三  将６进１ 

 40. 炮七退一  马３退４   41. 炮七平九  车５平４   42. 帅六平五  炮９平５ 

 43. 马五退七  车４平３   44. 车六平八  马４退２ 

 
 
R09T15 瓦尔豆 先负 所司和晴 

红方：芬兰 瓦尔豆  

黑方：日本 所司和晴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A54 仕角炮对进７卒  

 
  1. 炮二平四  卒７进１    2. 马二进一  马８进７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4. 车二进六  象３进５    5. 兵七进一  马２进４    6.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7. 兵七进一  车１平３    8. 相七进五  车３进４    9. 仕六进五  炮８平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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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车二进三  马７退８   11. 车九平六  马４进３   12. 马七进六  车３平４ 

 13. 马六退八  车４进５   14. 仕五退六  炮２进５   15. 炮四平八  炮９进４ 

 16. 马八退六  炮９平５   17. 仕六进五  炮５平４   18. 炮八进七  士４进５ 

 19. 炮八退二  士５进４   20. 马六进八  炮４平１   21.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22. 相五进三  马８进７   23. 马一进二  卒１进１   24. 炮八退一  卒１进１ 

 25. 相三退五  卒１平２   26. 马八退九  卒９进１   27. 马九进七  炮１退２ 

 28. 马二进三  卒５进１   29. 炮八退一  卒５进１   30. 炮八平五  士６进５ 

 31. 炮五平二  炮１退１   32. 炮二进一  炮１平７   33. 炮二平七  卒２平１ 

 34. 炮七退二  马７进５   35. 仕五进四  卒５平４   36. 炮七进四  卒９进１ 

 37. 炮七平六  卒４平５   38. 仕四进五  卒９平８   39. 炮六平九  马５进７ 

 40. 炮九退三  马７进８   41. 炮九平六  马８进７   42. 帅五平六  炮７平４ 

 43. 仕五进六  炮４进４   44. 仕四退五  炮４退１   45. 炮六平四  马７退６ 

 46. 帅六平五  炮４退３   47. 马七退八  马６进７   48. 炮四退四  炮４平５ 

 49. 马八进六  炮５进４   50. 帅五平六  炮５平７   51. 仕五进六  卒５进１ 

 52. 马六进四  炮７平４   53. 马四进五  士５进６   54. 炮四平八  炮４退２ 

 
 
 
R09T16 刘桂华 先胜 MOHD KHAIRUL AQIF 

红方：汶来 刘桂华  

黑方：东马 MOHD KHAIRUL AQIF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A40 起马局  

 
  1. 马二进三  炮２平５    2.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3.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4. 兵七进一  车２进４    5. 炮八平九  车２平４    6. 车八进六  卒３进１ 

  7. 车八平七  卒３进１    8. 车七退二  马８进９    9. 马七进八  炮８平７ 

 10. 车七进三  炮７平３   11. 马八进六  车９平８   12. 车一平二  炮３平１ 

 13. 炮九进四  车８进４   14. 马六退四  车８平６   15.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16. 兵三进一  车６平７   17. 炮二平一  炮１退１   18. 炮一退一  车７平１ 

 19. 炮九平一  车１进２   20. 车二进六  卒５进１   21. 相三进五  炮１平５ 

 22. 炮一平三  炮５进４   23. 仕四进五  象３进５   24. 车二平四  前炮平７ 

 25. 炮三进二  车１平７   26. 帅五平四  炮５平７   27. 马三退一  车７平６ 

 28. 帅四平五  车６平９   29. 马一退三  炮７进４   30. 相五进三  卒５进１ 

 31. 马四进五  车９平７   32. 相三退五  马９进７   33. 炮一进三  士４进５ 

 34. 马三进四  马７进８   35. 马四进五  车７平９   36. 炮一平二  马８进９ 

 37. 炮二退七  车９平８   38. 车四退四  车８退３   39. 马五进四  车８平７ 

 40. 马五进七  马９退８   41. 车四进二  马８进７   42. 车四平九  车７平６ 

 43. 车九进五  士５退４   44. 车九平六 

 
 
R09T17 IWAN SETIAWAN 先胜 SAM SLOAN 

红方：印尼 IWAN SETIAWAN  

黑方：美国 SAM S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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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B05 中炮对进左马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象３进５    3. 马八进七  炮２平４ 

  4. 兵三进一  马２进３    5. 兵七进一  车１平２    6. 车九平八  车２进４ 

  7. 炮八平九  车２进５    8. 马七退八  炮８进４    9. 马三进四  炮８平１ 

 10. 马四进六  马３退１   11. 马八进七  炮１退１   12.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13. 炮五进四  士４进５   14. 车二进九  马７退８   15. 马七进八  马８进７ 

 16. 炮五退一  马７进５   17. 炮九平五  卒３进１   18. 炮五进二  象７进５ 

 19. 炮五进四  卒３进１   20. 马八进九  炮１进４   21. 马九进八  炮４进７ 

 22. 帅五进一  炮４平７   23. 马八退六  将５平４   24. 炮五平六 

 
 
R09T18 HOWARD ANAK VINCENT 先负 布莱恩乔治 

红方：东马 HOWARD ANAK VIN  

黑方：马来西亚 布莱恩乔治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C92 五八炮互进三兵对屏风马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4. 炮八进四  马２进３    5. 马八进七  马３进４    6. 车九平八  炮２进７ 

  7. 马七退八  车１平２    8. 炮八平三  车２进９    9. 车一进一  象７进５ 

 10. 车一平六  马４进３   11. 车六平七  马３进５   12. 相七进五  炮８进４ 

 13. 炮三平九  炮８平７   14. 炮九平六  马７进６   15. 炮六平一  车２退３ 

 16. 炮一平四  车８进４   17. 车七平六  车２平４   18. 车六平八  马６进８ 

 19. 车八平二  车８平４   20. 仕四进五  马８进７   21. 车二平三  炮７进２ 

 
 

女子组 

 

第一轮 
 
女子个人 R01T01 林嘉欣 先胜 詹敏珠 

红方：中国香港 林嘉欣  

黑方：东马 詹敏珠 

比赛结果: 未知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A40 起马局  

 
  1.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2.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3.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８ 

  4. 马二进三  卒３进１    5. 车一平二  马３进４    6. 车二进五  炮２进２ 

  7. 炮八平九  象７进５    8. 车九平八  马４进３    9. 车二进一  炮８退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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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车八进三  炮８平３   11. 车二进三  马７退８   12. 炮五进四  士６进５ 

 13. 炮五平七  车１平２   14. 炮七退三  卒３进１   15. 马七退五  卒３进１ 

 16. 车八平七  炮２平３   17. 车七平六  车２进８   18. 车六进三  车２平４ 

 19. 车六平七  后炮平２   20. 车七平八  炮２平３   21. 车八平七  后炮平２ 

 22. 炮九平八  炮２进５   23. 车七平九  炮２平３   24. 相七进九  前炮进１ 

 25. 炮八退二  前炮进１   26. 车九平八  前炮平１   27. 炮八平七  炮１进１ 

 28. 车八退六  炮１退３   29. 车八进三  炮１退４   30. 车八平六  车４平３ 

 31. 炮七平八  车３平２   32. 炮八平七  炮１平４   33. 车六退一  马８进６ 

 34. 马三进四  车２退５   35. 马五进三  马６进８   36. 车六进三  炮３退３ 

 37. 炮七进四  炮３平４   38. 车六平五  后炮平２   39. 相三进五  车２平４ 

 40. 车五平八  炮２平１   41. 仕四进五  炮１进４   42. 车八平四  卒７进１ 

 43. 兵三进一  马８进７   44. 炮七平五  马７退６   45. 马四进二  炮１退４ 

 46. 车四进一  车４进１   47. 马三进四  车４平７   48. 车四平一  炮１进３ 

 49. 车一进三  马６退７   50. 炮五进二  将５平６   51. 车一平二  车７平６ 

 52. 炮五平一  炮１平８   53. 马四进二  将６平５   54. 炮一进三  士５退６ 

 55. 车二退三  车６平７   56. 兵一进一  士４进５   57. 相九退七  车７平５ 

 58. 马二进四  车５进２   59. 车二进二  象５进３   60. 车二平三 

 
 
女子个人 R01T02 黎氏金鸾 先和 陈幸琳 

红方：越南 黎氏金鸾  

黑方：中国 陈幸琳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C49 中炮过河车互进七兵对屏风马平炮兑车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4.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３    5. 兵七进一  炮８平９    6. 车二平三  炮９退１ 

  7. 兵五进一  炮９平７    8. 车三平四  车１进１    9. 兵五进一  炮７平５ 

 10. 兵五平四  车８进６   11. 炮八平七  车８平７   12. 马八进九  炮５进６ 

 13. 相三进五  马３退５   14. 车四平三  车１平４   15.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５ 

 16. 车三退一  车４进５   17. 车八进五  炮５平４   18. 车三退二  车４平７ 

 19. 车八平六  炮４平１   20. 兵九进一  象３进５   21. 兵四进一  马５退３ 

 22. 马九进八  士６进５   23. 马八进七  炮１平３   24. 马三退一  车７平９ 

 25. 马一退三  车９退２   26. 车六平一  卒９进１   27. 马三进四  马３进４ 

 28. 炮七平九  马４进５   29. 马七退五  卒５进１   30. 兵四平三  马７进９ 

 31. 炮九进四  马９进７   32. 马四进三  卒５进１   33. 马三进一  士５退６ 

 34. 炮九平六  士４进５   35. 兵七进一  卒５平６   36. 兵九进一  炮３平２ 

 37. 兵九平八  炮２平１   38. 兵七进一  马７进６   39. 炮六退五  马６退４ 

 40. 兵八进一  马４进５   41. 仕四进五  炮１进２   42. 马一进二  炮１平５ 

 43. 帅五平四  炮５平６   44. 帅四平五  炮６平５   45. 炮六平九  马５进３ 

 46. 帅五平四  炮５平６   47. 仕五进四  卒６进１   48. 帅四进一  马３退４ 

 49. 帅四退一  卒６进１   50. 帅四平五  马４进３   51. 帅五进一  炮６平２ 

 52. 炮九平八  马３退４   53. 帅五退一  卒６进１   54. 炮八平六  马４进３ 

 55. 仕六进五  炮２进４   56. 帅五平六  炮２进１   57. 相七进九  卒６平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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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马二进一  马３退１   59. 马一退三  将５平４   60. 兵七平六  卒５平４ 

 61. 帅六进一  马１退２   62. 兵三平四  炮２退６   63. 帅六平五  马２退４ 

 64. 兵四平五  马４进６   65. 马三退四  士５进６   66. 帅五退一 

 
余略，选手无法复盘。 

 
 
 
 
 
女子个人 R01T03 HANA APRILIANA 先和 洪千惠 

红方：印尼 HANA APRILIANA  

黑方：东马 洪千惠 

比赛结果: 未知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B36 五八炮对反宫马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７ 

  4. 兵七进一  车９进１    5. 炮八进四  车９平４    6. 炮八平五  马３进５ 

  7. 炮五进四  炮２进３    8. 马八进七  炮６平３    9. 炮五退一  车４进３ 

 10. 车九平八  车４平５   11. 车八进四  车５平７   12. 车二进三  车１进１ 

 13. 相七进五  炮３平５   14. 仕六进五  车７平６   15. 车二退二  马７进５ 

 16. 兵三进一  车６进２   17. 车二进五  车６平７   18. 马三退二  马５进６ 

 19. 兵七进一  车１平６   20. 兵七进一  车７进２   21. 车二退四  车７平６ 

 22. 车八平五  马６进５   23. 车二平五  前车平８   24. 马七进八  车６进３ 

 25. 后车平六  士６进５   26. 马八进六  炮５平６   27. 车五进二  车８进１ 

 28. 车五平三  象３进５   29. 马六进八  车６进４   30. 车六平四  车６退１ 

 31. 仕五进四  车８平７   32. 仕四退五  车７退３   33. 马八退七  车７平９ 

 34. 车三平四  炮６平８   35. 车四平二  炮８平６   36. 兵五进一  卒９进１ 

 37. 兵五进一  车９平７   38. 马七进六  炮６退１   39. 车二平四  炮６平８ 

 40. 车四平二  炮８平６   41. 车二进二  将５平６   42. 车二平三  炮６进７ 

 43. 车三退二  车７平６   44. 兵五平四  士５进６   45. 车三平四  士４进５ 

 46. 马六进五  将６进１   47. 马五退七  炮６退４   48. 仕五进六  车６平５ 

 49. 仕四进五  车５平６   50. 车四平五  将６退１   51. 车五退一  卒９进１ 

 52. 兵七平六  卒９平８   53. 车五退一  炮６平９   54. 兵六平五  炮９进５ 

 55. 马七退六  车６平７   56. 帅五平四  车７退１   57. 车五平三  卒８平７ 

 58. 马六退八  炮９退６   59. 兵五平六  卒１进１   60. 马八退七  卒７平６ 

 61. 马七进六  炮９进３   62. 马六进七  卒６进１   63. 马七退九  炮９平１ 

 64. 马九退七  炮１退５   65. 马七进五  卒６平５   66. 马五退三  卒５进１ 

 67. 马三进五  炮１平５   68. 马五退六  将６平５   69. 兵六进一  象５进７ 

 70. 马六进五  炮５进２   71. 马五进七  炮５平９ 

 
 
女子个人 R01T04 殷美娴 先胜 林思祺 

红方：美国 殷美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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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方：马来西亚 林思祺 

比赛结果: 未知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C51 五六炮左边马对屏风马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4.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5. 马八进九  卒１进１    6. 炮八平六  炮８进２ 

  7. 车二进四  象７进５    8. 仕四进五  车１进３    9. 马三进四  炮８平６ 

 10. 车二进五  马７退８   11. 马九退七  炮２进３   12. 马四退六  车１平３ 

 13. 车九平八  卒３进１   14.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７   15. 相七进九  炮６退２ 

 16. 车八进七  马３退５   17. 车八进一  炮６退１   18. 车八退三  炮６平９ 

 19. 兵七进一  车３平１   20. 车八退一  炮７进３   21. 车八平六  马５进３ 

 22. 马六进八  车１退２   23. 兵七进一  炮７平３   24. 兵七进一  马８进６ 

 25. 马八进六  炮３平４   26. 炮六平八  炮４退４   27. 车六进一  车１平２ 

 28. 炮八进五  车２平１   29. 车六平四  马６退８   30. 炮五进四  炮９平５ 

 31. 车四进一  马８进７   32. 炮五退二  炮５进４   33. 兵五进一  卒７进１ 

 34. 兵五进一  士６进５   35. 相三进五  卒１进１   36. 兵九进一  车１进４ 

 37. 相九进七  车１退１   38. 兵七进一  马７退６   39. 兵五进一  车１平２ 

 40. 炮八进一  卒９进１   41. 帅五平四  马６进７   42. 车四平三  马７退６ 

 43. 车三进二  车２平６   44. 帅四平五  车６平５   45. 兵五平六  车５平４ 

 46. 兵六平五  车４平５   47. 兵五平六  车５平４   48. 兵六平五  车４平３ 

 49. 兵七平六  车３平４   50. 兵六平五  士４进５   51. 炮八进一  士５退４ 

 52. 车三平四  车４平２   53. 炮八平六  将５平４   54. 车四进一  将４进１ 

 55. 兵五进一  车２退２   56. 车四退一 

 
 
女子个人 R01T05 NI KADEK SUGIANINGSIH 先负 阮黄燕 

红方：印尼 NI KADEK SUGIANINGSIH  

黑方：越南 阮黄燕 

比赛结果: 未知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C15 中炮巡河车对屏风马  

 
  1. 炮八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八进七  马８进７    3.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4. 车九平八  炮２进２    5. 车八进四  炮８退１    6. 车八平四  象７进５ 

  7. 炮二平三  炮８平３    8. 车一进一  车９平８    9. 马二进一  车１平２ 

 10. 车一平六  马３进４   11. 车四平八  马４进３   12. 车六进七  炮３进１ 

 13. 车六退一  炮３平２   14. 车八平四  士６进５   15. 车六退四  马３退４ 

 16. 车四平九  车８平６   17. 炮三退一  炮２平３   18. 炮三平八  车２平１ 

 19. 马七进六  卒１进１   20. 车九平八  炮２进４   21. 车八退三  炮３平４ 

 22. 车八进三  车６进５   23. 炮五平九  卒３进１   24. 车八进一  卒３平４ 

 25. 车六平八  马４退６   26.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27. 车八平三  马６进７ 

 28. 车三进一  马７进６   29. 帅五进一  马６退４   30. 炮九平六  车６进４ 

 31. 帅五平六  车１进３   32. 马一进三  车１平３   33. 帅六平五  车３进５ 

 34. 帅五进一  车６退３   35. 炮六进二  车３退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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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胜 

 
 
 
 
 
女子个人 R01T06 素丽达 先负 彭柔安 

红方：泰国 素丽达  

黑方：中华台北 彭柔安 

比赛结果: 未知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B20 中炮对左三步虎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马八进七  炮８平９ 

  4.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5. 马七进六  马２进３    6. 炮八平七  车８进５ 

  7. 兵五进一  车８平５    8. 车一进一  士４进５    9. 车一平六  马７进６ 

 10. 马六进五  马３进５   11.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５   12. 车六进四  马５进４ 

 13. 仕六进五  马４进３   14. 车八进二  马６进４   15.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16. 车六平七  炮５进５   17. 相七进五  炮９平５   18. 车八平七  马４进３ 

 19. 车七退三  车１平２   20. 车七退二  车５平３   21. 车七平六  车３进１ 

 22. 车六平九  车３平７   23. 马三退一  车７平９   24. 马一进三  车９平７ 

 25. 马三退一  车２进８ 

 
 
女子个人 R01T07 许晓菲 先负 吴兰香 

红方：芬兰 许晓菲  

黑方：越南 吴兰香 

比赛结果: 未知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E17 仙人指路转左中炮对卒底炮转顺炮  

 
  1.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３    2. 炮二平五  炮８平５    3. 马二进三  卒３进１ 

  4. 相七进九  卒３进１    5. 相九进七  马８进７    6. 车一平二  炮３退１ 

  7. 炮八平七  炮５平３    8. 相七退九  车１进１    9. 兵三进一  象７进５ 

 10. 炮七进六  车１平３   11. 马八进七  士６进５   12. 仕六进五  炮３平１ 

 13. 马七进六  车３进３   14. 车九平七  车３平４   15. 车七进四  车９平６ 

 16. 车二进六  卒７进１   17. 车二平三  卒７进１   18. 车三退二  马７进８ 

 19. 炮五进四  马８退７   20. 炮五退二  马７进５   21. 马六退七  马２进３ 

 22. 车七进二  车４平３   23. 马七进六  炮１进４   24. 车七平六  车３平４ 

 25. 车六退一  马３进４   26. 马六进八  炮１平４   27. 车三进二  马５进３ 

 28. 车三平七  马４退６   29. 车七退一  马６进５   30. 车七平六  马５退３ 

 31. 马三进二  车６平７   32. 相三进一  炮４平９   33. 相九退七  车７进５ 

 34. 马二进一  车７退２   35. 马一退二  车７平２   36. 马二进四  车２平６ 

 37. 马四进六  马３进２   38. 马六进七  将５平６   39. 车六平一  炮９平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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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车一进四  炮７退６ 

 
 
女子个人 R01T08 李孟儒 先负 左文静 

红方：中华台北 李孟儒  

黑方：中国 左文静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B24 中炮过河炮对左三步虎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８    3.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９ 

  4.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5. 炮八进四  马２进３    6. 车一进一  车８进４ 

  7. 炮八平三  象７进５    8.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9. 车八进四  炮２平１ 

 10. 车八进五  马３退２   11. 车一平八  马２进３   12. 车八进三  卒１进１ 

 13.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14. 车八平七  马３进４   15. 马三进四  马４进６ 

 16. 车七平四  炮９进４   17. 马七进六  车８进２   18. 马六进四  士６进５ 

 19. 兵三进一  车８平５   20. 兵九进一  卒１进１   21. 车四平九  车５退２ 

 22. 车九退一  炮９退２   23. 车九平五  车５进２   24. 马四退五  象５进７ 

 25. 马五进七  象７退５   26. 炮五退一  炮９平８   27. 炮五平三  马７退８ 

 28. 炮三退四  炮８平７   29. 炮三进四  象５进７   30. 仕六进五  卒９进１ 

 31. 炮三平七  象７退５   32. 马七退五  卒９进１   33. 炮七平五  马８进７ 

 34. 仕五退六  炮１退１   35. 炮五退一  士５进４   36. 相七进五  卒９平８ 

 37. 马五退三  卒８平９   38. 马三进四  炮１平５   39. 马四进三  象５进７ 

 40. 相五进七  象３进５   41. 相七退五  卒９平８   42. 炮五平九  炮５平７ 

 43. 炮九平三  炮７平１   44. 炮三平五  卒８进１   45. 相五退七  卒８平７ 

 46. 相三进五  炮１平５   47. 炮五平九  将５平６   48. 炮九平四  卒５进１ 

 49. 炮四平五  卒５进１   50. 相五进七  卒５进１   51. 炮五平四  将６平５ 

 52. 炮四平五  炮５平９   53. 炮五平一  士４进５   54. 炮一进三  马７进５ 

 55. 马三退五  马５进３   56. 仕四进五  卒５平６   57. 马五退三  炮９进２ 

 58. 相七进五  炮９平１   59. 马三进五  马３进５   60. 炮一进二  炮１平８ 

 61. 炮一退二  卒７进１   62. 炮一平二  卒７进１   63. 马五退三  马５进７ 

 64. 炮二退一  马７进８   65. 仕五退四  卒７平６   66. 仕六进五  炮８平９ 

 67. 炮二平一  炮９平５   68. 马三退二  前卒进１   69. 帅五平六  后卒平７ 

 70. 炮一退二  炮５平２   71. 马二退四  卒７平８   72. 仕五退四  马８进６ 

 73. 炮一平三  马６退８   74. 炮三进三  马８退６   75. 炮三平六  炮２平６ 

 76. 炮六退二  马６退５   77. 炮六平八  炮６退２   78. 炮八进二  马５进６ 

 79. 炮八退二  马６退５   80. 炮八进二  马５进６   81. 炮八退二  马６退５ 

 82. 炮八退一  士５进６   83. 马四进五  卒８平７   84. 炮八进三  马５进３ 

 85. 炮八进一  卒７平６   86. 炮八平四  炮６平４   87. 炮四平六  士４退５ 

 
 
 
女子个人 R01T09 陈茗芳 先胜 格尼娃 

红方：新加坡 陈茗芳  

黑方：俄罗斯 格尼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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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   

 
 
迟到 

 
 
 
 
 
女子个人 R01T10 王秀玉 先负 李雯宜 

红方：泰国 王秀玉  

黑方：马来西亚 李雯宜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C42 中炮过河车互进七兵对屏风马平炮兑车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4.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３    5. 兵七进一  炮８平９    6. 车二平三  炮９退１ 

  7. 马八进七  炮９平７    8. 车三平四  士４进５    9. 炮八进四  象３进５ 

 10. 车九进一  车１平４   11. 车四退二  车４进４   12. 马七进六  卒７进１ 

 13. 兵三进一  马７进８   14. 兵三进一  车４平７   15. 炮八平五  车７进３ 

 16. 车九平四  马８进６   17. 车四进三  炮７进８   18. 仕四进五  炮７平９ 

 19. 帅五平四  车８进９   20. 帅四进一  车８退１   21. 帅四退一  车７进２ 

 
 

第二轮 
 
女子个人 R02T01 李雯宜 先负 陈茗芳 

红方：马来西亚 李雯宜  

黑方：新加坡 陈茗芳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C01 中炮七路马对屏风马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８    3. 马二进三  马２进３ 

  4.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１    5.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２    6. 车九平八  车２进４ 

  7. 炮八平九  车２平６    8. 车八进七  卒７进１    9. 兵三进一  车６平７ 

 10. 马七进八  马３退５   11. 车八进一  炮８退１   12. 车八退一  炮８进１ 

 13. 车八进一  马５进４   14. 炮五平七  象７进５   15. 相七进五  卒３进１ 

 16. 马八进七  炮１平３   17. 车一进一  卒３进１   18. 车一平六  马７进６ 

 19. 马三进二  炮３平４   20. 马七进六  卒３平２   21. 马二进四  车７平６ 

 22. 车六进五  炮４进７   23. 车六平七  炮８进７   24. 炮九退一  车８进８ 

 25. 炮七退一  车６进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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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个人 R02T02 左文静 先胜 殷美娴 

红方：中国 左文静  

黑方：美国 殷美娴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A13 飞相对进左马  

 
  1. 相三进五  马８进７    2. 兵七进一  马２进３    3. 马八进七  炮２平１ 

  4. 马二进三  车１平２    5. 炮八进二  车２进４    6. 炮二退一  卒７进１ 

  7. 车九平八  马７进８    8. 炮二平七  象３进５    9. 马七进六  卒３进１ 

 10. 兵七进一  车２平３   11. 炮七进六  车３退２   12. 炮八进五  车３退２ 

 13. 车八进八  士６进５   14. 车一进一  炮１平２   15. 车一平七  炮２退２ 

 16. 车七进八  象５退３   17. 车八进一  象７进５   18. 车八退三  马８进７ 

 19. 车八平五  卒９进１   20. 车五平二  炮８平７   21. 车二平三  炮７平６ 

 22. 马六进八  卒９进１   23. 马八进六  卒９进１   24. 车三平二  炮６退１ 

 25. 兵五进一  车９进４   26. 兵五进一  卒７进１   27. 兵五进一  卒７平６ 

 28. 车二进三  士５退６   29. 车二退一 

 
红胜 

 
 
 
 
 
女子个人 R02T03 吴兰香 先胜 林嘉欣 

红方：越南 吴兰香  

黑方：中国香港 林嘉欣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A60 过宫炮局  

 
  1. 炮二平六  炮２平６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９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4. 兵七进一  马２进３    5.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２    6. 车九平八  车２进４ 

  7. 炮八平九  车２平７    8. 兵三进一  车７进１    9. 相七进五  车７退１ 

 10. 马七进六  卒９进１   11. 车二进一  马９进８   12. 车二平四  士６进５ 

 13. 车八进六  象７进５   14. 车八平七  车７平５   15. 车四进四  车５平６ 

 16. 马六进四  炮６进１   17. 炮六进四  车８平６   18. 仕六进五  象３进１ 

 19. 炮六平四  车６进３   20. 马四进六  将５平６   21. 兵七进一  车６进１ 

 22. 兵七平八  炮８平７   23. 兵八进一  车６平４   24. 马六进七  车４退３ 

 25. 马七退九  车４进３   26. 兵八进一  车４平３   27. 兵八平七  车３平２ 

 28. 炮九平六  车２平５   29. 马九进七  象５退３   30. 车七退二  炮７退１ 

 31. 马三进四  马８进７   32. 马四进三  车５平６   33. 车七平四  车６进１ 

 34. 马三退四  卒５进１   35. 炮六进一  马７进６   36.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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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炮六平四  炮７平６   38. 炮四进五  将６进１   39. 马四进三  将６退１ 

 40. 马三退一 

 
 
女子个人 R02T04 阮黄燕 先胜 彭柔安 

红方：越南 阮黄燕  

黑方：中华台北 彭柔安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A45 起马互进七兵局  

 
  1.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2. 兵三进一  马２进３    3. 马二进三  车１进１ 

  4. 车九进一  车１平７    5. 炮八进四  卒７进１    6. 炮八平七  象３进５ 

  7. 车九平八  炮２退１    8. 马三进四  卒７进１    9. 马四进六  车７平４ 

 10. 马六进四  炮８平６   11. 马四退三  象５进７   12. 车一进一  象７进５ 

 13. 车一平四  车９进２   14. 兵五进一  炮６平７   15. 马七进五  车９平８ 

 16. 炮二平五  炮２平１   17. 兵五进一  炮７进３   18. 马五进三  车４进４ 

 19. 车八进六  车４平７   20. 车八平七  卒５进１   21. 车四进五  炮１平７ 

 22. 相三进一  车７平４   23. 车七平八  炮７平９   24. 炮七进三  将５进１ 

 25. 车四进三  马８进７   26. 车四退二  卒５进１   27. 炮七平九  卒５进１ 

 28. 炮五平三  车８进５   29. 车四平三  炮９平６   30. 车三进一  将５平４ 

 31. 车三平四  士４进５   32. 仕六进五  车８平７   33. 车八进一  将４退１ 

 34. 车四平五 

 
 
女子个人 R02T05 洪千惠 先负 黎氏金鸾 

红方：东马 洪千惠  

黑方：越南 黎氏金鸾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E40 对兵局  

 
  1.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2. 炮八平六  马２进３    3.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２ 

  4. 车九平八  马８进７    5. 马二进三  象３进５    6. 相三进五  马７进６ 

  7. 仕四进五  炮８平６    8. 炮二进三  马６进７    9. 车一平四  士４进５ 

 10. 炮二进一  车９平８   11. 炮二平三  炮２进４   12. 马七进六  车８进３ 

 13. 炮三进一  车８平７   14. 炮三平二  炮２进１   15. 车八平九  卒５进１ 

 16. 兵九进一  卒７进１   17. 兵九进一  卒５进１   18. 兵五进一  炮２退２ 

 19. 马六退七  炮２平５   20. 车九进三  车２平４   21. 车九平五  车４进４ 

 22. 炮二退六  炮５平６   23. 车四平三  车７平５   24. 相五进三  炮６平７ 

 25. 车三平四  车５进３   26. 马三进五  炮６平５   27. 炮二进三  炮５退２ 

 28. 炮六平五  马７进５   29. 相三退五  车４平５   30. 马五进四  炮７平８ 

 31. 炮二进一  车５进１   32. 马四进六  车５退１   33. 马六进七  将５平４ 

 34. 炮二退二  车５平４   35. 车四进四  车４退３   36. 车四平六  炮５平４ 

 37. 炮二平六  炮４进３   38. 车六进四  将４进１   39. 兵九平八  将４退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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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马七进六  象５退３ 

 
 
女子个人 R02T06 陈幸琳 先胜 HANA APRILIANA 

红方：中国 陈幸琳  

黑方：印尼 HANA APRILIANA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E03 仙人指路对中炮  

 
  1. 兵七进一  炮８平５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4. 马八进七  卒７进１    5. 相七进五  炮２平３    6. 马七进八  马７进６ 

  7. 仕六进五  马６进５    8. 炮二平一  车８进９    9. 马三退二  车１进１ 

 10. 车九平六  马２进１   11. 车六进七  车１平８   12. 车六平七  马５退４ 

 13. 车七进二  马４进２   14. 车七平九  马１退３   15. 车九平八  马２进１ 

 16. 马二进三  马３进４   17. 车八退六  马４进５   18. 相五退七  马１进２ 

 19. 炮八平五  马２退３   20. 炮五进四  士６进５   21. 炮一平七  车８进２ 

 22. 炮七进四  马５进４   23. 帅五平六  将５平６   24. 仕五进六  车８平５ 

 25. 炮七进三  将６进１   26. 相七进五  车５平６   27. 车八平五  车６进４ 

 28. 车五进四  车６平７   29. 炮七平三  车７平６   30. 仕六退五  车６退１ 

 31. 车五退二  卒７进１   32. 兵三进一  车６平１   33. 兵三进一  车１平９ 

 34. 兵三进一  车９退２   35. 车五进一  车９平４   36. 帅六平五  卒１进１ 

 37. 兵三进一  卒９进１   38. 车五平四  士５进６   39. 兵三平四  将６平５ 

 40. 车四平二  将５平４   41. 兵四平五 

 
 
女子个人 R02T08 林思祺 先胜 李孟儒 

红方：马来西亚 林思祺  

黑方：中华台北 李孟儒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B06 中炮对龟背炮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进１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４ 

  4. 马八进九  车４进７    5. 炮八平七  车４平２    6. 车二进六  卒７进１ 

  7. 车二平三  象３进５    8. 兵三进一  炮８退１    9. 兵三进一  炮８平７ 

 10. 车三平四  炮７进３   11. 马三进四  卒１进１   12. 车四进二  士４进５ 

 13. 马四进六  炮２退１   14. 车四退四  车２退４   15. 马六进四  车１进２ 

 16. 车九进一  车１平４   17. 车九平二  车２平４   18. 仕四进五  炮２进５ 

 19. 炮七平六  前车进１   20. 兵五进一  炮７平３   21. 马四进三  将５平４ 

 22. 炮六平七  炮３平４   23. 车二进六  象５退３   24. 兵一进一  炮２退１ 

 25. 兵七进一  炮２退４   26. 车四平三  炮２平７   27. 车三进三  车４平７ 

 28. 车二平三  炮７平９   29. 车三进二  炮９进４   30. 相三进一  车４平５ 

 31. 车三退四  车５平４   32. 炮七进四  炮４平５   33. 帅五平四  车４平６ 

 34. 帅四平五  车６平４   35. 帅五平四  车４平６   36. 帅四平五  车６平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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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帅五平四  车４平６   38. 帅四平五  车６平３   39. 炮七平一  车３进４ 

 40. 帅五平四  车３退２   41. 炮五进四  马２进３   42. 炮五平三  象３进５ 

 43. 炮一进三  象５退７   44. 车三平五  车３平１   45. 车五平七  车１平７ 

 46. 炮三退二  马３进５   47. 车七平五  马５退３   48. 车五平三  车７平８ 

 49. 炮三进五  将４进１   50. 炮三退一  士５进６   51. 车三平九  车８进２ 

 52. 帅四进一  车８退１   53. 帅四退一  车８进１   54. 帅四进一  车８退８ 

 55. 炮三退一  车８进７   56. 帅四退一  车８进１   57. 帅四进一  车８退１ 

 58. 帅四退一  炮９退３   59. 炮三平七  车８进１   60. 帅四进一  炮９退１ 

 61. 车九平三  炮９平６   62. 仕五进四  车８退２   63. 车三平六  将４平５ 

 64. 车六平五  将５平４   65. 帅四平五  士６进５   66. 车五平六  士５进４ 

 67. 炮七平四  车８平６   68. 炮一退一  将４退１   69. 车六进二  炮６平４ 

 70. 车六平八  炮４平２   71. 车八进一  车６退５   72. 车八退六  车６平４ 

 73. 炮一平九  车４进６   74. 帅五退一  车４进１   75. 帅五进一  车４退１ 

 76. 帅五退一  车４退２   77. 车八平五  车４退４   78. 车五进七  将４进１ 

 79. 炮九进一  车４平１   80. 炮九平六 

 
 
女子个人 R02T09 詹敏珠 先胜 许晓菲 

红方：东马 詹敏珠  

黑方：芬兰 许晓菲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B07 中炮对左炮封车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4. 兵七进一  炮８进４    5. 马八进九  象３进５    6. 兵五进一  炮２进４ 

  7. 兵九进一  马２进４    8. 车九进一  炮２平５    9. 仕四进五  车１平２ 

 10. 车九平六  车２进７   11. 车六进七  士４进５   12. 兵一进一  车２退１ 

 13. 相三进一  马７进６   14. 马三进五  车２平５   15. 马九进八  马６进７ 

 16. 车二进二  车５退１   17. 马八进九  马７进５   18. 相七进五  车５平３ 

 19. 车二进一  车８进６   20. 相五进七  车８退１   21. 马九进七  车８平３ 

 22. 兵九进一  车３平９   23. 马七退五  车９进２   24. 车六退四  卒９进１ 

 25. 车六平八  卒９进１   26. 马五退六  卒３进１   27. 马六进四  车９退１ 

 28. 马四进六  车９平４   29. 车八进五  士５退４   30. 马六进四  将５进１ 

 31. 车八退一  车４退５   32. 车八退四  车４进３   33. 车八平一  将５平４ 

 34. 车一平八  士４进５   35. 车八进四  将４退１   36.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37. 马四进五  卒３进１   38. 兵九平八  卒３平４   39. 马五退七  卒４平５ 

 40. 马七退九  车４退２   41. 马九退七  车４平３   42. 车八平七  车３进１ 

 43. 车七退三  卒７进１   44. 车七平九  士５进４   45. 车九进二  将４退１ 

 46. 车九进一  将４进１   47. 车九平四  士４退５   48. 车四平九  士５进４ 

 49. 兵八进一 

 
 
女子个人 R02T10 NI KADEK SUGIANINGSIH 先胜 素丽达 

红方：印尼 NI KADEK SUG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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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方：泰国 素丽达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4/10/2022 

开局：B30 中炮对反宫马后补左马  

 
  1. 炮八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八进七  炮２平４    3.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4. 马七进六  象７进５    5. 炮二平三  炮８进４    6. 兵五进一  马２进１ 

  7. 马六进五  马７进５    8. 炮五进四  士６进５    9. 马二进一  车１平２ 

 10. 车一平二  炮８退４   11. 车九进一  车９平６   12. 炮三进三  车２进４ 

 13. 炮五退一  车２进２   14. 车二进四  车２平６   15. 仕四进五  炮４平３ 

 16. 车九平六  车６退２   17. 炮三进一  卒３进１   18. 车六进三  马１进３ 

 19. 车六进二  马３进１   20. 相七进五  卒３进１   21. 兵九进一  车６退１ 

 22. 车六平四  车６进３   23. 车二进二  马１退３   24. 炮三平七  车６平３ 

 25. 车二平七  卒３平４   26. 车七平一  将５平６   27. 车一进三  将６进１ 

 28. 兵一进一  炮８平７   29. 马一进二  炮７进７   30. 马二进一  炮３进１ 

 31. 车一退一  将６退１   32. 马一进二  将６进１   33. 马二退三  将６退１ 

 34. 车一进一  象５退７   35. 车一平三 

 
红胜 

 
 

第三轮 
 
女子个人 R03T01 陈茗芳 先和 阮黄燕 

红方：新加坡 陈茗芳  

黑方：越南 阮黄燕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B20 中炮对左三步虎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８    3.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９ 

  4.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5. 车九进一  马２进３    6. 车九平六  炮２进２ 

  7. 车六进三  象７进５    8.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9.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10. 兵三进一  炮２平７   11. 马三进二  车１进１   12. 车六平三  象３进５ 

 13. 马七进六  炮９退１   14. 炮八平七  马３进４   15. 炮五平二  车８平７ 

 16. 炮二平六  炮９平７   17. 相三进一  马４退６   18. 车三平四  马６进８ 

 19. 车四退三  车１平２   20. 马二进四  马７进６   21. 车四进四  炮７平５ 

 22. 车四平六  车２退１   23. 车一进一  炮７平５   24. 相七进五  炮５平８ 

 25. 兵五进一  炮５平７   26. 车一平四  马８进７   27. 车四进二  炮７平８ 

 28. 车四平八  车２平１   29. 相一退三  前炮进２   30. 车八进三  马７退５ 

 31. 炮六退一  前炮平４   32. 马六退八  炮４平５   33. 炮六平五  炮５进２ 

 34. 仕六进五  马５退７   35. 马八进六  炮８进２   36. 车八进二  士６进５ 

 37. 相五进三  马７进５   38. 车六平二  炮８平７   39. 相三进五  马５退７ 

 40. 车二进一  车１进２   41. 车八退四  卒９进１   42. 兵九进一  车１平４ 

 43. 炮七平六  车４平３   44. 炮六平九  象３退１   45. 马六退四  象１退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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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马四进三  象５进７   47. 车八平五  车３平５   48. 车二退一  炮７平６ 

 49. 车二进一  车７平６   50. 车五平四  炮６进１   51. 炮九进四  炮６平５ 

 52. 车四平六  炮５进２   53. 炮九进三  车５平１   54. 车二平五 

 
 
女子个人 R03T02 吴兰香 先负 左文静 

红方：越南 吴兰香  

黑方：中国 左文静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A62 过宫炮对横车  

 
  1. 炮二平六  车９进１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４    3. 仕四进五  马２进３ 

  4.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９    5. 兵七进一  卒９进１    6. 马八进七  车４进５ 

  7. 炮六平四  车１进１    8. 兵三进一  车１平６    9. 炮八进二  车６进５ 

 10. 马三进四  车４平３   11. 车九进二  卒３进１   12. 马四进五  马３进５ 

 13. 车二进七  象３进５   14. 车二进一  卒３进１   15. 车二平七  马５进３ 

 16. 炮八进一  车６平９   17. 炮八平一  卒３平２   18. 炮一平六  卒２进１ 

 19. 马七退九  车９平５   20. 车九平五  士６进５   21. 车五进一  车３平５ 

 22. 相七进五  卒２平１   23. 炮六进一  车５平３   24. 马九退七  前卒平２ 

 25. 马七进六  马３进４   26. 车七退五  卒２平３   27. 相五退七  马９进８ 

 28. 马六进四  马８进９   29. 马四退二  炮２进５   30. 相三进五  马４进６ 

 31. 仕五进四  炮２平６   32. 炮六退五  马９进７   33. 马二进一  炮６退４ 

 34. 马一退三  炮６进３   35. 相七进九  马７退９   36. 炮六平九  马９退７ 

 37. 炮九进五  马７退５   38. 马三进四  卒７进１   39. 炮九退二  卒７进１ 

 40. 相九进七  卒７平６   41. 马四进二  马５进４   42. 马二退一  卒３进１ 

 43. 马一退二  炮６平８   44. 仕六进五  卒３进１   45. 仕五进六  卒３平４ 

 46. 帅五平四  炮８退３   47. 炮九进一  炮８平６   48. 帅四平五  马４进６ 

 49. 马二退四  马６退５   50. 马四进五  炮６平５ 

 
 
女子个人 R03T03 彭柔安 先负 陈幸琳 

红方：中华台北 彭柔安  

黑方：中国 陈幸琳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D30 中炮不进三兵对左炮封车转列炮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4. 兵七进一  炮８进４    5. 马八进七  炮２平５    6. 仕四进五  马２进３ 

  7. 车九平八  车１进１    8. 炮八平九  车１平８    9. 马七进六  车８进４ 

 10. 马六进七  车８平３   11. 马七进五  象７进５   12. 炮五平六  车３进１ 

 13. 相三进五  马３进４   14. 车八进五  马４进５   15. 马三进五  炮８平５ 

 16. 车二进九  马７退８   17. 车八平四  马８进７   18. 车四退二  卒５进１ 

 19. 炮九进四  卒５进１   20. 车四进四  马７进８   21. 炮九平二  士６进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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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车四进一  车３退３   23. 炮二进三  马８退７   24. 炮二平一  车３平８ 

 25. 炮六平八  马７进５   26. 炮八进二  士５进６   27. 车四退一  卒５平６ 

 28. 帅五平四  炮５平６   29. 车四平一  炮６平９   30. 车一平四  炮９退６ 

 31. 炮八进五  将５进１   32. 帅四平五  炮９平７   33. 炮八退四  马５进３ 

 34. 车四退三  马３进４ 

 
 
女子个人 R03T04 黎氏金鸾 先胜 NI KADEK SUGIANINGSIH 

红方：越南 黎氏金鸾  

黑方：印尼 NI KADEK SUGIAN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C40 中炮过河车互进七兵对屏风马平炮兑车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4.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３    5. 兵七进一  炮８平９    6. 车二平三  车８进２ 

  7. 炮八平六  象３进５    8. 马八进七  炮２进４    9.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10.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11. 车三退二  士４进５   12. 仕六进五  马７进６ 

 13. 马三进四  炮２平９   14. 车八进九  马３退２   15. 炮五进四  马２进３ 

 16. 炮五退一  马３进５   17. 炮六平四  马６退７   18. 相七进五  车８进２ 

 19. 兵五进一  车８平７   20. 车三平二  前炮退２   21. 车二进二  马５退３ 

 22. 车二平七  炮９平５   23. 车七进一  炮５平６   24. 车七退一  炮６进３ 

 25. 仕五进四  车７平６   26. 马四退三  车６进３   27. 车七平三  车６退５ 

 28. 兵五进一  炮９退１   29. 马三进五  炮９平７   30. 车三平九  卒９进１ 

 31. 车九平二  车６进６   32. 仕四进五  士５退４   33. 车二进一  车６平７ 

 34. 车二进一  炮７平５   35. 马五进三  象５进７   36. 车二退一  炮５平３ 

 37. 马七进五  马７退５   38. 兵五平四  卒９进１   39. 马三进五  马５进４ 

 40. 车二平六  车７退２   41. 车六退一  车７平５   42. 车六进二  士６进５ 

 43. 车六平七  车５平１   44. 兵四平三  车１进３   45. 仕五退六  车１退６ 

 46. 车七退二  车１退１   47. 车七平二  车１平７   48. 车二平三  车７平５ 

 49. 车三进三  士５退６   50. 兵三平四  车５进１   51. 车三退五  卒９进１ 

 52. 车三退一  士４进５   53. 车三平一  车５平２   54. 兵七进一  车２退１ 

 55. 兵七进一  车２进３   56. 车一平五  车２退３   57. 兵七平六  将５平４ 

 58. 车五平七  车２退２   59. 兵四进一  将４平５   60. 兵四进一  士５进６ 

 61. 马五进四  将５进１   62. 兵六进一  将５平６   63. 兵六平五  车２进１ 

 64. 马四进二  士６进５   65. 车七平四  士５进６   66. 车四进四 

 
 
女子个人 R03T05 林嘉欣 先胜 林思祺 

红方：中国香港 林嘉欣  

黑方：马来西亚 林思祺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A44 起马转中炮对进７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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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2.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3. 兵三进一  马２进３ 

  4.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5. 车一平二  车１进１    6. 炮八进四  马３进２ 

  7. 车二进五  象７进５    8. 车二平六  士６进５    9. 炮八平三  炮８进４ 

 10. 兵七进一  马２进３   11.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３   12. 车八进六  炮３进３ 

 13. 车六退三  车８进３   14. 马三进四  炮８进１   15. 车六进一  炮３进２ 

 16. 车六平七  车１平４   17. 兵三进一  象５进７   18. 炮五进四  马７进５ 

 19. 车八平五  车４进４   20. 车五退二  车４平５   21. 兵五进一  炮３平４ 

 22. 车七进二  炮４退２   23. 兵五进一  炮４平５   24. 车七退一  炮８退２ 

 25. 车七进五  象７退５   26. 车七退六  炮８进４   27. 车七平二  车８进３ 

 28. 马四退二  炮８退２   29. 马二退四  炮５平２   30. 炮三退五  炮８退５ 

 31. 炮三平一  炮２退３   32. 炮一进五  炮２平１   33. 马四进三  象５进７ 

 34. 炮一平五  炮８平５   35. 相三进五  炮１进４   36. 兵五平四  炮１平７ 

 37. 仕四进五  将５平６   38. 马三进一  象７退９   39. 马一进三  炮５平２ 

 40. 马三进一  炮７退４   41. 马一退二  炮７平４   42. 炮五退三  卒１进１ 

 43. 马二进四  炮４平６   44. 马四退六  卒１进１   45. 兵四进一  炮６平４ 

 46. 兵一进一  炮２进２   47. 马六退七  炮２进１   48. 马七进九  炮４进３ 

 49. 相五进七  炮２退１   50. 马九进八  炮２平５   51. 相七退五  炮４退４ 

 52. 兵一进一  炮５退２   53. 炮五进二  炮５平２   54. 兵一平二  炮４进２ 

 55. 兵二平三  炮４平３   56. 兵四平五  炮３退１   57. 兵五平六  炮３平９ 

 58. 炮五平九  士５进６   59. 兵六平五  士４进５   60. 炮九进二  炮９进１ 

 61. 马八退六  炮２退２   62. 帅五平四  炮２进４   63. 马六退七  炮２退４ 

 64. 炮九退二  将６平５   65. 炮九平五  将５平６   66. 炮五进三 

 
 
女子个人 R03T06 王秀玉 先负 詹敏珠 

红方：泰国 王秀玉  

黑方：东马 詹敏珠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B05 中炮对进左马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卒３进１ 

  4. 车二进五  象３进５    5. 炮八进四  卒７进１    6. 车二进一  马２进４ 

  7. 兵九进一  车１平３    8. 马八进九  车３进３    9. 炮八退一  炮８平９ 

 10. 车二进三  马７退８   11. 炮五平七  马８进７   12. 车九进一  车３平４ 

 13. 炮七进三  马４进３   14. 相三进五  车４进２   15. 炮七退一  车４退１ 

 16. 炮八退二  马７进６   17. 车九平四  炮９平６   18. 车四平二  卒１进１ 

 19. 兵九进一  马３进１   20. 炮八进三  车４退１   21. 炮八退一  马６进７ 

 22. 仕四进五  车４进５   23. 炮七平五  卒５进１   24. 炮五平七  炮６平７ 

 25. 炮七进二  车４退５   26. 炮七退一  马１进２   27. 马九进八  车４平５ 

 28. 炮八退二  炮２进４   29. 炮七平九  炮２进３   30. 马八退九  炮２退２ 

 31. 炮九进四  士４进５   32. 相五退三  车５平１   33. 炮九平八  炮２退６ 

 34. 马九进八  车１退３   35. 炮八平四  将５平６   36. 马八进七  炮２平３ 

 37. 相三进五  车１进３   38. 马七退五  车１平４   39. 车二平四  将６平５ 

 40. 帅五平四  车４平５   41. 马五退七  炮３进５   42. 车四进三  炮３进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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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马三退一  马７进９   44. 仕五进六  车５平８   45. 车四平六  马９进７ 

 46. 帅四进一  车８平６   47. 帅四平五  车６平１   48. 帅五平四  炮７平６ 

 49. 马一进三  象５进３   50. 车六进一  象７进５   51. 马七进五  炮６退１ 

 52. 车六退一  士５进６   53. 马三进四  士６退５   54. 马四进三  炮６进２ 

 55. 车六平八  车１平５   56. 马五退六  车５进３   57. 马六进七  象５进３ 

 58. 帅四平五  车５平１   59. 车八退三  车１平６   60. 马三进四  车６进２ 

 61. 帅五平四  马７退６ 

 
 
女子个人 R03T07 殷美娴 先负 李雯宜 

红方：美国 殷美娴  

黑方：马来西亚 李雯宜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C04 中炮七路马对屏风马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4.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5. 兵七进一  炮２进４    6. 兵五进一  炮８进４ 

  7. 车九进一  炮２平３    8. 相七进九  车１平２    9. 车九平四  炮３平５ 

 10. 马七进五  炮８平５   11. 仕四进五  车８进９   12. 马三退二  车２进７ 

 13. 车四进六  象３进５   14. 车四平三  车２平１   15. 马二进三  炮５平３ 

 16. 仕五进六  车１退１   17. 炮五进一  炮３进１   18. 相三进五  炮３平５ 

 19. 兵三进一  炮５退２   20. 仕六退五  车１进１   21. 马三退四  士４进５ 

 22. 兵三进一  将５平４   23. 马四进二  车１平７   24. 车三平二  车７进２ 

 25. 马二退四  车７退３   26. 炮五退一  车７平４ 

 
 
女子个人 R03T08 HANA APRILIANA 先胜 格尼娃 

红方：印尼 HANA APRILIANA  

黑方：俄罗斯 格尼娃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   

 
 
格尼娃弃权 

 
 
 
 
 
女子个人 R03T09 素丽达 先负 洪千惠 

红方：泰国 素丽达  

黑方：东马 洪千惠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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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局：B55 五七炮互进三兵对反宫马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3. 兵三进一  马８进７ 

  4. 车一平二  卒３进１    5. 马八进九  象７进５    6. 炮八平七  车１平２ 

  7. 车九平八  炮２进４    8. 兵五进一  士６进５    9. 车二进六  车９平８ 

 10. 车二进三  马７退８   11. 兵九进一  马８进６   12. 车八进一  马６进８ 

 13. 车八平二  马８进６   14. 车二进八  士５退６   15. 马三进二  马６进５ 

 16. 仕四进五  卒７进１   17. 兵三进一  马５退７   18. 马二进四  士４进５ 

 19. 车二退五  马７进６   20. 车二平三  象５进７   21. 马四进六  车２进１ 

 22. 炮五平一  士５进４   23. 炮七平五  象３进５   24. 炮一进四  车２平８ 

 25. 仕五退四  马６进４ 

 
 
女子个人 R03T10 许晓菲 先和 李孟儒 

红方：芬兰 许晓菲  

黑方：中华台北 李孟儒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B06 中炮对龟背炮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进１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４ 

  4. 仕四进五  车４进７    5. 马八进九  卒１进１    6. 车二进四  马２进１ 

  7. 车二平八  车４平２    8. 车九平八  车２进１    9. 马九退八  炮２进５ 

 10. 车八退二  车１平２   11. 车八进七  马１退２   12.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13. 兵五进一  象３进５   14.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15.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16. 马七进五  卒５进１   17. 炮五进二  士４进５   18. 炮五进一  炮８进２ 

 19. 马三进四  马３进２   20. 马四进三  马２进３   21. 相三进五  马３退５ 

 22. 马五退七  马５进３   23. 马七进五  马３退５   24. 马五退七  马５进３ 

 
 

第四轮 
 
女子个人 R04T01 左文静 先胜 陈茗芳 

红方：中国 左文静  

黑方：新加坡 陈茗芳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A37 飞相进左马对进７卒  

 
  1. 相三进五  卒７进１    2. 马八进七  马８进７    3. 车九进一  马２进１ 

  4. 马二进四  车１进１    5.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6. 车一平三  象７进５ 

  7. 车三进四  马７进８    8. 兵七进一  车１平６    9. 车三进二  马８进６ 

 10. 车三退二  车９进１   11. 兵五进一  车９平７   12. 马四进五  车７进４ 

 13. 马五进三  象５进７   14. 炮二平四  炮８进７   15. 相五退三  车６平８ 

 16. 相七进五  炮２平５   17. 车九平六  车８平２   18. 炮八进二  马６进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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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车六进一  马５退６   20. 炮四进七  卒５进１   21. 仕六进五  炮５进３ 

 22. 炮八平五  卒５进１   23. 车六平二  车２进６   24. 炮四退四  炮８平９ 

 25. 仕五退六  车２退３   26. 炮四进一  卒１进１   27. 车二退二  马６进７ 

 28. 车二平一  车２平６   29. 仕六进五  车６退１   30. 车一进二  马７退６ 

 31. 车一平二  士４进５   32. 车二进七  士５退６   33. 车二退二  车６平４ 

 34. 车二平四  象３进５   35. 马三退四  车４平５   36. 车四退二  马１退３ 

 37. 马七进八  马３进４   38. 马八进七  马４进３   39. 马七进九  马３退２ 

 40. 车四平八  卒５平４   41. 车八进一  车５平２   42. 马九进七  将５平４ 

 43. 马七退八  卒９进１   44. 马四进三  马６进７   45. 马八进六  卒４平５ 

 46. 马六进八  将４平５   47. 马八退七  卒５平６   48. 马三进一  马７退９ 

 49. 马七退九  马９进７   50. 马九退七  卒６平５   51. 兵九进一  马７退６ 

 52. 马七进六  卒５平４   53. 兵九进一  马６进４   54. 兵九平八  马４进３ 

 55. 帅五平六  马３退２   56. 马一进二  士６进５   57. 马二退四  卒４进１ 

 58. 马六进七  将５平６   59. 马七退五  马２退４   60. 兵八进一  马４进６ 

 61. 马五进三  将６进１   62. 兵八平七  马６退５   63. 兵七平六  卒４平３ 

 64. 马四进二  将６退１   65. 马二退三  马５退６   66. 后马退五  卒３平４ 

 67. 兵六平五  马６进５   68. 马三退四  将６平５   69. 马五进七  卒４平３ 

 70. 兵五进一  士５退４   71. 马七进六  马５退４   72. 马四进六  将５平６ 

 73. 兵五平四 

 
 
女子个人 R04T02 阮黄燕 先胜 黎氏金鸾 

红方：越南 阮黄燕  

黑方：越南 黎氏金鸾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E42 对兵互进右马局  

 
  1.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2. 马八进七  马８进７    3. 马二进一  马２进３ 

  4. 炮二平四  车９平８    5. 车一平二  卒９进１    6. 车九进一  炮８进５ 

  7. 相三进五  车１进１    8. 车九平三  车１平６    9. 仕四进五  象３进５ 

 10. 兵三进一  象７进９   11. 马七进六  卒３进１   12. 兵三进一  象９进７ 

 13. 兵七进一  车６进４   14. 马六退七  马３退５   15. 兵七进一  炮２进４ 

 16. 马七进八  车６平４   17. 车三进一  炮８退２   18. 马八进九  马７进６ 

 19. 车三进二  马５进７   20. 车二平三  车４退１   21. 炮四平二  炮８平９ 

 22. 兵一进一  卒９进１   23. 前车平一  马６进７   24. 车一平八  炮２平４ 

 25. 马一进二  马７退８   26. 车三进四  炮４平３   27. 车三平六  车４平１ 

 28. 马九进七  炮３退４   29. 兵七进一 

 
 
女子个人 R04T03 陈幸琳 先胜 吴兰香 

红方：中国 陈幸琳  

黑方：越南 吴兰香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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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局：C02 中炮七路马对屏风马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4.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5. 马七进六  车１进１    6. 炮八平六  炮２退１ 

  7. 车一平二  炮２平７    8. 车九平八  士６进５    9. 车八进七  炮７平６ 

 10.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11. 炮六平七  车１进１   12. 车八退三  炮８进１ 

 13. 炮七进五  炮８进４   14. 炮五平七  炮８平３   15. 炮七退五  象３进５ 

 16. 车二进九  马７退８   17. 马六进五  车１平４   18. 仕四进五  车４进１ 

 19. 炮七平五  炮６平７   20. 车八平四  炮７进５   21. 相三进一  马８进７ 

 22. 马五进三  炮７退４   23. 马三进二  炮７平６   24. 兵五进一  车４进２ 

 25. 马二进一  卒３进１   26. 马一进三  卒３进１   27. 炮五平二  炮６退２ 

 28. 炮二进四 

 
 
女子个人 R04T04 李雯宜 先和 林嘉欣 

红方：马来西亚 李雯宜  

黑方：中国香港 林嘉欣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D50 中炮对列炮  

 
  1. 炮二平五  炮２平５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4.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5. 车九平八  炮８进４    6.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7. 炮八进四  炮８平７    8. 炮八平七  车８进９    9. 马三退二  象３进１ 

 10. 车八进一  马３退５   11. 车八进五  车１平３   12. 相七进九  卒１进１ 

 13.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14. 相九进七  车３进２   15. 仕六进五  车３平４ 

 16. 炮七平六  象７进９   17. 马二进一  炮７进１   18. 马七进六  卒７进１ 

 19. 兵三进一  象９进７   20. 马一进三  炮５进４   21. 马六进四  炮５退２ 

 22. 炮六平一  马５进３   23. 炮一退一  士６进５   24. 马四进三  车４平７ 

 25. 炮一平五  卒５进１   26. 马三进一  卒５进１   27. 车八平二  象７退５ 

 28. 车二平七  象５退７   29. 炮五平七  马３退２   30. 炮七平九  炮７平３ 

 31. 相七退五  炮３退３   32. 车七平五  卒５平６   33. 炮九进三  马２进４ 

 34. 车五平六  马４进２   35. 车六平八  炮３平５   36. 炮九平八  车７平３ 

 37. 帅五平六  车３平４   38. 帅六平五  车４平３   39. 帅五平六 

 
 
女子个人 R04T05 詹敏珠 先负 HANA APRILIANA 

红方：东马 詹敏珠  

黑方：印尼 HANA APRILIANA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C16 中炮巡河车对屏风马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4. 车二进四  马２进３    5. 马八进七  炮２进２    6. 兵五进一  马７进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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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车二平四  象３进５    8.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9. 车四平三  炮２平７ 

 10. 马七进五  车１平２   11. 炮八平七  车２进６   12. 兵五进一  马８进９ 

 13. 车三平二  马９进７   14. 马五退三  车２平７   15. 车二退二  炮８进２ 

 16. 兵五平四  炮７进１   17. 相三进一  炮８进２   18. 马三退五  炮７平５ 

 19. 车九平八  车８进４   20. 车八进五  卒３进１   21. 车八进三  车８平６ 

 22. 车八平二  炮８平１   23. 车二退四  炮１退１   24. 前车退一  炮１进４ 

 25. 炮七平六  车６平４ 

 
 
女子个人 R04T06 洪千惠 先胜 王秀玉 

红方：东马 洪千惠  

黑方：泰国 王秀玉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E03 仙人指路对中炮  

 
  1.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５    2. 炮八平五  马２进３    3.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２ 

  4. 马二进一  卒９进１    5. 车九进一  马８进９    6. 车九平四  卒７进１ 

  7. 炮二平三  炮８进４    8. 车四进三  车９平８    9. 兵三进一  车８进５ 

 10. 兵一进一  车８平７   11. 车四平三  卒７进１   12. 炮三进七  士６进５ 

 1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14. 马一进三  炮８平５   15. 马七进五  炮５进４ 

 16. 仕四进五  车２进４   17. 炮三平一  将５平６   18. 兵一进一  车２平７ 

 19. 马三退四  炮５退２   20. 兵一进一  马９退７   21. 炮一退一  马７进６ 

 22. 马四进五  马６进５   23. 炮五进二  炮５进２   24. 相三进五  车７进１ 

 25. 车二平四  将６平５   26. 炮五平四  车７退５   27. 车四平二  象３进５ 

 28. 炮四平一  将５平６   29. 前炮进一  将６进１   30. 炮一退三  卒３进１ 

 31.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32. 车二平四  士５进６   33. 车四平二  士６退５ 

 34. 前炮平二  象３退５   35. 兵一进一  马３进２   36. 兵一进一  马２进４ 

 37. 兵一平二  马４进２   38. 炮一进七  车７进１   39. 兵二平三  将６退１ 

 40. 炮一进一 

 
 
女子个人 R04T07 彭柔安 先胜 殷美娴 

红方：中华台北 彭柔安  

黑方：美国 殷美娴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D28 顺炮直车对横车  

 
  1. 炮二平五  炮８平５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车一平二  车９进１ 

  4.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４    5.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6.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１ 

  7.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8. 炮八进四  车４进６    9. 车八进二  士４进５ 

 10. 车二进五  象７进９   11. 仕四进五  卒７进１   12. 车二进一  车４退３ 

 13. 车二平三  马７退８   14. 兵三进一  马８进６   15. 马三进四  车４平７ 

 16. 车三退一  象９进７   17. 炮八进二  马６进８   18. 马四进六  马３退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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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炮五进四  炮１平４   20. 车八进二  炮４进１   21. 炮八平六  车２平１ 

 22. 兵七进一  车１进１   23. 车八平四  车１平４   24. 帅五平四  马８进６ 

 25. 马六进四  炮４平６   26. 车四进二 

 
 
女子个人 R04T08 李孟儒 先负 NI KADEK SUGIANINGSIH 

红方：中华台北 李孟儒  

黑方：印尼 NI KADEK SUGIAN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C70 五七炮对屏风马进３卒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3. 马二进三  马２进３ 

  4.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5. 马八进九  炮８进４    6. 炮八平七  马３进４ 

  7.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５    8. 炮七退一  士４进５    9. 车八进四  炮５平４ 

 10.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11. 马三进二  炮８平７   12. 炮七平二  车８平９ 

 13. 炮二平三  象３进５   14. 马二退一  炮７退１   15. 炮三进四  马４进５ 

 16. 车八平五  马７进６   17. 炮三进一  炮７退１   18. 车五进二  车１平３ 

 19. 马一进三  马６进７   20. 炮三退三  马５退６   21. 炮三进一  卒３进１ 

 22. 车五平一  炮７进５   23. 车二平三  车９进３   24. 仕四进五  卒３进１ 

 25. 车三平四  马６进４   26. 车四进四  马４进５   27. 相七进五  车９进３ 

 28. 兵九进一  车９平５   29. 相五退三  卒３平４   30. 车四平六  车３进７ 

 31. 马九进八  车３平７   32. 炮三平四  车７进２   33. 炮四退四  炮４平３ 

 34. 车六平七  炮３进２   35. 马八进七  车５退３   36. 马七进六  车５进２ 

 37. 车七退三  车５平４   38. 马六退七  车４平５   39. 马七进九  炮３平５ 

 40. 车七进一  车７退１ 

 
 
女子个人 R04T09 林思祺 先胜 许晓菲 

红方：马来西亚 林思祺  

黑方：芬兰 许晓菲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B07 中炮对左炮封车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4. 兵七进一  炮８进４    5.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6. 炮八进二  车１进１ 

  7. 马七进六  象３进５    8. 炮五平七  车１平４    9. 车九进一  卒３进１ 

 10. 炮七平六  车４平６   11.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12. 车九平七  炮８退２ 

 13. 兵三进一  象７进９   14. 兵三进一  象９进７   15. 车二进四  象７退５ 

 16. 相七进五  炮８平７   17. 车二平三  车８进１   18. 马三进四  马７进６ 

 19. 马六进七  马６进４   20. 马四进六 

 
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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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个人 R04T10 格尼娃 先负 素丽达 

红方：俄罗斯 格尼娃  

黑方：泰国 素丽达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5/10/2022 

开局：E03 仙人指路对中炮  

 
  1. 兵三进一  炮２平５    2. 炮八平七  马２进３    3. 马八进九  车１平２ 

  4. 仕四进五  炮５进４    5. 帅五平四  马８进９    6. 马二进三  炮５退２ 

  7. 兵一进一  车９进１    8. 兵一进一  车９平６    9. 仕五进四  卒９进１ 

 10. 车一进五  炮８进４   11. 车一进二  象７进９   12. 相七进五  炮８平６ 

 13. 仕四退五  炮６平１   14. 马三进四  车６进４   15. 仕五进四  炮１进３ 

 16. 马九退八  车２进９   17. 炮二进七  象９退７   18. 炮二平四  将５平６ 

 19. 兵七进一  车６平４   20. 炮七平六  车４进２   21. 帅四进一  车２平４ 

 22. 兵三进一  车４进１ 

 

第五轮 
 
女子个人 R05T01 左文静 先和 陈幸琳 

红方：中国 左文静  

黑方：中国 陈幸琳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A28 飞相转屏风马对左中炮  

 
  1. 相三进五  炮８平５    2. 兵三进一  马８进７    3. 马二进三  炮２平４ 

  4.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5. 马三进二  车１平２    6. 车九平八  卒３进１ 

  7. 车一平三  车２进４    8.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9. 车三进五  象７进９ 

 10. 车三进一  车９平７   11. 马二进一  马７进９   12. 车三平一  车７进６ 

 13. 炮二进七  象９退７   14. 车一平五  炮４进６   15. 车五平四  士４进５ 

 16. 车四退五  炮４退５   17. 炮八进一  车７进１   18. 仕六进五  马３进５ 

 19. 炮八进一  炮４进５   20. 仕五进四  马５进４   21. 车四平六  马４进３ 

 22. 车八进二  马３退５   23. 车六进二  马５退４   24. 仕四退五  卒３进１ 

 25. 兵七进一  车２进１   26. 车八进二  马４进２   27. 车六平八  马２退３ 

 28. 兵七进一  马３进５   29. 兵七平六  马５退６   30. 车八进六  车７退１ 

 31. 车八平七  士５退４   32. 车七退三  车７平８   33. 炮二平一  车８平９ 

 34. 炮一退三  马６进７   35. 炮一平九  车９平１   36. 炮九平八  车１平２ 

 37. 炮八平九  炮５平９   38. 炮九进三  将５进１   39. 兵六进一  马７进８ 

 40. 车七进二  将５进１   41. 兵六平五  将５平４   42. 仕五进六  车２退３ 

 43. 炮九退八  炮９进７   44. 仕四进五  车２平５   45. 车七退五  车５平８ 

 46. 车七平六  将４平５   47. 车六平五  将５平６   48. 仕五进四  炮９退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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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炮九平四  炮９平６   50. 仕四退五  炮６平４   51. 相五进三  炮４退２ 

 52. 仕五进四  炮４平６   53. 车五平四  炮６进２   54. 相七进五  将６退１ 

 55. 仕四退五  将６平５   56. 炮四进三 

 
 
女子个人 R05T02 林嘉欣 先和 阮黄燕 

红方：中国香港 林嘉欣  

黑方：越南 阮黄燕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B24 中炮过河炮对左三步虎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８    3.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９ 

  4.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5. 炮八进四  马２进３    6. 炮八平七  炮２进２ 

  7.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8. 车八进四  卒７进１    9.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10. 车八平七  卒７进１   11. 车七平三  马７进６   12. 马七进八  象３进５ 

 13. 车一进一  炮２平５   14. 车一平六  车８进６   15. 马八进六  士４进５ 

 16. 炮五进三  卒５进１   17. 车六平四  车８退３   18. 车四进四  车８平３ 

 19. 马六进七  炮９平３   20. 相七进五  车２平４   21. 车四平五  车４进８ 

 22. 车五平八  车３进６   23. 仕四进五  车３平１   24. 车三平七  炮３平４ 

 25. 车七平八  车１退３   26. 车八退一  炮４平３   27. 相五进七  车１进２ 

 28. 相三进五  炮３进２   29. 马三进四  卒１进１   30. 车八平六  卒１进１ 

 31. 车八平九  车４退２   32. 马四退六  炮３平７   33. 车九进四  士５退４ 

 34. 马六进五  士６进５   35. 马五退三  车１退２   36. 车九退四 

 
 
女子个人 R05T03 黎氏金鸾 先和 李雯宜 

红方：越南 黎氏金鸾  

黑方：马来西亚 李雯宜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C49 中炮过河车互进七兵对屏风马平炮兑车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4.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３    5. 兵七进一  炮８平９    6. 车二平三  炮９退１ 

  7. 兵五进一  炮９平７    8. 车三平四  士４进５    9.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10. 马八进七  卒７进１   11. 马三进五  卒７进１   12. 马五进六  马７进８ 

 13. 车四平三  炮２退１   14. 马七进五  车１进２   15. 车九进一  马８进６ 

 16. 车三退三  马６进５   17. 相三进五  车８进３   18. 车九平四  车８平５ 

 19. 车三进一  象３进５   20. 车四进三  车１平２   21. 炮八平六  马３退４ 

 22. 仕四进五  炮７平９   23. 马五退三  炮２平４   24. 马六退五  车２进４ 

 25. 马五进四  炮４平２   26. 马四进三  卒５进１   27. 车四平五  车５进２ 

 28. 车三平五  车２平７   29. 前马退四  车７退２   30. 马三进二  炮２进４ 

 31. 炮六进二  炮２平４   32. 车五平六  马４进２   33. 车六退一  车７平８ 

 34. 车六平四  马２进４   35. 马二退三  卒３进１   36. 马四进六  卒３进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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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马六退七  象５进３   38. 车四平三  象３退５   39. 车三进三  车８进３ 

 40. 车三平一  炮９进５   41. 马三退四  车８退１   42. 兵九进一  马４进３ 

 43. 马四进三  车８进１   44. 车一退三  车８平７   45. 车一平八  车７退４ 

 46. 车八进二  士５退４   47. 仕五退四  士６进５   48. 仕六进五 

 
 
女子个人 R05T04 陈茗芳 先胜 洪千惠 

红方：新加坡 陈茗芳  

黑方：东马 洪千惠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B52 五七炮对反宫马左横车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兵三进一  炮８平６    3.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4. 车一平二  车９进１    5. 兵七进一  车９平４    6. 炮八平七  车４进３ 

  7. 车九进一  卒７进１    8. 兵七进一  车４平３    9. 兵三进一  车３平７ 

 10. 炮七进五  车７进３   11. 炮五进四  炮６平４   12. 炮五退二  马７进６ 

 13. 车二进五  马６进７   14. 车二平三  炮２进４   15. 相七进五  车１进２ 

 16. 炮七进一  炮４进５   17. 炮五平三  象７进５   18. 炮三退二  象５进７ 

 19. 炮三平六  车１平４   20. 仕六进五  车４进４   21. 炮六退二  车４平５ 

 22. 车九平七  马７进６   23. 车七进二  车５平３   24. 炮七退五  象３进５ 

 25. 炮六进一  马６退８   26. 炮七平五  士６进５   27. 炮五进三  马８退６ 

 28. 兵一进一  卒３进１   29. 炮六平九  将５平６   30. 炮九进五  马６进７ 

 31. 帅五平六  炮２平４   32.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33. 马七进五  卒３进１ 

 34. 炮五平四  炮４退１   35. 马五进四  炮４退１   36. 帅六进一  卒３平４ 

 37. 仕五进六  卒４平５   38. 帅六平五  炮４平５   39. 马四退五  马７退６ 

 40. 帅五平六  卒９进１   41. 兵一进一  炮５平９   42. 炮四退二  将６平５ 

 43. 炮四平五  将５平６   44. 炮九平四  将６平５   45. 炮五平四  马６进８ 

 46. 马五进七  炮９进４   47. 帅六退一 

 
 
女子个人 R05T05 HANA APRILIANA 先负 彭柔安 

红方：印尼 HANA APRILIANA  

黑方：中华台北 彭柔安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C71 五七炮对屏风马进３卒右马外盘河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4.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5. 炮八平七  马３进２    6. 马三进四  马２进３ 

  7. 炮五进四  马７进５    8. 马四进五  象３进５    9. 车二进五  车８进１ 

 10. 马八进九  马３进１   11. 车九进二  车８平４   12. 炮七平五  士４进５ 

 13. 车九平八  卒３进１   14. 兵五进一  车４进２   15. 兵五进一  卒３进１ 

 16. 炮五平三  车１平３   17. 相七进五  炮８平６   18. 车二平四  炮６平８ 

 19. 炮三进四  车４进３   20. 车八进三  卒３进１   21. 炮三进一  炮２平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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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马五进三  炮８进７   23. 车八平六  车４平５   24. 车四退三  炮８退３ 

 25. 兵五进一  车３进４   26. 车六退一  炮８退１   27. 车六进四  车３进２ 

 28. 马三退一  炮８进４   29. 马一进二  车５平６   30. 车四进一  车３平６ 

 31. 仕六进五  炮８退７   32. 兵五进一  象７进５   33. 车六退二  车６平１ 

 34. 车六平二  炮８平６   35. 兵一进一  炮６进４   36. 车二平八  将５平４ 

 37. 车八平六  将４平５   38. 马二退三  象５退７   39. 马三退五  炮６平５ 

 40. 马五退七  车１进３   41. 车六退六  车１平４   42. 帅五平六  炮５平２ 

 43. 兵三进一  士５进４   44. 兵三进一  士６进５   45. 兵三平四  炮２退１ 

 46. 马七退五  卒３进１   47. 马五退七  炮２退５   48. 仕五进六  卒１进１ 

 49. 马七进六  卒１进１   50. 仕四进五  炮２进３   51. 兵四平五  将５平６ 

 52. 兵一进一  炮２退３   53. 兵一平二  象７进９   54. 兵五平四  卒１平２ 

 55. 兵二进一  炮２进３   56. 兵二平三  炮２平４   57. 帅六平五  卒３平４ 

 58. 相三进一  炮４平１   59. 相一退三  炮１进２   60. 马六进七  卒２进１ 

 61. 马七退八  卒２平３   62. 帅五平四  炮１退１   63. 马八进六  卒３平４ 

 64. 马六退四  后卒平５   65. 马四进六  卒５平６   66. 兵四平五  炮１退１ 

 67. 兵三进一  炮１退１   68. 马六进七  象９进７   69. 相三进一  炮１平２ 

 70. 相一进三  将６平５   71. 兵五平六  炮２进６   72. 帅四进一  将５平６ 

 
 
 
女子个人 R05T06 NI KADEK SUGIANINGSIH 先负 詹敏珠 

红方：印尼 NI KADEK SUGIAN  

黑方：东马 詹敏珠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C70 五七炮对屏风马进３卒  

 
  1. 炮八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２    3. 车九平八  卒７进１ 

  4. 兵七进一  马８进７    5. 炮二平三  象７进５    6. 兵三进一  马７进８ 

  7. 兵三进一  象５进７    8. 马七进六  象７退５    9. 马六进五  马３进５ 

 10. 炮五进四  士６进５   11. 车八进五  马８进６   12. 车八平四  车９平６ 

 13. 车四进四  将５平６   14. 炮三平五  马６进８   15. 马二进一  马８进６ 

 16. 帅五进一  炮２平１   17. 帅五平四  车２进４   18. 仕四进五  车２进４ 

 19. 帅四退一  车２平４   20. 仕五进四  车４进１   21. 后炮退二  车４退３ 

 22. 相三进五  车４退３   23. 相五进三  炮８平６   24. 仕四退五  车４平５ 

 25. 炮五平六  车５进３   26. 相三退五  车５平９   27. 相五进三  炮１进４ 

 28. 车一平二  象５退７   29. 车二进六  车９平６   30. 帅四平五  炮６平５ 

 31. 仕五进六  炮１平５   32. 车二平五  炮５退２   33. 炮六进一  车６退３ 

 34. 车五进一  象７进５   35. 炮六平九  卒９进１   36. 相七进九  卒９进１ 

 37. 炮九进五  卒３进１   38. 炮九退二  卒３进１   39. 相九进七  卒９进１ 

 40. 马一进三  卒９平８   41. 马三退二  车６进５   42. 炮九退二  车６平８ 

 43. 帅五平六  卒８平７   44. 相三退一  车８平３   45. 炮九进四  卒７平６ 

 46. 帅六平五  车３退３   47. 帅五平四  车３平６   48. 帅四平五  卒６平５ 

 49. 帅五平六  车６平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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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个人 R05T07 吴兰香 先胜 林思祺 

红方：越南 吴兰香  

黑方：马来西亚 林思祺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C65 五七炮对屏风马进７卒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4. 马八进九  卒７进１    5. 炮八平七  车１平２    6. 车九平八  炮２进２ 

  7. 车二进四  马７进８    8. 车二平六  炮８平７    9. 兵七进一  象７进５ 

 10. 车八进四  卒７进１   11. 兵三进一  炮７进５   12. 炮七平三  马８进９ 

 13.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14. 炮三退一  车８进４   15. 炮三平七  卒３进１ 

 16. 车八平七  炮２平３   17. 炮七进四  车８平３   18. 车七进一  象５进３ 

 19. 兵三进一  象３退５   20. 车六平七  马３进４   21. 炮五进四  象５进７ 

 22. 车七进一  车２进６   23. 兵五进一  马４进６   24. 车七平四  马６进８ 

 25. 马九退七  车２进２   26. 马七进五  车２退３   27. 兵五进一  马９进８ 

 28. 车四退四  前马退６   29. 仕四进五  马６退７   30. 兵五平六  车２平５ 

 31. 兵六进一  马７进８   32. 车四平二  前马退６   33. 车二进二  车５进２ 

 34. 车二平四 

 
 
女子个人 R05T08 素丽达 先负 殷美娴 

红方：泰国 素丽达  

黑方：美国 殷美娴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B50 五七炮对反宫马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3. 兵三进一  马８进７ 

  4. 车一平二  士４进５    5. 马八进九  象３进５    6. 炮八平七  车１平４ 

  7.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１    8. 马三进四  炮１进４    9. 兵七进一  炮１退２ 

 10. 马四进五  车９进２   11. 车八进六  马３进５   12. 炮五进四  炮６进１ 

 13. 炮七平五  炮１平５   14. 炮五进三  马７进５   15. 马九进八  车９平６ 

 16. 车二进二  车４进４   17. 车二进三  卒７进１   18. 车二平三  车４进２ 

 19. 车八进三  士５退４   20. 马八进九  车４平５   21. 相七进五  士６进５ 

 22. 车三平二  炮６进１   23. 炮五平九  炮６平５   24. 仕六进五  马５进７ 

 25. 车二进三  将５平６   26. 马九进七  车５平１   27. 炮九平六  车６进７ 

 
 
 
女子个人 R05T09 王秀玉 先负 李孟儒 

红方：泰国 王秀玉  

黑方：中华台北 李孟儒 

比赛结果: 黑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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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B06 中炮对龟背炮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进１    3.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４ 

  4. 马八进九  车４进７    5. 炮八进四  士４进５    6. 炮八平五  马７进５ 

  7. 炮五进四  象３进５    8. 车一进一  车４平９    9. 马三退一  马２进３ 

 10. 炮五退二  车１平４   11. 马一进三  马３进５   12. 车九进一  卒７进１ 

 13. 兵三进一  马５进７   14. 炮五平三  炮８平７   15. 相三进五  车４进５ 

 16. 炮三进三  炮２平７   17. 马三退一  卒１进１   18. 车九平四  车４进１ 

 19. 车四进五  车４平５   20. 车四平七  车５平９   21. 车七平三  炮７平８ 

 22. 马一进三  车９平７   23. 马三退一  炮８进７   24. 马一退三  炮８退４ 

 25. 马三进四  车７平６   26. 仕六进五  炮８平５   27. 帅五平六  炮５退１ 

 28. 车三平六  炮５进１   29. 兵七进一  炮５平９   30. 兵七进一  炮９进４ 

 31. 马四退三  车６平１   32. 兵七进一  马７进６   33. 马九退七  卒９进１ 

 34. 马七进六  车１平３   35. 马六进四  马６进５   36. 马四进二  马５退３ 

 37. 帅六进一  炮９平６   38. 马二进四  士５进６   39. 马四进六  将５进１ 

 40. 马六进八  炮６平４   41. 车六进二  炮４退８   42. 马三进四  车３平４ 

 
 
 
女子个人 R05T10 许晓菲 先胜 格尼娃 

红方：芬兰 许晓菲  

黑方：俄罗斯 格尼娃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6/10/2022 

开局：B00 中炮局  

 
  1. 炮二平五  卒３进１    2. 炮五进四  马８进７    3. 炮五退二  马２进３ 

  4.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5. 炮八进四  车１进１    6. 炮八平五 

 

第六轮 
 
女子个人 R06T01 阮黄燕 先负 左文静 

红方：越南 阮黄燕  

黑方：中国 左文静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E40 对兵局  

 
  1.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2. 炮八平六  马８进７    3. 马八进七  象３进５ 

  4. 相三进五  车９进１    5. 车九平八  马７进６    6. 马二进四  马２进４ 

  7.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8. 车一平三  车９平７    9. 相五进三  炮８平６ 

 10. 车八进一  车１平３   11. 相七进五  卒３进１   12. 兵七进一  车３进４ 

 13. 马七退九  车７平８   14. 炮二平四  马６进４   15. 车三平二  车８进８ 

 16. 马四退二  后马进３   17. 炮六平九  车３进２   18. 车八进五  车３平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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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马二进三  车１平５   20. 炮四进四  车５平１   21. 炮九进四  马３进５ 

 22. 马九退七  马５进６   23. 炮九平五  士６进５   24. 炮五退三  马４进５ 

 25. 马七进六  马５进７   26. 马六退四  车１进１   27. 马三退五  马６进８ 

 28. 炮四平三  马８进６   29. 炮三退五  马６退５   30. 马五进六  马５退７ 

 31. 仕四进五  车１平９   32. 炮三退一  车９退１   33. 马六进四  车９进３ 

 34. 炮三平四  炮６进７   35. 仕五退四  马７进６   36. 帅五进一  车９平６ 

 37. 车八进一  马６进７ 

 
 
女子个人 R06T02 陈幸琳 先胜 陈茗芳 

红方：中国 陈幸琳  

黑方：新加坡 陈茗芳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E10 仙人指路对卒底炮  

 
  1.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３    2. 马八进七  马８进７    3. 马七进六  马２进１ 

  4. 炮八平五  象７进５    5. 马二进三  车１平２    6. 炮二平一  炮８退１ 

  7. 车一平二  炮８平５    8. 车九进一  车２进４    9. 车九平四  卒７进１ 

 10. 车二进四  卒１进１   11. 车四进五  卒３进１   12. 相七进九  卒３进１ 

 13. 相九进七  卒５进１   14. 马六退四  卒５进１   15. 兵五进一  卒７进１ 

 16. 兵三进一  炮５进４   17. 仕四进五  车２平３   18. 相七退九  士６进５ 

 19. 兵三进一  炮５退２   20. 车二平三  炮３进１   21. 车四退二  象５进７ 

 22. 车四平五  炮５退１   23. 马四进三  炮３平７   24. 马三进一  炮５进５ 

 25. 炮一平五  车９进３   26. 马三进二  车３平８   27. 炮五平二  车８进１ 

 28. 车三平二  炮７平２   29. 车二平三  车９退１   30. 炮二平五  炮２退１ 

 31. 车三进二  马７退６   32. 车五平四  象３进５   33. 车三平八  炮２平４ 

 34. 车八平六  车９进４   35. 车六进一  马１进３   36. 车六退一  车９平３ 

 37. 帅五平四  马６进７   38. 车六平三  马３进５   39. 车三进一 

 
 
女子个人 R06T03 李雯宜 先负 吴兰香 

红方：马来西亚 李雯宜  

黑方：越南 吴兰香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C06 中炮左边马对屏风马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８    3. 马二进三  卒３进１ 

  4.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5. 马八进九  象７进５    6. 车九进一  车１进１ 

  7. 车九平六  炮８进４    8. 车六进五  车１平８    9. 炮五平七  炮８平７ 

 10. 车二平一  炮２平１   11. 炮八进四  马３进２   12. 炮八进三  士６进５ 

 13. 车六进二  车８进３   14. 相三进五  卒７进１   15. 车一进一  卒７进１ 

 16. 车一平八  卒３进１   17. 兵七进一  炮１平３   18. 炮七平六  炮７平６ 

 19. 炮六进七  士５退４   20. 车八平六  炮３进７   21. 仕六进五  马２退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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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前车平七  炮６退６   23. 兵七进一  后车进１   24. 车七平二  车８退３ 

 25. 炮八退五  卒７进１   26. 兵七进一  马３退２   27. 马三退一  炮３退５ 

 28. 车六进四  炮６进３   29. 兵七平六  车８进３   30. 车六平二  马７进８ 

 31. 兵六平五  炮６进３   32. 后兵进一  炮６平９   33. 兵九进一  马２进３ 

 34. 前兵平六  马３进２   35. 兵六进一  马８退６   36. 兵六进一  马６进５ 

 37. 相五进七  马５退４   38. 相七退五  炮３平４   39. 兵六进一  将５平４ 

 
 
 
女子个人 R06T04 彭柔安 先胜 林嘉欣 

红方：中华台北 彭柔安  

黑方：中国香港 林嘉欣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D50 中炮对列炮  

 
  1. 炮二平五  炮２平５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4. 车九平八  车９平８    5. 兵七进一  车１平２    6. 炮八进四  士６进５ 

  7. 兵三进一  炮８平９    8. 车一平二  车８进９    9. 马三退二  炮９进４ 

 10. 马二进三  炮９退１   11. 马三进二  炮９平７   12. 相三进一  炮７退１ 

 13. 炮五平三  卒５进１   14. 马二进三  马７进５   15. 马三进四  卒３进１ 

 16. 炮三进七  将５平６   17. 马四退二  炮７退２   18. 车八进一  炮５平８ 

 19. 车八平四  炮７平６   20. 炮八平一  马５退７   21. 炮一进一  象３进５ 

 22. 炮一进二  炮８退２   23. 炮三退一  炮８进４   24. 车四进五  炮８进５ 

 25. 相一退三  马７退９   26. 炮三平二  车２进８   27. 车四平一  马９进８ 

 28. 炮二进一  将６进１   29. 车一平二  炮８退９   30. 车二进二 

 
 
女子个人 R06T05 詹敏珠 先和 黎氏金鸾 

红方：东马 詹敏珠  

黑方：越南 黎氏金鸾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D22 顺炮直车对横车  

 
  1. 炮二平五  炮８平５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车一平二  车９进１ 

  4. 马八进九  车９平４    5. 炮八平七  车４进６    6. 炮七进四  炮２平４ 

  7. 仕六进五  车４退４    8. 炮五平七  马２进１    9. 前炮退一  车１平２ 

 10. 车二进四  卒７进１   11. 兵九进一  马７进６   12. 车二平四  马６进４ 

 13. 车九平八  马４进２   14. 车八进二  车４进３   15. 车八退一  马２退３ 

 16. 车八进八  马１退２   17. 炮七进三  车４退２   18. 炮七进一  车４退１ 

 19. 马九进八  马２进１   20. 炮七退一  炮５平７   21. 相七进五  象７进５ 

 22. 炮七平四  马１进３   23. 马八进七  车４平３   24. 兵七进一  车３平２ 

 25. 车四平六  炮４平１   26.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27. 炮四进一  卒５进１ 

 28. 炮四进二  象３退５   29. 炮四平九  士６进５   30. 兵五进一  车２退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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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炮九退二  车２进２   32. 炮九退一  车２进３   33. 兵五进一  车２平７ 

 34. 马三退二  车７进３   35. 车六平二  车７退３   36. 马二进四  车７平９ 

 37. 炮九进一  车９平６   38. 马四进二  车６退３   39. 炮九平五  炮７平８ 

 40. 车二平一  将５平６   41. 车一退一  炮１平２   42. 车一平四  车６进３ 

 43. 马二进四  卒７进１   44. 炮五平四  将６平５   45. 马四进三  炮８进７ 

 46. 相五退三  卒９进１   47. 兵九进一  炮８退５   48. 马三退五  卒７平６ 

 49. 马五退六  炮８平１   50. 炮四平八  卒９进１   51. 马六进七  炮１进１ 

 52. 马七进六  炮２平４   53. 炮八进三  炮１平２   54. 炮八平九  炮２退２ 

 55. 马六退七  象５进３   56. 炮九退五  炮４平３   57. 相三进五  炮２平８ 

 58. 仕五进六  卒６进１   59. 炮九平一  炮８进２   60. 马七进九  卒６进１ 

 61. 仕四进五  卒６进１   62. 马九退八  象３退１   63. 马八进六  炮８平５ 

 64. 炮一平四  炮３进４   65. 炮四进二  将５平６   66. 兵五平四  卒６平７ 

 67. 炮四平五  卒７平６   68. 马六进八  炮３退２   69. 马八退七  炮５平２ 

 70. 炮五退三  炮２退３   71. 兵四进一  炮２平５   72. 炮五平四  将６平５ 

 73. 兵四平五  炮５平６   74. 帅五平六  炮３平５   75. 帅六进一  炮６平４ 

 76. 兵五平六  卒６平５   77. 帅六退一  炮４进５   78. 炮四平五  将５平６ 

 79. 炮五退二  炮５进４   80. 帅六进一 

 
 
女子个人 R06T06 洪千惠 先和 NI KADEK SUGIANINGSIH 

红方：东马 洪千惠  

黑方：印尼 NI KADEK SUGIAN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A51 仕角炮对进左马  

 
  1. 炮二平四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炮２平５    3. 炮八平五  车９平８ 

  4.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5. 车九平八  车１进１    6. 车一平二  炮８进４ 

  7. 炮四进五  车１进１    8. 兵三进一  士６进５    9. 炮四平七  车１平３ 

 10. 马三进四  车３平４   11. 兵三进一  炮８进１   12. 兵三进一  炮８平３ 

 13. 车二进九  马７退８   14. 车八进二  车４进３   15. 马四进五  炮５进４ 

 16. 仕六进五  车４进２   17. 车八进二  炮３平５   18. 相七进五  车４退４ 

 19. 马五退四  象７进５   20. 兵九进一  马８进６   21. 车八平五  车４进３ 

 22. 车五平七  卒３进１   23. 车七进一  车４退１   24. 车七退一  车４平３ 

 25. 兵七进一  炮５退１   26.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27. 兵三平二  卒９进１ 

 28. 马四退二  炮５平８   29. 马二退三  马６进５   30. 马三进四  炮８平６ 

 31. 兵二平三  马５进７   32. 马四退六  炮６退３   33. 马六进八  马７进５ 

 34. 兵九进一  卒１进１   35. 马八进九  炮６平９   36. 马九退七  炮９进４ 

 37. 马七进五  卒９进１   38. 马五退三  卒９平８   39. 马三进四  马５进３ 

 40. 仕五进六  炮９进３   41. 相五进七  象３进５   42. 兵三进一  炮９退５ 

 43. 仕四进五  炮９平６   44. 相三进五  马３退５   45. 马四进二  炮６平４ 

 46. 马二退一  炮４退２   47. 马一进三  马５退７   48. 兵三进一  卒８进１ 

 49. 相五进三  马７退５   50. 帅五平四  马５退７   51. 马三退一  卒８平７ 

 52. 马一进二  炮４退１   53. 马二进一  马７退９   54. 兵三平二  马９进８ 

 55. 马一退三  炮４平７   56. 兵二平三  马８退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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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个人 R06T07 林思祺 先胜 HANA APRILIANA 

红方：马来西亚 林思祺  

黑方：印尼 HANA APRILIANA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C40 中炮过河车互进七兵对屏风马平炮兑车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4.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３    5. 兵七进一  炮８平９    6. 车二平三  车８进２ 

  7. 炮八平七  象３进５    8.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9. 马八进九  炮２退１ 

 10. 车九进一  炮２平７   11. 车三平四  马７进８   12. 车九平二  炮７进５ 

 13. 兵五进一  士４进５   14. 兵五进一  炮７进３   15. 仕四进五  卒７进１ 

 16. 车四退一  马８退６   17. 车二进六  马６退８   18. 兵五进一  卒７进１ 

 19. 兵五平六  象７进５   20. 帅五平四  马３进５   21. 兵六平五  马８进７ 

 22. 兵五进一  马７进６   23. 兵五进一  将５进１   24. 马三进五  炮９平５ 

 25. 马五进六  炮５平４   26. 炮五进一  车１进２   27. 马六进五  将５平４ 

 28. 车四进三  士６进５   29. 车四平五  将４退１   30. 炮七平六 

 
 
女子个人 R06T08 殷美娴  先胜 许晓菲 

红方：美国 殷美娴  

黑方：芬兰 许晓菲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C18 中炮过河车七路马对屏风马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4.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３    5. 马八进七  车１进１    6. 兵五进一  炮８平９ 

  7. 车二平三  炮９退１    8. 兵五进一  炮９平５    9. 兵五平六  车１平４ 

 10. 马七进五  炮５平７   11. 车三平四  士４进５   12. 车四进二  车４进１ 

 13. 炮八平六  车４平６   14. 车四平三  炮２退１   15. 车三退一  车６平７ 

 16.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１   17. 马五进四  车７平６   18. 马四进六  车６平４ 

 19. 马三进五  车８进５   20. 马五进四  马３退４   21. 车八进八  炮１进５ 

 22. 兵六平七  象３进５   23. 车八退五  车４平３   24. 前兵进一  车３进１ 

 25. 炮六平七 

 
 
女子个人 R06T09 李孟儒 先胜 格尼娃 

红方：中华台北 李孟儒  

黑方：俄罗斯 格尼娃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B00 中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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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炮二平五  象３进５    2. 兵三进一  马２进１    3.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4. 车一平二  卒３进１    5. 车二进七  炮２平３    6. 马八进九  车１平２ 

  7. 炮八平六  马１进３    8. 炮六进五  士６进５    9. 车二平三  士５进４ 

 10. 炮五进四  士４退５   11. 车三退一  马３进５   12. 车三平四  马５进７ 

 13. 车四退二  马７进９   14. 马三进一  车２进６   15. 车九进一  炮３进４ 

 16. 车九平四  炮３平９   17. 车四进五 

 
 
女子个人 R06T10 王秀玉 先负 素丽达 

红方：泰国 王秀玉  

黑方：泰国 素丽达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7/10/2022 

开局：C41 中炮过河车互进七兵对屏风马平炮兑车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4.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３    5. 兵七进一  炮８平９    6. 车二平三  炮９退１ 

  7. 车三退一  炮９平７    8. 车三平八  炮２进５    9. 车八退三  马７进６ 

 10. 车八进五  车１进２   11. 车八退二  马６进７   12. 车八平三  马７进５ 

 13. 相七进五  炮７平５   14.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２   15. 马七进六  炮５平１ 

 16. 车九进一  象３进５   17. 车三进一  车８进４   18. 车九平四  炮１进５ 

 19. 马六进四  车２进５   20. 车四进三  炮１进３   21. 相五退七  车２平４ 

 22. 仕四进五  车４进１   23. 马四进二  士４进５   24. 马二进三  将５平４ 

 25. 车三退二  炮１退４   26. 兵五进一  卒３进１   27. 车四退二  马３进２ 

 28. 车四平六  车４退１   29. 仕五进六  卒３进１   30. 仕六退五  马２进３ 

 31. 车三退一  炮１平５   32. 相三进五  车８平４   33. 帅五平四  车４平６ 

 34. 帅四平五  车６退３   35. 马三进五  卒３平４   36. 马五退三  马３进２ 

 37. 马三进五  卒４进１   38. 车三进一  卒５进１   39. 车三退四  卒４平５ 

 40. 车三平四  车６平７   41. 车四进五  前卒进１   42. 帅五平四  车７进８ 

 43. 帅四进一  前卒进１   44. 仕六进五  炮５平１   45. 车四平五  炮１进３ 

 46. 车五平六  将４平５   47. 车六退二  车７退１   48. 帅四退一  车７平５ 

 49. 车六平八  马２退４   50. 车八进三  车５平６ 

 

第七轮 
 
女子个人 R07T01 左文静 先胜 彭柔安 

红方：中国 左文静  

黑方：中华台北 彭柔安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9/10/2022 

开局：A45 起马互进七兵局  

 
  1.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2. 兵七进一  马８进７    3. 相七进五  炮２平３ 

  4.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5. 马七进六  卒３进１    6. 相五进七  马２进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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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炮八平五  象７进５    8. 炮二平一  车１进１    9. 车一平二  车１平４ 

 10. 车二进四  车９平８   11. 炮五平六  车４平２   12. 相七退五  车２进４ 

 13. 车九平七  炮３进２   14. 车二平四  马７进８   15. 马六进五  车２平６ 

 16. 马五退四  炮８平６   17. 炮六进三  卒７进１   18. 炮六平五  士６进５ 

 19. 兵三进一  马８进６   20. 马三进四  炮３退１   21. 兵三进一  炮３平６ 

 22. 车七进九  将５平６   23. 车七退五  车８进５   24. 马四进三  车８进１ 

 25. 炮一平四  车８平６   26. 马三进二  将６进１   27. 炮四进四  车６退３ 

 28. 兵三进一  车６进１   29. 兵三进一  炮６进１   30. 车七平三  车６平５ 

 31. 兵三平四  士５进６   32. 车三进四 

 
 
女子个人 R07T02 陈幸琳 先和 阮黄燕 

红方：中国 陈幸琳  

黑方：越南 阮黄燕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9/10/2022 

开局：E16 仙人指路转左中炮对卒底炮飞右象  

 
  1.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３    2. 炮二平五  象７进５    3. 马八进九  马２进１ 

  4. 车九平八  车１进１    5. 马二进三  车１平４    6. 炮五进四  士６进５ 

  7. 仕六进五  马８进７    8. 炮五平九  卒７进１    9. 车一平二  马７进６ 

 10. 炮八平六  车４进５   11. 兵九进一  马６进７   12. 相七进五  车９平６ 

 13. 炮九平一  车４平１   14. 马九退七  炮８平７   15. 车八进三  车１退１ 

 16. 炮一平五  炮３平４   17. 车二进八  炮４退１   18. 车二退一  马７退６ 

 19. 马三进二  炮４进１   20. 马二进三  卒３进１   21. 兵五进一  马６进４ 

 22. 炮五退一  车１退２   23. 车八进四  车１平７   24. 炮六进五  炮７平４ 

 25. 车八平六  马４退３   26. 车六退三  马３进５ 

 
 
女子个人 R07T03 吴兰香 先胜 詹敏珠 

红方：越南 吴兰香  

黑方：东马 詹敏珠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9/10/2022 

开局：A60 过宫炮局  

 
  1. 炮二平六  象７进５    2. 马二进三  车９进１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４ 

  4. 马八进七  车４进５    5. 炮六平四  车４平３    6. 相七进五  马２进１ 

  7. 炮八退一  马８进６    8. 炮八平七  车３平４    9. 炮七平四  车１进１ 

 10. 兵三进一  车４退３   11. 马三进四  马６退８   12. 马四进三  车１平９ 

 13. 仕六进五  卒５进１   14.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７   15. 后炮平三  车７平９ 

 16. 车九平六  车４进６   17. 仕五退六  马８进６   18. 马三退五  马６进５ 

 19.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６   20. 马五退三  车６进３   21. 炮三平四  车６平７ 

 22. 兵三平四  马５进３   23. 兵四进一  炮８进２   24. 兵四进一  马３进４ 

 25. 兵四进一  将５进１   26. 车二进五  车７平８   27. 马三进四  将５平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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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马四退二  马４进３   29. 炮四平六  炮２进６   30. 炮四退一 

 
 
女子个人 R07T04 黎氏金鸾 先胜 陈茗芳 

红方：越南 黎氏金鸾  

黑方：新加坡 陈茗芳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9/10/2022 

开局：C19 中炮过河车左边马对屏风马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4. 车二进六  卒３进１    5. 马八进九  马２进３    6. 车九进一  炮２进１ 

  7. 车二退二  士４进５    8.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9. 车二平三  马７进６ 

 10. 兵七进一  象３进５   11.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12. 车九平四  马６退８ 

 13. 车三进三  炮２平３   14. 仕六进五  象７进５   15. 仕五进六  马８退６ 

 16. 炮八平七  炮３进４   17. 炮五平七  马３进２   18. 车四平八  炮８进２ 

 19. 车三退三  车１平４   20. 仕四进五  马２退１   21. 车八进五  炮８平５ 

 22. 相三进五  车８进３   23. 兵九进一  炮５平７   24. 车三平二  车８平６ 

 25. 车二平四  车６平８   26. 马九进八  炮７退３   27. 车四平二  车８进２ 

 28. 马三进二  马６进７   29. 马二进四  卒５进１   30. 车八平三  炮７平９ 

 31. 马八进九  车４进５   32. 马九退七  象５进３   33. 车三退一  车４平１ 

 34. 马四进三  炮９进５   35. 车三平五  炮９进３   36. 炮七进二  马１进２ 

 37. 车五平七  马２进３   38. 马三退四  炮９退３   39. 马四进六  士５进４ 

 40. 马六进四  将５进１   41. 马四退五  车１退４   42. 马五进六  车１进１ 

 43. 车七平五  将５平４   44. 马六退四  车１平６   45. 车五平六  将４平５ 

 46. 车六进一  将５退１   47. 马四退三  炮９平８   48. 炮七平五  马３退５ 

 49. 兵五进一  炮８退５   50. 兵五进一  士６进５   51. 车六平一  炮８平６ 

 52. 车一平三  炮６退１   53. 兵五进一  将５平４   54. 车三退一  车６平４ 

 55. 车三进三  士５进６   56. 车三平四  炮６平５   57. 马三进二  士６退５ 

 58. 车四平五  车４平８   59. 马二退四  车８平３   60. 车五平四  车３平４ 

 61. 马四进五 

 
 
女子个人 R07T05 林嘉欣 先胜 洪千惠 

红方：中国香港 林嘉欣  

黑方：东马 洪千惠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9/10/2022 

开局：A44 起马转中炮对进７卒  

 
  1.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2.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3.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4. 兵五进一  马８进７    5. 车一平二  炮６平５    6. 车二进五  炮２退１ 

  7. 马七进五  炮２平３    8. 炮八平七  车９平８    9. 车二平四  车１平２ 

 10. 兵七进一  马３进２   11. 车九平八  马２退１   12. 车八进九  马１退２ 

 13. 炮七进三  象３进１   14. 炮七进一  马２进４   15. 炮七进一  马７退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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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车四平六  车８进１   17. 仕六进五  马４进３   18. 马五进三  卒７进１ 

 19. 马三退五  炮３退１   20. 车六进一  马９进８   21.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22. 炮五进三  士６进５   23. 炮七平八  马３进１   24. 兵九进一  卒７进１ 

 25. 车六平三  将５平６   26. 兵九进一  卒７进１   27. 马五进四  卒７进１ 

 28. 马四进二  卒１进１   29. 相七进五  士５进６   30. 马二进三 

 
 
女子个人 R07T06 李雯宜 先胜 林思祺 

红方：马来西亚 李雯宜  

黑方：马来西亚 林思祺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9/10/2022 

开局：C06 中炮左边马对屏风马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８ 

  4. 车一平二  卒３进１    5. 马八进九  卒１进１    6. 车九进一  卒１进１ 

  7. 兵九进一  车１进５    8. 车九平六  车１平７    9. 车六进七  象７进５ 

 10. 炮五平七  炮２平１   11. 相三进五  车７退１   12. 马九进八  士４进５ 

 13. 车六平七  马３进４   14. 马八进七  炮１平２   15. 车七平八  炮２平４ 

 16. 炮八进三  炮８退１   17. 车八退一  炮８进５   18. 炮七平九  炮４退２ 

 19. 马七进五  马４退５   20. 炮八平三  卒７进１   21. 马三进四  炮８进２ 

 22. 车八平七  卒５进１   23. 车七进二  车８进３   24. 炮九进七  车８进２ 

 25. 车七退四  炮４进３   26. 车七进四  炮４退３   27. 马四进三  马５进７ 

 28. 车七退三  炮４进２   29. 车七平三  马７退９   30. 车三平一  马９进８ 

 31. 车一退一  炮４平５   32. 车一平三  炮５进４   33. 仕四进五  马８进７ 

 34. 帅五平四  炮５平６   35. 帅四平五  炮６平５   36. 车三平四  车８退１ 

 37. 车四退四  马７进９   38. 炮九退八  炮８退１   39. 炮九进一  炮８进１ 

 40. 车四进二  马９退７   41. 车四平三  车８进１   42. 帅五平四  马７退６ 

 43. 车三平五  卒５进１   44. 车五平三  马６进４   45. 车三进一  车８退１ 

 46. 车三退三  炮８退２   47. 车三进二  炮８进２   48. 炮九退一  车８平６ 

 49. 仕五进四  车６进３   50. 帅四平五  炮８平２   51. 炮九进一  车６退４ 

 52. 车二进一  炮２退５   53. 车二进四  马４进２   54. 炮九进三  车６平４ 

 55. 车三进二  马２进４   56. 车三退四  炮２进６   57. 车三平八  马４进６ 

 58. 帅五进一  车４平９   59. 帅五平六  车９平４   60. 帅六平五  车４平９ 

 61. 帅五平六  车９平４   62. 炮九平六  炮２平１   63. 车二平五  车４退３ 

 64. 帅六平五  车４平１   65. 帅五平四  马６进８   66. 炮六平九  炮１平４ 

 67. 车五平一  炮４退７   68. 炮九平三  炮４平７   69. 车一进二  车１进２ 

 70. 车八进八  士５退４   71. 炮三平五  马８退７   72. 帅四退一  马７进８ 

 73. 帅四平五  马８退６   74. 帅五平四  炮７平６   75. 炮五平四  马６退８ 

 76. 炮四平七  卒５平６   77. 炮七平四  卒６进１   78. 车八退八  卒６进１ 

 79. 帅四平五  卒６进１   80. 炮四平五  卒６平７   81. 车八平六  车１进２ 

 82. 帅五平六  车１平５   83. 车六进八  将５进１   84. 车一平四 

 
 
女子个人 R07T07 HANA APRILIANA 先和 殷美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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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方：印尼 HANA APRILIANA  

黑方：美国 殷美娴 

比赛结果: 和局 

比赛日期: 29/10/2022 

开局：B36 五八炮对反宫马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3. 兵七进一  炮８平６ 

  4.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７    5. 炮八进四  士４进５    6. 炮八平五  马３进５ 

  7. 炮五进四  炮６平５    8. 炮五退一  马７进５    9. 兵五进一  炮５进２ 

 10. 兵五进一  炮２平５   11. 车二进六  马５退７   12. 相七进五  车９平８ 

 13. 车二平三  车８进７   14. 车三进一  车８平７   15. 兵五进一  炮５平１ 

 16. 车三退二  象３进５   17. 车三进一  车１平２   18. 马八进七  车２进６ 

 19. 车九平八  车２平３   20. 兵五进一  象７进５   21. 车八进七  炮１退１ 

 22. 车三平六  炮１平３   23. 车八平五  车３进１   24. 车五平七  士５退４ 

 25. 车七进一  车７退１   26. 车七进一  士６进５   27. 车六平一  车３退１ 

 28. 兵一进一  车３平１   29. 车七退三  卒１进１   30. 车七平五  车１平６ 

 31. 兵七进一  车７退４   32. 车五平九  车６退２   33. 车九平五  车７平６ 

 34. 仕四进五  前车平３   35. 车五平九  车６进２   36. 车一平五  车３平５ 

 37. 车五平三  车６进１   38. 车三平一  卒１进１   39. 兵一进一  卒１平２ 

 40. 车九平八  车６平９   41. 车一进三  士５退６   42. 兵一进一  车９进４ 

 43. 车八退二  车５进３   44. 车八平三  车５退５   45. 车三进二  车９退５ 

 46. 车三平四  士４进５   47. 车一平三  车５进２   48. 兵一平二  车９平７ 

 49. 车四平三  车７退１   50. 车三退三  车５退２   51. 车三退二  车５进１ 

 52. 兵二平三  车５平４   53. 兵三进一  车４平６   54. 兵三进一  士５退４ 

 55. 车三平五  士６进５   56. 相三进一  车６退１   57. 仕五退四  车６进１ 

 58. 车五退二  车６退１   59. 相一退三  车６进１   60. 车五平二  车６平５ 

 61. 相三进五  车５平６   62. 相五退七  车６平５   63. 仕四进五  车５平６ 

 64. 车二进七  士５退６   65. 车二退七  士４进５   66. 仕五退四  车６平５ 

 67. 仕六进五  车５平６   68. 车二平七  士５退４   69. 车七平五  士４进５ 

 70. 仕五退六  车６退１   71. 兵三进一  车６平７   72. 兵三平四  将５平６ 

 73. 车五进六  车７平６ 

 
 
女子个人 R07T08 素丽达 先胜 李孟儒 

红方：泰国 素丽达  

黑方：中华台北 李孟儒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9/10/2022 

开局：B06 中炮对龟背炮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进１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４ 

  4. 马八进七  卒７进１    5. 兵七进一  卒１进１    6. 炮八进四  士４进５ 

  7. 炮八平五  马７进５    8. 车二进七  象７进５    9. 车二退三  马２进３ 

 10. 车九平八  炮２退１   11. 兵五进一  车１平２   12. 兵五进一  马５退７ 

 13. 车八进七  车４进５   14. 马三进五  炮２平４   15. 车八平七  炮４进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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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马七退六  车４平５   17. 车二平六  车５退２   18. 仕四进五  马７进６ 

 19. 车六进四  士５退４   20. 车六退三  车５进２   21. 车六平四  士６进５ 

 22. 车七退一  车２进６   23. 车七平二  士５退６   24. 车四退二 

 
 
女子个人 R07T09 格尼娃 先负 NI KADEK SUGIANINGSIH 

红方：俄罗斯 格尼娃  

黑方：印尼 NI KADEK SUGIAN 

比赛结果: 黑胜 

比赛日期: 29/10/2022 

开局：D51 中炮缓开车对后补列炮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仕六进五  炮２平５    3.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4. 兵五进一  车１平２    5. 车九平八  车２进６    6. 炮八平九  车２平３ 

  7. 车八进二  炮５进３    8. 马二进一  炮８进２    9.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10. 兵九进一  炮８平７   11. 马一退三  车８进９   12. 相三进一  炮７进４ 

 13. 帅五平六  车３平４   14. 炮五平六  炮７退１   15. 车八退一  炮７平３ 

 16. 相一进三  卒７进１   17. 车八进六  炮３退１   18. 炮九进一  炮３退２ 

 19. 车八退五  车４平１   20. 车八进三  马７进６   21. 车八进二  炮３平４ 

 22. 炮六进七  车１平４   23. 仕五进六  车４进１   24. 帅六平五  炮４平５ 

 
 
 
女子个人 R07T10 许晓菲 先胜 王秀玉 

红方：芬兰 许晓菲  

黑方：泰国 王秀玉 

比赛结果: 红胜 

比赛日期: 29/10/2022 

开局：D50 中炮对列炮  

 
  1. 炮二平五  炮２平５    2. 马二进三  马２进３    3. 车一平二  炮８平７ 

  4. 马八进七  马８进９    5.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6. 车二进五  炮７进４ 

  7. 相三进一  车９平８    8. 车二平三  炮７平８    9.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10. 车三平七  车１进２   11. 马七进六  炮８进３   12. 相一退三  炮５退１ 

 13. 马六进五  象７进５   14. 车七进二  车１平３   15. 马五进七  炮５平７ 

 16. 马三退二  车８进９   17. 炮八平七  士６进５   18. 车九进一  车８平７ 

 19. 车九平六  将５平６   20. 车六平四  将６平５   21. 马七退六  车７退５ 

 22. 马六进八  车７平３   23. 炮七进七  车３退４   24. 炮五进五  士５退６ 

 25. 马八进六  炮７平４   26. 车四进七  车３进１   27. 炮五退三  卒９进１ 

 28. 马六退四  马９进７   29. 车四平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