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竞赛日程  第三版

项目  / 大项
开幕式当天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第八天 第九天

奖牌
3月4日 星期五 3月5日 星期六 3月6日 星期日 3月7日 星期一 3月8日 星期二 3月9日 星期三 3月10日 星期四 3月11日 星期五 3月12 日 星期六 3月13 日 星期日

国家体育场 开闭幕式 开幕式 闭幕式

国家体育馆 残奥冰球

预赛
09 :35-11:35  

俄罗斯残奥委会 -韩国
13:05 -15:05  
美国-加拿大
16 :35 -18 :35  
捷克-意大利
20 :05 -22 :05  

斯洛伐克 -中国

预赛
09 :35-11:35  

加拿大 -俄罗斯残奥委会
13:05 -15:05  
韩国-美国

16 :35 -18 :35  
意大利 -斯洛伐克

20 :05 -22 :05  
中国-捷克

 

预赛
09 :35-11:35  

美国-俄罗斯残奥委会
13:05 -15:05  
加拿大 -韩国
16:35 -18 :35  
意大利 -中国
20 :05 -22 :05  

捷克-斯洛伐克

晋级赛  1 
16 :35-18:35

A3-B2
晋级赛  2

20 :05-22:05
A4-B1

排位赛  7v8
18:05 -20 :05

B3-B4

半决赛  1
12:05 -14 :05
排位赛  5v6

16:05 -18 :05
半决赛  2

20:05 -22 :05

铜牌
20:05 -22 :05

金牌
12:05 -14 :40 1

国家游泳中心 轮椅冰壶

循环赛
14 :35 -17 :00

瑞士-瑞典 /中国-加拿大
斯洛伐克 -美国 /挪威-英国

19 :35-22:00
拉脱维亚 -韩国 /美国-英国
爱沙尼亚 -俄罗斯残奥委会 /

加拿大 -瑞士

循环赛
09 :35 -12 :00

斯洛伐克 -挪威 /中国-瑞典
14 :35 -17 :00

英国-俄罗斯残奥委会 /瑞士-韩国
加拿大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美国

19 :35-22:00
爱沙尼亚 -中国 /瑞典-俄罗斯残奥委会

韩国-挪威 /斯洛伐克 -拉脱维亚

循环赛
09 :35 -12 :00

美国-加拿大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瑞士-英国 /俄罗斯残奥委会 -韩国

14 :35 -17 :00
挪威-爱沙尼亚 /韩国-中国
俄罗斯残奥委会 -斯洛伐克 /

拉脱维亚 -瑞典
19 :35-22:00

中国-瑞士 /英国-斯洛伐克
瑞典-加拿大 /美国-挪威

循环赛
09 :35 -12 :00

俄罗斯残奥委会 -美国 /瑞士-拉脱维亚
英国-爱沙尼亚 /韩国-加拿大

14 :35 -17 :00
斯洛伐克 -韩国 /瑞典-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挪威 /俄罗斯残奥委会 -中国
19 :35-22:00

英国-瑞典 /加拿大 -斯洛伐克
中国-美国 /挪威-瑞士

循环赛
09 :35 -12 :00

俄罗斯残奥委会 -拉脱维亚 /挪威-瑞典
爱沙尼亚 -韩国 /中国-斯洛伐克

14 :35-17:00
瑞典-斯洛伐克 /美国-瑞士
挪威-中国 /加拿大 -英国

19 :35 -22 :00
韩国-英国 /爱沙尼亚 -加拿大

美国-拉脱维亚 /瑞士-俄罗斯残奥委会

循环赛
09 :35 -12 :00

加拿大 -挪威 /中国-英国
斯洛伐克 -瑞士 /瑞典-美国

14 :35-17:00
瑞士-爱沙尼亚 /韩国-美国

加拿大 -俄罗斯残奥委会 /英国-拉脱维亚
19 :35 -22 :00

拉脱维亚 -中国 /俄罗斯残奥委会 -挪威
韩国-瑞典 /斯洛伐克 -爱沙尼亚

半决赛  1v4/2v3
14:35 -17 :00

铜牌
19 :35-22:00

金牌
14:35 -17 :30 1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残奥高山滑雪
滑降  男子 /女子  

所有组别
10:00 -13 :00

超级大回转  男子 /女子
所有组别

10:00 -14 :30

全能  男子 /女子
所有组别

超级大回转
10:00 -12 :00

回转
14:15 -15 :15

 

大回转  男子
所有组别

10:00 -11 :50
14 :00-15:30

大回转  女子
所有组别

10:00 -11 :15
13 :15-14:30

回转  男子
所有组别

10 :00-11:30
13:30 -15 :00

回转  女子
所有组别

10:00 -10 :50
12:45 -14 :20

30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残奥越野滑雪
男子 18公里  坐姿

10 :00-11:35
女子 15公里  坐姿

11 :50-13:00

男子 20 公里 （传统技术 ）
站姿 /视障

10:00 -12 :00
女子 15公里 （传统技术 ）

站姿 /视障
12 :15-14:00

短距离 （自由技术 ） 男子 /女子  
资格赛

10:00 -11 :50
半决赛 /决赛
12 :00-15:05

男子 12 .5公里 （自由技术 ）
视障 /站姿

10:00 -11 :15
女子 10公里 （自由技术 ）

视障 /站姿
11:20 -12 :15

女子 7.5公里 /男子 10公里  坐姿
12:30 -13 :40

混合级接力  4 x 2.5公里
所有组别

10:00 -10 :40
公开级接力  4 x 2.5公里

所有组别
12:00 -14 :00

20

残奥冬季两项

女子 6公里 /男子 6公里  
坐姿

10:00 -11 :15
站姿

12 :15-13:20
视障

14:00 -15 :05

女子 10公里 /男子 10公里  
坐姿

10 :00-11:30
站姿

12:00 -13 :25
视障

14:00 -15 :25

女子 12.5公里 /男子 12.5公里  
坐姿

10 :00-11:25
站姿

12:20 -13 :30
视障

14:05 -15 :20

18

云顶滑雪公园 残奥单板滑雪
障碍追逐  男子 /女子

资格赛
11 :00-13:00

障碍追逐  男子 /女子
决赛

11 :30-14:30

坡面回转  男子 /女子
决赛

12:00 -15 :00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