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轮次 日期 开球时间 场序 主队 — 客队 体育场 备注

4月28日 15:00 1 大连权健 — 河北华夏幸福 大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

4月28日 15:00 2 长春农商银行 — 河南徽商 长春市经开体育场

4月28日 15:00 3 武汉江大 — 江苏苏宁 武汉塔子湖体育训练基地

4月28日 15:00 4 北京北控置业 — 上海农商银行 北京先农坛体育场

5月5日 15:00 5 河南徽商 — 大连权健 河南省洛阳体育中心体育场

5月5日 15:00 6 武汉江大 — 河北华夏幸福 武汉塔子湖体育训练基地

5月5日 15:00 7 北京北控置业 — 长春农商银行 北京先农坛体育场

5月5日 15:00 8 上海农商银行 — 江苏苏宁 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体育场 、

5月12日 15:00 9 大连权健 — 武汉江大 大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

5月12日 15:00 10 河南徽商 — 北京北控置业 河南省洛阳体育中心体育场

5月12日 15:00 11 河北华夏幸福 — 上海农商银行 河北省秦皇岛奥体中心体育场

5月12日 15:00 12 江苏苏宁 — 长春农商银行 江苏省南京五台山体育中心

5月18日 15:00 13 大连权健 — 北京北控置业 大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

5月19日 15:00 14 上海农商银行 — 武汉江大 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体育场

5月19日 15:00 15 江苏苏宁 — 河南徽商 江苏省南京五台山体育中心

5月19日 15:00 16 河北华夏幸福 — 长春农商银行 河北省秦皇岛奥体中心体育场

5月27日 15:00 17 大连权健 — 上海农商银行 大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

5月26日 15:00 18 北京北控置业 — 江苏苏宁 北京先农坛体育场

5月26日 15:00 19 长春农商银行 — 武汉江大 长春市经开体育场

5月26日 15:00 20 河北华夏幸福 — 河南徽商 河北省秦皇岛奥体中心体育场

6月16日 15:00 21 江苏苏宁 — 大连权健 江苏省南京五台山体育中心

6月16日 15:00 22 上海农商银行 — 长春农商银行 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体育场

6月16日 15:00 23 北京北控置业 — 河北华夏幸福 北京先农坛体育场

6月16日 15:00 24 武汉江大 — 河南徽商 武汉塔子湖体育训练基地

7月21日 16:00 25 长春农商银行 — 大连权健 长春市经开体育场

7月21日 16:00 26 江苏苏宁 — 河北华夏幸福 江苏省南京五台山体育中心

7月21日 16:00 27 河南徽商 — 上海农商银行 河南省洛阳体育中心体育场

7月21日 16:00 28 武汉江大 — 北京北控置业 武汉塔子湖体育训练基地

轮次 日期 开球时间 场序 主队 — 客队 体育场

7月28日 16:00 29 河北华夏幸福 — 大连权健 河北省秦皇岛奥体中心体育场

7月28日 16:00 30 河南徽商 — 长春农商银行 河南省洛阳体育中心体育场

7月28日 16:00 31 江苏苏宁 — 武汉江大 江苏省南京五台山体育中心

7月28日 16:00 32 上海农商银行 — 北京北控置业 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体育场

9月8日 15:00 33 大连权健 — 河南徽商 大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

9月8日 15:00 34 河北华夏幸福 — 武汉江大 河北省秦皇岛奥体中心体育场

9月8日 15:00 35 长春农商银行 — 北京北控置业 长春市经开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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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 15:00 36 江苏苏宁 — 上海农商银行 江苏省南京五台山体育中心

9月15日 15:00 37 武汉江大 — 大连权健 武汉塔子湖体育训练基地

9月15日 15:00 38 北京北控置业 — 河南徽商 北京先农坛体育场

9月15日 15:00 39 上海农商银行 — 河北华夏幸福 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体育场

9月15日 15:00 40 长春农商银行 — 江苏苏宁 长春市经开体育场

9月23日 15:00 41 北京北控置业 — 大连权健 北京先农坛体育场

9月23日 15:00 42 武汉江大 — 上海农商银行 武汉塔子湖体育训练基地

9月23日 15:00 43 河南徽商 — 江苏苏宁 河南省洛阳体育中心体育场

9月23日 15:00 44 长春农商银行 — 河北华夏幸福 长春市经开体育场

10月13日 15:00 45 上海农商银行 — 大连权健 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体育场

10月13日 15:00 46 江苏苏宁 — 北京北控置业 江苏省南京五台山体育中心

10月13日 15:00 47 武汉江大 — 长春农商银行 武汉塔子湖体育训练基地

10月13日 15:00 48 河南徽商 — 河北华夏幸福 河南省洛阳体育中心体育场

10月20日 15:00 49 大连权健 — 江苏苏宁 大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

10月20日 15:00 50 长春农商银行 — 上海农商银行 长春市经开体育场

10月20日 15:00 51 河北华夏幸福 — 北京北控置业 河北省秦皇岛奥体中心体育场

10月20日 15:00 52 河南徽商 — 武汉江大 河南省洛阳体育中心体育场

10月27日 15:00 53 大连权健 — 长春农商银行 大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

10月27日 15:00 54 河北华夏幸福 — 江苏苏宁 河北省秦皇岛奥体中心体育场

10月27日 15:00 55 上海农商银行 — 河南徽商 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体育场

10月27日 15:00 56 北京北控置业 — 武汉江大 北京先农坛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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