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体育学院 2020 年艺术类专业招生简章 

2020 年山东体育学院艺术类舞蹈表演专业仅面向山东

省内招生。 

一、学校名称:“山东体育学院” 

二、学校代码:“10457”  

三、办学层次：“本科” 

四、办学类型：“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五、招生范围：山东省 

六、专业介绍 

舞蹈表演专业 

专业代码：130204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一定教学水平、训练水

平和科研水平，集体育与艺术、教学与表演、竞技与健身于

一体的，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创新

思维和适应能力，能在学校、俱乐部、社区健身指导中心、

专业表演团体及文体系统从事舞蹈表演及教学的应用型专

门人才。 

主要课程：芭蕾基础训练、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编导

理论与实践、音乐编辑与制作、基本体操、体能训练、专项

理论与实践（健美操、体育舞蹈、中国舞、啦啦操）。 

修业年限：本科四年制  

授予学位：艺术学学士 

 

 



 

七、招生计划 

专业名称 科类 
拟招生 

计划 

考试 

形式 

舞蹈表演（健美操） 艺术类 100 联考 

舞蹈表演（体育舞蹈男） 艺术类 60 联考 

舞蹈表演（体育舞蹈女） 艺术类 60 联考 

舞蹈表演（舞蹈啦啦操） 艺术类 30 联考 

舞蹈表演（中国舞） 艺术类 50 联考 

合计 300  

（注：①招生简章公布的招生计划为各专业拟招生计划 ，最后

各方向招生计划以山东省招生考试院公布的计划为准。②考生只能选

择一个方向报考，不得兼报。③舞蹈表演专业(健美操、体育舞蹈、

舞蹈啦啦操方向)联考由我院负责组织考试；舞蹈表演专业（中国舞

方向）联考由“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负责组织考试。） 

八、收费标准 

学费采用学分制收费，即年度学费总额=专业注册学费+

学分学费。舞蹈表演专业注册学费 5000 元/生，每学分 100

元(新生第一学年按照 50 学分预收学分学费，学年末统一计

算多退少补) 。具体新生学费金额标准以录取通知书为准。

以后学每年按学生专业注册费+每年所选课程的学分数之和

×100 元结算学费。 

 

 

 



 

九、报名 

登录山东体育学院网站（网址：

http://www.sdpei.edu.cn）进行报名、缴费和准考证打印。

不接收现场报名。报名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3 日-1 月 17 日。

考生可于考试前两天下载打印准考证。 

十、考试安排 

1. 舞蹈表演专业(健美操、体育舞蹈、舞蹈啦啦操）联

考 

时间： 2020 年 2 月 10 日—2 月 12 日 

地点：在山东体育学院济南校区（济南市世纪大道 10600

号）综合训练馆进行。 

考试内容：详见附件。 

2. 舞蹈表演专业（中国舞）联考 

时间：2020 年 2 月 3 日—2 月 7 日 

地点：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东校区双馨楼（济南市经十东

路 31699 号） 

考试内容：科目 1：形体条件、基本功、自选技巧 

科目 2：舞蹈剧目表演、即兴表演 

各科满分 100 分，总分 200 分。各科采用面试形式，各

分项按百分制评分，总分=（形体条件×15%+基本功×20%+

自选技巧×15%+舞蹈剧目表演×30%+即兴表演×20%）×2。 

3.合格信息查询:我校组织的联考成绩，考生可于 2020

年 3 月 15 日之后，访问山东体育学院招生信息网

（http://zsxxw.sdpei.edu.cn）查询。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组织联考成绩可访问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招生信息网

（http://zsb.sdyu.edu.cn ）查询。 

十一、注意事项 

1、考生持身份证、山东体育学院准考证，按准考证上

规定时间参加艺术类专业考试，两证不全或两证个人信息不

一致者不准参加考试。 

2、参加我校组织的联考的考生必须按照附件要求着装，

否则不允许参加测试。 

4、考生不允许化妆，不得染发，不得带任何饰物。 

5、体育舞蹈方向考生需要单人完成测试。 

十二、录取原则 

获得联考合格证，按投档考生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录取，专业成绩相同时，优先录取高考文化成绩高者。 

本章程由山东体育学院负责解释。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济南市世纪大道 10600 号 

邮编：250102     网址：www.sdpei.edu.cn 

联系电话：0531-89655029 

 

附件 1：2020 年艺术类专业（体育舞蹈方向）测试内容与方法 

附件 2：2020 年艺术类专业（健美操方向）测试内容与方法 

附件 3：2020 年艺术类专业（舞蹈啦啦操方向）测试内容与方法 

 



 

附件 1： 

2020 年艺术类专业（体育舞蹈方向）测试内容与方法 

一、测试内容及分值 

测试项目 测试内容及要求 分值 

形象气质 体型、外貌 
考生身着训练服，分组站好，考官根

据考生情况目测打分。 40 分 

专项技术 

 

体育舞蹈套路

展示（拉丁舞、

摩登舞依次展

示） 

 

拉丁舞 

考生在拉丁舞中独立完成

恰恰恰、伦巴两支自编组合

舞蹈。 

考试要求： 

（1）恰恰恰：40 分  

（2）伦巴：40 分    

80 分 

摩登舞 

考生在标准舞中独立完成

华尔兹、探戈两支自编组合

舞蹈。 

考试要求： 

（3）华尔兹：40 分   

（4）探戈：40 分    

80 分 

合计  200 分 

二、考试说明： 

1、服装要求：女生：全身纯黑色训练服；男生：纯白色紧身短袖，纯黑色训练

裤。（如下图，服装上不得印有特殊 logo 或图案） 

 

 

 

 

 

 

 

 

 

 

 

2、考生素颜测试，身体不得佩戴任何装饰物，头发上不允许染色、烫发或任何

造型，长发需要盘起，指甲不得涂有颜色或任何美甲，否则不允许参加测试。 

3、测试中专项技术部分伴奏音乐由学校统一播放，无需自带音乐。 
4、考生需要单人完成测试，不许舞伴陪考，技术组合难度不限。。 



 

附件 2 

2020 年艺术类专业（健美操方向）测试内容与方法 

一、测试内容及分值 

测试项目 测试内容及要求 分值 

身体形态 体型、相貌气质 40 分 

专项素质 

合理运用过渡连接展示四类难度动作，不超过 8×8

拍内完成，要求每类难度动作各选一个，分值在0.3分（含）

以上。难度动作选择参照《国际体联（FIG）2017—2020

年竞技健美操竞赛规则》难度表。 

80 分 

专项技术 

自编成套动作展示：按照《国际体联（FIG）2017-2020

年竞技健美操竞赛规则》要求进行编排，展示考生的竞技

能力。 

80 分 

合计  200 分 

二、测试方法 

1、身体形态测试，考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集体展示和测试。 

2、专项素质和专项技术部分，考生任选一项单独依次进行展示和测试。 

三、考试说明 

1、服装要求：女生：上身纯黑色吊带芭蕾形体服，肉色裤袜；男生：纯白色紧

身短袖，纯黑色紧身裤。（如下图，服装上不得印有特殊 logo 或图案） 

 

 

 

 

 

 

2、考生素颜测试，身体不得佩戴任何装饰物，头发上不允许染色、烫发或任何

造型，长发需要盘起，指甲不得涂有颜色或任何美甲，否则不允许参加测试。 

3、健美操测试中专项技术部分伴奏音乐由学校统一播放，无需自带音乐。 

 

 

 

 



 

附件 3 

2020 年艺术类专业（舞蹈啦啦操方向）测试内容与方法 

一、 考试内容及分值 

类别 指标 分值 

基本形态 体型及形象 40 分 

综合素质 
翻腾、跳跃、转体、平衡与柔韧四项专项

素质能力 

80 分 

专项技术 自编成套（花球、街舞、爵士任选其一）  80 分 

合计  200 分 

二、测试要求及评分标准 

（一）基本形态 

体型（20 分）： 要求身材匀称、线条优美、比例适中（男不低于 172CM，女不低

于 162CM）。 

形象（20 分）：要求五官端正、气质佳。 

（二）综合素质（翻腾、跳跃、转体、平衡与柔韧四项专项素质能力） 

1、搬（抱）腿平衡（正、侧）（20 分）2、连续侧手翻（20 分） 

3、三连跳（屈体分腿跳、跨栏跳、C跳、莲花跳、团身跳、鹿跳）（20 分） 

4、立转 720°两次（可做阿拉 C杠、挥鞭转）（20 分） 

（三）专项技术（花球、街舞、爵士舞蹈啦啦操成套，任选其一） 

要求：依据 2017—2020 年国际啦啦操评分规则，自编舞蹈啦啦操成套动作，成

套动作技术风格（花球、街舞、爵士）明确，难度动作不少于 6 个 ，体现难度

的多样性，时间为 40—50 秒（不可选用规定动作）。 

三、考试说明： 

1、服装要求：女生：上身纯黑色吊带芭蕾形体服，肉色裤袜；男生：纯白色紧

身短袖，纯黑色紧身裤。服装上不得印有特殊 logo 或图案。（如健美操服装标准

图） 

2、考生素颜测试，身体不得佩戴任何装饰物，头发上不允许染色、烫发或任何

造型，长发需要盘起，指甲不得涂有颜色或任何美甲，否则不允许参加测试。 

3、街舞、爵士风格成套不允许使用道具，花球由学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