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体育学院 2020 年运动训练专业、武术

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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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六、专业介绍：  

（一）运动训练（足球、篮球） 

专业代码：040202 

修业年限：基本修业年限为 4年，学习期限为 3-8 年 

授予学位：教育学学士 

培养目标：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根据国家和山东省

社会、经济发展对足球、篮球专门人才的需求，立足山东、

面向全国，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国际视野、

现代健康理念和较好科学文化素养，掌握体育学基本理论以

及足球、篮球运动项目教学、训练、竞赛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具备一定科学研究能力、较强专业技能、实践能力和自主学

习能力，能胜任足球、篮球运动和体育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

训练竞赛、管理咨询、俱乐部服务等工作的高水平应用型人

才。 

主要课程：体育概论、健康教育学、运动解剖学、运动

生理学、体育社会学、体育心理学、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运



动训练学、运动竞赛学、运动医学、教练员学、田径、运动

技能学习与控制 

（二）运动训练(其他项目) 

专业代码：040202 

修业年限：基本修业年限为 4年，学习期限为 3-8 年   

授予学位：教育学学士 

培养目标：依据国家和山东省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面向

山东省、辐射全国，培养思想品德优秀，具有较好科学文化

素养、高度社会责任感，掌握专项运动教学、训练、竞赛、

体育运动与健康促进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具备较强的专项运

动技能、运动训练指导及竞赛组织能力，能够胜任基层专项

运动教学、训练和竞赛工作，具有健全人格和明显社会竞争

力的高素质体育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体育概论、体育科研方法、运动解剖学、运

动生理学、体育心理学、体育社会学、健康教育学、运动员

选材学、运动训练学、运动竞赛学、运动技能学习、田径、

体操、专项理论与实践。 

（三）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专业代码：040204 

修业年限：基本修业年限为 4年，学习期限为 3-8 年  

授予学位：教育学学士 

培养目标：本专业立足山东，辐射全国，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人文

与科学素养，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熟悉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核心理念，系统掌握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基本理论、

知识和专业技能，体现“文武并进”的素质特色，能够从事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教学、训练、竞赛、科研、服务与

管理工作的创新性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体育概论、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中医

学基础、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国武术史、中国武术导论、

传统体育养生学、专修理论与实践。 

七、招生项目： 

运动训练专业项目设：田径、足球（十一人制）、篮球

（五人制、三人制）、排球、沙滩排球（二人制）、乒乓球、

羽毛球、网球、手球、垒球、棒球、曲棍球、举重、柔道、

跆拳道、拳击、击剑、橄榄球、马术、攀岩、古典式摔跤、

自由式摔跤、围棋、象棋、国际象棋、游泳、跳水、赛艇、

皮划艇、帆船（ 帆板）、体操、艺术体操、蹦床、现代五

项、铁人三项、自行车、射击、射箭、短道速滑。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项目设：武术套路、武术

散打、中国式摔跤。 

八、招生计划： 

运动训练专业（足球、篮球）300 人； 

运动训练专业（其他项目）550 人；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100 人。 

注：以上计划为拟定计划(含保送生计划)，正式计划以

上级部门下达为准。面向全国招生，不列分省计划。 

 



九、报考条件及要求： 

（一）符合 2020 年高考报名条件，并参加了户口所在

地省级招办统一组织的高考报名。 

（二）具备招生项目之国家二级运动员（含）或二级武

士（含）以上技术等级资格。考生运动等级以“中国运动文

化教育网”及“体教联盟 APP”中“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

术等级系统”公示的数据信息为准。2020 年报名考生的等级

证书审批日期为： 2010 年 1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 

（注：古典式摔跤、自由式摔跤、围棋、象棋、国际象棋、

限具备一级以上技术等级资格的全国运动员报考；游泳、跳

水、赛艇、皮划艇、帆船（帆板）、体操、艺术体操、蹦床、

现代五项、铁人三项、自行车、射击、射箭、短道速滑项目

限具备一级运动员以上技术等级资格的山东省专业队现役

队员报考。） 

十、报名方法： 

（一）报名方式：考生在规定的网上报名时间内,通过

体教联盟 APP 或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运动员文化教育网”体

育单招管理系统进行报名,按网上要求在线缴纳报名费。 

（二）网上报名系统地址： 

http://111.205.185.100:6060/iSparkKs/KsLoginAct

ion.action（中国运动员文化教育网） 

（三）网上注册、报名时间： 

冬季项目： 

注册时间为2019年 12月1日至2020年 1月1日12:00； 



报名时间为2020年 1月1日至2020年 1月10日 12:00。 

其他项目： 

注册时间为 2020年 2月 1日至 2020年 3月 1日 12:00； 

报名时间为2020年 3月1日至2020年 3月10日 12:00。 

十一、考试： 

（一）文化考试 

考试科目：语文、数学、政治、英语，每科满分为 150

分，四科满分为 600 分 

考试时间：2020 年 4 月 18、19 日 

时间 
上  午 下  午 

9：0010：30 14：0015：30 

4 月 18 日 语  文 数  学 

4 月 19 日 政  治 英  语 

教育部考试中心组织命题和印制试卷；省级招生考试机

构负责试卷接收和文化考试组织实施，并通过机要方式将考

后试卷发送指定的教育考试机构统一评阅。所有考生必须参

加高考报名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组织的文化考试。 

 注：考生于 2020 年 4 月 15—17 日登陆“中国运动员

文化教育网”（http://www.ydyeducation.com）打印文化

考试准考证。 

（二）体育专项考试： 

体育专项考试满分 100 分，考试分项目采用全国统考和

分区统考的方式，由国家体育总局委托相关院校负责组织实

施。田径、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和武



术套路 8 个项目为分区统考项目，其余项目实行全国统考，

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武术与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体育专项考试方法与评分标准》（2020 年

版）。考生按报名使用的运动等级证书的项目进行体育专项

考试，所列招生项目之间不得跨项参加考试。 

1．山东体育学院 2020 年承担分区统考项目和考试安排 

山东体育学院承担分区统考项目：田径、足球、篮球。 

凡报考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

上海、江西等省市）所属单招院校田径、足球、篮球三个项

目的考生须到山东体育学院参加专项考试。 

项目 
现场确认 

现场确认地点 
考试 考试 

时间 时间 地点 

田径、足球、

篮球 

2020年 4月 9日

（8:00-16:00） 

山东体育学院日照校

区体能馆（山东省日

照市东港区山东路

685 号） 

2020 年 4月

10-12 日 

山东体育学院日

照校区（山东省日

照市东港区山东

路 685 号） 

2．山东体育学院承担 2020 年全国统考项目和考试安排 

山东体育学院承担的全国统考项目：场地自行车、公路

自行车、BMX 小轮车、山地自行车、马术、围棋、象棋、国

际象棋。 

项目 
现场确认 

现场确认地点 
考试 考试 

时间 时间 地点 

马术 
2020 年 4月 23 日 

（9:00-9:30）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

遥墙镇爱马人马术俱

乐部（济南国际机场西

北 3公里） 

2020 年 4月 23 日

（9:40-16:00） 

山东省济南市历

城区遥墙镇爱马

人马术俱乐部 

场地自行车、

公路自行车、

山地自行车、

BMX 小轮车 

2020 年 4月 24 日 

(9:00-11:00) 

山东省射击自行车中

心自行车馆（济南市历

城区凤鸣路 3200 号） 

2020 年 4月 25 日 

山东省射击自行

车运动管理中心

自行车馆及附属

封闭训练公路 



围棋、国际象

棋、中国象棋 

2020 年 4月 25 日

（9:00-11:00） 

山东省体育局训练中

心文东基地山东棋院

（济南市文化东路 65

号） 

2020 年 4月 25 日下

午、26 日 

山东省体育局训

练中心文东基地

山东棋院（济南市

文化东路 65 号） 

3．凡报考山东体育学院考生，统考不在山东体育学院

进行的，考试安排请登陆“中国运动文化教育网”及“体教

联盟 APP”中查询。 

注：1、如遇到不可抗拒的特殊情况如天气等原因不能按时

测试，学校会提前或临时通知考生延期测试；2、如遇到仪器设

备出现故障，未能测试出成绩者，在考试规定时间内进行补测。 

十二、录取原则： 

考生在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专项成

绩不低于 40 分基础上，根据考生的文化考试成绩（30％）

及体育专项考试成绩（70％）进行综合评价，按学校体育专

项人才培养需要，择优录取。（文体综合分=文化成绩/6×

30%+体育专项成绩×70%） 

具备一级运动员等级的考生,可在文化成绩最低录取控

制线下降低 30 分录取；对具备运动健将技术等级的考生,可

在文化成绩最低录取控制线下降低 50 分录取。 

学校优先录取第一志愿考生，第一志愿未完成招生计划

再录取第二志愿，第一志愿录取满额将不再录取第二志愿。 

十三、学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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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注册学费

6500 元/生·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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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学年按专业注册费+学生

所选课程的分值结算学费。  

十四、保送录取运动员 

申请保送生入学的运动员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发

布的体科字【2019】137 号《关于做好 2020 年高校保送录取

运动员有关事宜的通知》要求办理，具体办法请详见我校招

生主页，网址 http://zsxxw.sdpei.edu.cn/。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世纪大道 10600 号 山东体育

学院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250102 

招生办电话：0531-89655029 

学校网址：http://www.sdpei.edu.cn 

电子邮件：2232523117@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