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师范大学 2022 年运动训练专业

拟录取情况公布
根据体育总局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2022 年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

体育专业招生管理办法》（体科字〔2021〕222 号）文件精神和《华南师范大学2022年运动训

练专业招生简章》要求，经我校体育类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我校今年运动训练专业文化

总分最低控制线为220分（文件规定一级运动员文化成绩最低录取控制线下降低30分录取、健将

级运动员文化成绩最低录取控制线下降低50分录取），术科分最低控制线为70分，拟录取情况

如下：

考生文化总分和术科分达到我校最低控制线，根据各项目招生计划按照综合分从高分到低

分拟录取，各项目具体拟录取情况如下：

招生专项 招生小项 性别 计划
拟录

人数

最低

综合分

最低

专项分

最低

文化分

拟录取计划

完成情况

田径
田赛 不限 0-4 4 人 76.95 79 289 完成

径赛 不限 0-10 10 人 80.73 85 311 完成

篮球
男 0-4 4 人 71.77 77.8 321 完成

女 0-4 4 人 70.34 71.1 338.5 完成

排球 非自由人
男 0-5 5 人 77.27 78.47 361 完成

女 0-5 5 人 77.93 79.97 374 完成

足球
非守门员

男 0-6 6 人 82.61 84.4 409.5 完成

女 0-6 6 人 78.64 87.87 268 完成

守门员 女 0-1 1 人 79.99 80.27 476 完成

羽毛球 不限 0-8 8 人 76.12 76.9 275.5 完成

网球 不限 0-5 5 人 78.28 84.71 242.5 完成

艺术体操 女 0-2 2 人 83.55 87.78 431.5 完成

最终录取名单以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及各省招生考试机构审核通过为准。

附：2022年华南师范大学运动训练录取情况表

华南师范大学招生考试处

2022 年 7 月 28 日



2022年华南师范大学运动训练拟录取名单
姓名

生源地/
报名地

性别 运动等级 项目 项目 小项 是否录取 排名
综合成

绩
体育专
项成绩

文化成绩
总分

漆松南 江西省 男 一级运动员 篮球 篮球 录取 1 80.5 80.6 481.5
王路翔 山西省 男 二级运动员 篮球 篮球 录取 2 76.8 79.5 423
张文灶 广东省 男 二级运动员 篮球 篮球 录取 3 73.09 77.8 372.5
蒋秋雨 安徽省 男 二级运动员 篮球 篮球 录取 4 71.77 79.6 321
周嫄 湖南省 女 二级运动员 篮球 篮球 录取 1 75.76 79.3 405

张必谦 广东省 女 二级运动员 篮球 篮球 录取 2 74.26 80.3 361
周雨莟 江苏省 女 二级运动员 篮球 篮球 录取 3 70.45 71.1 413.5
王嘉晴 广东省 女 二级运动员 篮球 篮球 录取 4 70.34 76.3 338.5
刘健 湖南省 男 二级运动员 排球 非自由防守人 录取 1 83.39 88.2 433

刘文豪 广东省 男 一级运动员 排球 非自由防守人 录取 2 82.14 87.8 413.5
田思远 山东省 男 一级运动员 排球 非自由防守人 录取 3 79.6 84.57 408
刘璟昊 湖南省 男 二级运动员 排球 非自由防守人 录取 4 78.1 78.47 463.5
林旋 福建省 男 一级运动员 排球 非自由防守人 录取 5 77.27 84.6 361

孙菱芸 山东省 女 二级运动员 排球 非自由防守人 录取 1 82.82 88.53 417
聂唯一 河南省 女 一级运动员 排球 非自由防守人 录取 2 81.73 85.97 431
章钰婷 福建省 女 一级运动员 排球 非自由防守人 录取 3 78.67 85.67 374
李思桐 宁夏 女 一级运动员 排球 非自由防守人 录取 4 78.18 80 443.5
胡艺凡 辽宁省 女 二级运动员 排球 非自由防守人 录取 5 77.93 79.97 439
李友 河南省 男 二级运动员 田径 径赛 110米栏 录取 1 84.88 92 409.5

杜苏岩 河南省 男 二级运动员 田径 径赛 400米 录取 2 84.03 88 448.5
邹基蓥 重庆市 女 二级运动员 田径 径赛 400米 录取 3 82.75 96 311
温梓衔 广东省 男 二级运动员 田径 径赛 400米 录取 4 82.7 85 464
黎光桦 广东省 男 二级运动员 田径 径赛 400米栏 录取 5 82.4 85 458
危宇翔 浙江省 男 二级运动员 田径 径赛 400米 录取 6 81.73 91 360.5
陆冬冬 广东省 男 二级运动员 田径 径赛 400米栏 录取 7 81.68 85 443.5
郭浩杰 广东省 男 二级运动员 田径 径赛 200米 录取 8 81.23 90 364.5
罗云杰 湖南省 男 二级运动员 田径 径赛 400米 录取 9 81.05 90 361
冯宇航 江西省 男 二级运动员 田径 径赛 400米 录取 10 80.73 90 354.5
顾澳琳 广东省 女 一级运动员 田径 田赛 三级跳远 录取 1 83.75 99 289
冉蕊 重庆市 女 二级运动员 田径 田赛 三级跳远 放弃录取  81.85 89 391

李映婷 广东省 女 二级运动员 田径 田赛 三级跳远 录取 2 81 89 374
刘格伶 湖南省 女 二级运动员 田径 田赛 三级跳远 录取 3 78.7 88 342
许宇豪 广东省 男 二级运动员 田径 田赛 跳远 录取 4 76.95 79 433
白璐 河南省 女 一级运动员 网球 网球 录取 1 92.15 100 443

安雯泽 辽宁省 男 二级运动员 网球 网球 录取 2 79.39 96.09 242.5
余果 广东省 男 一级运动员 网球 网球 录取 3 79.03 92.18 290

尹天晴 广东省 女 二级运动员 网球 网球 录取 4 78.45 84.71 383
孙翰廷 广东省 男 二级运动员 网球 网球 录取 5 78.28 92.18 275
刘思宏 重庆市 女 一级运动员 艺术体操 艺术体操 录取 1 83.76 88.83 431.5
王希蕊 广东省 女 二级运动员 艺术体操 艺术体操 录取 2 83.55 87.78 442
涂秋宇 广西 男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 羽毛球 录取 1 87.89 95.67 418.5
徐温期 浙江省 男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 羽毛球 录取 2 85.88 100 317.5
杨文锐 广东省 男 二级运动员 羽毛球 羽毛球 录取 3 82.78 91.33 377
张子寒 山东省 女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 羽毛球 放弃录取 82.56 95.4 315.5
杨展旭 河南省 男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 羽毛球 录取 4 78.14 82.67 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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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生源地/
报名地

性别 运动等级 项目 项目 小项 是否录取 排名
综合成

绩
体育专
项成绩

文化成绩
总分

赵阅欣 河南省 女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 羽毛球 录取 5 77.27 90.7 275.5
王颢凯 江苏省 男 二级运动员 羽毛球 羽毛球 录取 6 76.69 82.67 376.5
朱艺芊 广东省 女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 羽毛球 录取 7 76.16 76.9 446.5
王浩丞 湖北省 男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 羽毛球 录取 8 76.12 82.67 365
陈志杰 广东省 男 一级运动员 足球 非守门员 录取 1 86.63 94.5 409.5
徐烽峻 重庆市 男 一级运动员 足球 非守门员 录取 2 86.22 91.1 449
张奕锴 福建省 男 一级运动员 足球 非守门员 录取 3 86.13 87.9 492
沈玮优 广东省 男 一级运动员 足球 非守门员 录取 4 84.43 90.4 423
欧阳庭威 广东省 男 一级运动员 足球 非守门员 录取 5 84.4 88 456
赵智萌 安徽省 男 一级运动员 足球 非守门员 录取 6 82.61 84.4 470.5
胡愈枫 湖南省 女 一级运动员 足球 非守门员 放弃录取 82.49 85.73 449.5
夏乐骄 广东省 女 一级运动员 足球 非守门员 录取 1 81.95 94.07 322
李翠琼 广东省 女 一级运动员 足球 非守门员 录取 2 81.82 91.13 360.5
钟秀媚 广东省 女 一级运动员 足球 非守门员 录取 3 79.88 89.87 339.5
钟晓晴 广东省 女 一级运动员 足球 非守门员 录取 4 79.83 89 350.5
杨士琼 重庆市 女 一级运动员 足球 非守门员 录取 5 79.36 87.87 357
宋淑婷 山东省 女 一级运动员 足球 非守门员 录取 6 78.64 93.2 268
甘依灵 湖南省 女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录取 1 79.99 80.27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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