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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 2023 年运动训练专业招生简章

华南师范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广

东省和教育部共建高校及广东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已经发展成为一所教师教育

特色鲜明、学科门类齐全的高水平综合性师范大学，成为中国培育教育人才的南

方高地。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办学历史悠久，学院始于 1951 年创立的华南师

范学院体育系，是新中国最早设立的体育学系之一。体育学一级学科于 1997 年

首批进入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行列；2006 年获批广东省一级重点学科，

2015 年进入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学科群建设行列；体育人文社会学于 2007 年获批

国家级重点学科（培育）。学院建设了从本科到博士后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在

教育部第四、五轮学科评估中获 A-，在 2021、2022 年“软科中国最好体育学科”

位列全国前 5%。学院建设了国家级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级教学团

队、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国家级运动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一流本

科专业、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国家级体育科普基地、教育部华南校园足球发展

研究中心、广东省中小学体育骨干教师培训基地、广东省中小学游泳教育研究与

指导中心等 20 余个国家级、省级平台。运动训练专业的学制为全日制本科四年，

主要培养从事运动训练实践的教练员和专项体育教师，修完规定学分授予教育学

学士学位。

学校全称：华南师范大学

学校代码：10574

学校地址：广州校区石牌校园、大学城校园，佛山校区南海校园和汕尾校区

滨海校园

办学层次：本科

办学性质：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办学类型：全日制

学费标准：每生每学年 6850 元；住宿费：视不同住宿条件，收费标准为每

生每学年 800—1600 元（不含水电费）。如 2023 年广东省物价管理部门有

新规定，则按新规定标准执行。



2

一、招生计划

全国招生（不含港、澳、台），招生计划约 65 人。各项目最终招生人数视生

源情况而定，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项目，其招生计划余额调配到其他合格生源多于

计划数的项目。

序号 招生专项 招生小项 报考要求 性别 招生人数

1 田径

田赛：跳远、三级跳、标枪、铅球、铁饼；

径赛： 200、400、800、1500、3000、5000、

100 米栏（女）、110 米栏（男）、400 米

栏；全能；在田赛、径赛及全能项目中任选

一项

二级运动员 不限
0-14

2 篮球 二级运动员
男 0-4

女 0-4

3 排球 非自由人 二级运动员
男 0-5

女 0-5

4 足球
非守门员

一级运动员

男 0-6

女 0-6

守门员 男 0-1

5 羽毛球 二级运动员 不限 0-8

6 网球 二级运动员 不限 0-5

7 艺术体操 二级运动员 女 0-4

8 体操 二级运动员 不限 0-3

二、招生项目：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羽毛球、网球、艺术体操、体操。

注：篮球项目考生使用篮球或三人篮球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均可报名，按照篮球

项目考试方法与评分标准参加篮球专项考试。

三、报名条件及要求

（一）符合 2023 年高考报名条件。

（二）足球项目须具备一级运动员（含）以上运动技术等级称号，其余招生项目

须具备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上运动技术等级称号。考生运动员技术等级以“国

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公示的数据信息为准。考生如具备所报考项目

https://ydydj.univsport.com/index.php?m=index&c=look&a=look
https://ydydj.univsport.com/index.php?m=index&c=look&a=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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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个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报名时需填报所有符合报名要求的运动员技术等级

证书。等级证书审批日期为：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10 日。

（三）考生须参加生源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组织的普通高考报名。

（四）身体健康状况要求：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以入学体检结论为准，不符合体

检标准者取消录取资格。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要求和《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

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规定执行。

四、报名方式

1．考生必须参加生源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组织的普通高考报名（具体

按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要求执行）。

2.考生统一在“中国运动文化教育网”（www.ydyeducation.com）或“体教

联盟 APP”中“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系统”进

行注册（验证考生报名资格）并报名，具体时间：

注册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1 日 12:00 至 3 月 10 日 12:00

报名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1 日 12:00 至 3 月 10 日 12:00

3.考生依据公布的专业考试时间，合理选择不超过2所招生院校进行报名，

并确定好志愿顺序。我校依据志愿梯次顺序，优先录取第一志愿，经分项目统一

调配后仍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情况下，再录取第二志愿。

五、考试办法

运动训练专业招生实行体育专项和文化考试考试相结合的办法进行。

(一）体育专项考试

1.体育专项考试采用全国统考和分区统考方式进行，满分 100 分。体育总局

委托有关院校组织体育专项考试，按照体育总局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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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版）评分。

2.考生依据所获得的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的项目进行体育专项考试，项目之

间不得跨项参加考试。

https://www.ydyeducation.com/index/tyzs/tyzs_index/on/Y.html
https://www.ydyeducation.com/ydyadmin.php?m=index&c=new&a=news_detail&nav=nav_sy&tycz=_on&id=10523
https://www.ydyeducation.com/ydyadmin.php?m=index&c=new&a=news_detail&nav=nav_sy&tycz=_on&id=1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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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体育专项考试将进行兴奋剂检查。体育专项考试前，应要求考生签订《反

兴奋剂承诺书》。拒不签订承诺书的考生，视为主动放弃考试资格。兴奋剂违规

的考生，视为考试作弊，取消考试资格或录取资格，并通报生源所在省级招生考

试机构，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4.体育专项考试安排由体育总局另行通知（2023 年 3 月 20 日至 5月 10 日

期间）。

（二）文化考试

1.文化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政治、英语四科，每科满分为 150 分，四科

满分为 600 分，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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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文化考试时间

六、录取原则

（一）录取控制线

1.文化成绩录取控制线：在不低于 180 分的基础上，由我校根据实际情况综

合确定。

2.体育专项成绩录取控制线：田径不低于 85 分（含 85 分），其他项目不低

于 70 分（含 70 分）。

3.综合分录取控制线：综合分不低于 60 分。

（二）对持有一级运动员等级证书的考生，可在我校文化成绩最低录取控制

线下降低 30 分录取；对持有运动健将等级证书的考生，可在我校文化成绩最低

录取控制线下降低 50 分录取。

（三）在达到我校文化和体育专项成绩最低录取控制线的基础上，根据考

生的文化成绩（折合百分制后）和体育专项成绩 3:7 的比例进行综合评价，计算

考生录取综合分。具体公式：综合分=（文化成绩/6）*30%+体育专项成绩*70%。

综合分计算时保留小数点后两位，采用四舍五入计数保留法。

时间 9：00-10:30 14:00-15:30

4 月 15 日 语文 数学

4月 16 日 政治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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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校根据生源情况和专业需求分项目制定招生计划，录取控制线上的

考生按照综合分由高到低录取。优先录取第一志愿，经分项目统一调配后仍未完

成招生计划的情况下，再录取第二志愿。

（五）如考生综合分相同，则按体育专项成绩由高至低录取，如考生体育专

项成绩也相同，则按文化成绩由高至低录取。

（六）田径、羽毛球、网球生源不均衡，优先在该三项目中相互调整；篮球、

排球、足球男女间生源不均衡，优先在该项目中相互调整；艺术体操、体操生源

不均衡，优先在该两个项目中相互调整，按综合分从高到低排序依次录取。

（七）剩余名额调配办法

各项目剩余名额集中统一调配，在达到我校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第一志愿

考生中，分项目按综合分从高到低排序，各项目的综合分最高者为第一候补人选，

首先按综合分从高到低排序依次录取各项目的第一候补人选，如此类推，直至剩

余名额录取完毕。如有考生综合分相同，则按体育专项考试成绩从高到低录取。

（八）考生若已报名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志愿并被录取，不得

放弃录取资格，同时不再参加普通高考及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录取。

七、其他

1．如教育部、体育总局及生源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关于 2023年运动训

练的政策有所调整，则按新的政策执行。请考生密切关注“中国运动文化教育网”、

“体教联盟 APP”、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各组考院校的相关通知。

2. 学校切实加强招生考试全流程管理，深化廉政建设，严防违纪行为。考

生弄虚作假，或发生考试违规违纪行为，经查实，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

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处理暂行办法》，取消其考试资格或录取资格，

已入学者，取消其入学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本招生简章由华南师范大学招生考试处负责解释。

八、联系方式

1.招生咨询电话：

体育科学学院：020-39310263

招生考试处：020—8521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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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0—85213484

网址：http://zkc.scnu.edu.cn

2. 监督电话：（020）85210951

华南师范大学

招生考试处

2023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