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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 2020 年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

传统体育专业招生简章

河南大学创建于 1912 年，坐落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八朝古都河南省开封市，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河南

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建高校，是拥有文、史、哲、经、管、

法、理、工、医、农、教育、艺术等 12 个学科门类的综合

性大学。为做好我校 2020 年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

育专业招生工作，选拔符合培养要求的考生，根据《关于印

发＜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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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体科字〔2019〕155 号）精神，

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简章。

一、招生专业

（一）运动训练（基本学制四年 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

培养目标：本专业主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系统掌握现代运动科学、专项训练竞赛、社会体育指导

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具备现代运动训练理念、

健康理念、创新精神，和较强的专项运动技能、运动训练指

导及竞赛组织能力；能胜任专项运动训练指导、竞赛、教学

及科学研究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二）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基本学制四年 授予教育

学学士学位）

培养目标：本专业主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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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系统掌握武术、传统体育养生与民族民间体育的基础理

论、基本技能与方法，具备较强的专业素养与创新创业精神，

崇武尚德，具有传承、传播和弘扬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能

力，能胜任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竞赛、管理、

科学研究及健身指导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二、招生项目、计划、范围

(一)招生项目

运动训练专业招收田径、篮球（五人制）、排球(非自

由人)、足球(十一人制，非守门员)、乒乓球、网球、体操、

跆拳道 8 个项目。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收武术套路、武术散打、中

国式摔跤 3 个项目。

（二）招生计划

专业 项目 小项/位置/性别 招生计划 等级要求

运动训练
（0-80）

田径
（田赛）

跳高、跳远、三级跳
远、铅球、铁饼、标
枪

男女共计
0-4

二级及以
上

田径
（径赛）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

3000 米（仅女子）、

5000 米（仅男子）、

10000 米场地竞走（仅

男子）、110 米栏（仅

男子）、100 米栏（仅

女子）、400 米栏

男女共计

0-6

篮球
男子 0-12
女子 0-8



—3—

排球
男子，非自由人 0-6

女子，非自由人 0-4

足球
男子，非守门员 0-11
女子，非守门员 0-5

乒乓球
男子 0-4

女子 0-2

网球
男子 0-4

女子 0-2

体操
男子 0-4

女子 0-2

跆拳道
男子 0-4

女子 0-2

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
育（0-70）

武术套路
男子 0-35

二级及以
上

女子 0-10

武术散打
男子 0-17

女子 0-3

中国式
摔跤

男子 0-5
一级及以

上
上

说明：如果个别项目符合录取要求的人数不足，该项目计划可以
调剂到生源充足且符合上级政策要求的其他项目。

(三)招生范围：面向全国招生，不列分省计划。

注：以上计划为预定计划（含优秀运动员免试入学招生

计划），正式计划以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下达为准。

三、报名条件

(一)符合 2020 年高考报名条件，且必须参加生源所在

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组织的高考报名（具体按各省级招生考

试机构要求执行）；身体健康。

(二)运动员运动技术等级要求见招生计划；运动技术等

级证书审批日期为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

以“中国运动文化教育网”及“体教联盟 APP”中“国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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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公示的数据信息为准。考生依

据所获得的运动等级证书的项目进行体育专项考试，不得跨

项。

四、报名流程

（一）考生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运

动文化教育网”或“体教联盟 APP”中的体育招生系统进行

注册和报名，按网上要求缴纳报名费。

报名网址：http://www.ydyeducation.com

注册时间：2020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1 日 12:00

报名时间：2019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10 日 12:00

（二）考生注册过程中，如发现本人运动员技术等级信

息有误，需在 2020 年 3 月 3 日 12:00 之前联系颁证体育部

门进行信息更正。

（三）报名以考生完成缴费为准，未缴费的考生不予以

确认。

（四）第一志愿报考我校，但由于其他特殊原因无法正

常报名的考生，需填写报名申请表（见附件），并在 3 月 11

日 12:00 前以 EMS 邮政快递方式寄达或送达我校招生办公

室，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河南大学明伦校区

东一斋，郭老师(收)；邮编：475001。逾期不予受理。

五、考试安排

（一）体育专项考试

http://www.ydyeduc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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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体育总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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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2020 年运动训

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中，体育专项考试分项目

采用全国统考和分区统考的方式进行，满分 100 分，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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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体育专项考试（含现场确认）时间、地点，以及打印体

育专项考试准考证等具体事宜，请考生务必关注国家体育总

局“中国运动文化教育网”，以该网站公布内容为准。

（二）文化考试

文化考试科目：语文、数学、政治、英语（每科 150 分，

总分 600 分），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答。

文化考试时间：4 月 18 日至 19 日（周六、周日）

文化考试地点：由生源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组织，

详见文化考试准考证。

注：考生于 4 月 10 日 12:00 后登录“中国运动文化教

育网”，在规定时间内务必通过体育招生系统自行打印文化

考试准考证。

六、录取办法

（一）按照《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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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我校将根据招

生计划及生源情况自行划定文化成绩和体育专项成绩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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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控制分数线。在文化成绩和体育专项成绩分别达到我校

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基础上，依据考生填报的志愿梯次顺

序，按照文体综合成绩分项目、分性别由高到低择优录取，

优先录取一志愿考生，若一志愿未完成招生计划再录取二志

愿考生。录取名单报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审

批后，发放录取通知书。

（二）对具备一级运动员等级的考生，可在我校文化成

绩最低录取控制线下降低 30 分录取；对具备运动健将技术

等级的考生，可在我校文化成绩最低录取控制线下降低 50

分录取。

（三）文体综合成绩计算办法：依据考生文化成绩和体

育专项成绩 3:7 的比例进行综合评价〔综合分=（文化考试

成绩/6）×30%+体育专项成绩×70%〕。

七、优秀运动员申请免试入学

申请免试进入我校运动训练专业学习的运动员，须根据

《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关于做好 2020 年优秀运动员免试进

入高等学校学习有关事宜的通知》文件规定，将相关报名材

料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运动文化教育网”

或“体教联盟 APP”中的运动员保送系统提交。

八、咨询电话与网址

联系地址：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政编码：47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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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0371-22868221（招生办公室）

0371-22995556（体育学院）

0371-22821118（武术学院）

河南大学招生办网址：http://zs.henu.edu.cn

以上内容若有遗误或变化以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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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

河南大学招生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27 日

http://zs.he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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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报名申请表

原 因

基本信息

姓 名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高考报名号

户籍地址

高考报名地 性 别

考生类别 应届□往届□ 政治面貌

考生性质 高中□体校□其他□ 民族

毕业学校

邮寄地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身 高 体 重

运动等级

证书项目 证书等级 二级□一级□健将□

证书编号 比赛名称

审批单位 审批日期

志愿信息

第一志愿学校

第二志愿学校

考生确认签字： 填表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