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唯一遗脉
云南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高校
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百所重点建设大学
云南省唯一的省属重点师范大学
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优秀高校
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50 强
学校简介
位于春城昆明的云南师范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传统优良的省属重点师范大学，其前身是诞生于 1938 年
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1946 年，组成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复员北返，
师范学院留昆独立设置，定名国立昆明师范学院，1950 年改名昆明师范学院，1984 年更名为云南师范大
学，1999 年与云南教育学院、云南体育进修学院合并重组云南师范大学。建校 79 年来，学校恪守西南联
大“刚毅坚卓”的校训，形成了“学高身正、明德睿智”的校风，已形成全日制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高等
职业教育、留学生教育的人才培养形式，构建了博士后、博士、硕士、本科教育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已
为国家培养了各级各类人才 20 余万人，被誉为“红土高原上的教师摇篮”。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是云南省办学历史最悠久的体育专业院系，其前身系建于由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
先生任体育部长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体育部，现已成为西南地区高校培养基础体育教师、高层次体育科研
人才、运动训练人才、体育管理人才和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重要基地。
学院现有职工 105 人，其中，博士 8 人、硕士 48 人；有各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40 余名，其中，教授
9 人、副教授 34 人、硕士生导师 38 名。其次，拥有二级教授 2 人、国家教学名师 1 人、省级教学名师 2
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专家 1 人、享受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 人、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
后备人才 1 人、中国杰出人文社会学家 1 人、国际级裁判员 3 人各类国家级裁判员 20 余人。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拥有体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设有 2 个学位授
权方向（教育硕士—学科教学<体育>方向和课程与教学论—体育学科教学论方向），还有 1 个云南省优势
特色重点建设学科——“体育学”。
学院设有 5 个体育学类本科专业：体育教育(含校园足球人才)、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含国际合
作办学项目)、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以及艺术学舞蹈表演（体育舞蹈、健美操、啦啦操）。拥有国家级
精品课程——民族传统体育（理论与实践）；国家级教学团队——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教学团队（理论与实
践）；国家一类特色专业建设点（体育教育专业）；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建设项目；国家级高原训练
实验教学中心；省级重点专业(体育教育和运动训练专业)；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运动人体科学实验
示范中心；省级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边疆地区体育教育专业实用型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省级教改研
究等质量工程建设项目；教学名师工作室。
学院现设有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研究基地”、国家体育总局“国家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和国家体育总
局“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另外，还设有云南省体育科学学会学校体育专业委员会、云南省体育科学学会社
会体育专业委员会两个省级专业委员会；云南师范大学拥有 4 万平方米现代化室内体育场馆和 15 万平方

米室外运动场地；一个藏书近 321 万册的图书资料室。学校设有 8 个本科教学实验室和 1 个国家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高原训练实验中心、1 个云南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实验室面积约 2000 平米，仪器设备总价值
达 700 余万。
近年来，获得国家级社科基金 5 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3 项、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7 项、云南省科
技厅项目 6 项、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4 项、国家体育总局项目 8 项、其他各类项目 50 余项。发表期
刊论文 500 篇,其中 SCI、EI、CSSCI、CSCD 等收录 25 篇；获得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2 项云南
省教育厅、云南省体育局各级 15 各类学会获奖 200 余项；出版著作、教材 64 部云南省政府采纳咨询报告
4 项。 2013 年,由教育部主持的全国高等学校体育学科评估排名中位 列全国前 10 名。2016 年,中国高等
学校体育竞赛 TOP100 强中，云南师范大学位列第 27 名，列全国师范院校第四位。
近年来，我院学生在各类国际重大比赛中，包括奥运会、残奥会等重大比赛中，共获得国际级体育竞赛奖
20 项，国家级 70 项，省级近 300 项。2011 年，我院研究生张娴（原中国女排队员）同学在日本举行的第
十一届女排世界杯中获第三名及最佳运动员称号，2012 年参加伦敦奥运会女子排比赛获得第五名；2011
级运动训练本科班王家超同学在伦敦残奥会游泳项目中获得 1 金 2 银共三块奖牌；2013 年何悦悦同学在匈
牙利举行的听障奥运会上获得 5 项冠军；我校女篮在 2012 年全国 CBO 篮球联赛中获冠军，2013 年又获
第三名。2014 年 8 月，云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上我校代表队在大学体育专业竞赛中共获 52 枚金牌、26 枚
银牌、18 枚铜牌，取得了金牌数排名第一，团体总分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2015 年参加全国网球锦标赛
获得女团和女双冠军，2016 年参加第七届世界大学生拳击锦标赛获得 91 公斤级第三名；2016 年参加第三
届世界大学生 3vs3 篮球锦标赛获得第五名，单项三分投篮第二名。2017 年全国大学生网球锦标赛西南赛
区丙组男女团体冠军；2017 年获得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拳击项目男子 60 公斤级冠军。2017 年第十三届全
运会皮划艇比赛获男子双人划艇 1000 米金牌，男子单人划艇 1000 米银牌。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三届学生运动会获大学女子甲组 100 米金牌，创造了云南省新记录。
一、培养目标和专业介绍
1.运动训练专业
运动训练专业培养具备竞技体育基本理论、知识及良好的专业技能,具有现代教育和健康理念。能在专业和
职业队、体校和学校代表队、体育俱乐部等相关部门从事训练、体育教学、竞赛、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应用
型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运动训练学、运动选材学、运动竞赛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解剖学、运
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体育社会学、运动创伤、运动营养学及田径、游泳、体操、球类、大众健美操、
武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等理论和专项技术课。
2.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具备竞技体育基本理论、知识及良好的专业技能,具有现代教育和健康理念。
能在专业和职业队、体校和学校代表队、体育俱乐部等相关部门从事训练、体育教学、竞赛、管理等方面
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运动训练学、运动解剖学、运动竞赛学、运动选材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运动营
养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医学基础、中国文化概
论、武术学概论、民族传统体育养生及田径、游泳、体操、球类、大众健美操等专项理论与专项技术课。

二、招生计划和项目
招生专业

计划

运动训练

50 人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50 人

项目
田径、游泳、篮球、排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网球、体操、
拳击。
武术套路、散打。（不接受其他项目报名）

三、报考须知
（一）招生性质
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是经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批准设置的全日制普通本科专业，学制四六年，实行弹性管理，文化考试由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组织实施，体育专业考试在国家体育总局的指导和监
督下分为全国统考和分区统考方式进行。
（二）招生对象
我校面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招收在役和退役的优秀运动员以及具备招生专业项目的
国家二级（含）运动员技术等级资格的体育人才。
（三）报考条件
1．符合 2018 年高考报名条件，且已参加生源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组织的高考报名；
2．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3．具有高中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力证明；
4．具备指定项目（见《管理办法》第四条、我校招生简章项目）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上技术等级（审
批日期截止项目为 2018 年 2 月 28 日），以“中国运动文化教育网”及“体教联盟 APP”公示的数据信息为准。
5．身体健康。
（四）报名办法及注意事项
1. 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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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云南师范大学 2018 年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考试采取网上报名，考生依据招生简章
要求，统一在“中国运动文化教育网”（www.ydyeducation.com）体育单招考试管理系统中进行报名及体教
联盟 APP 报名，具体报名时间： 2018 年 3 月 1 日（12:00）-15 日（12:00）。考生报名以考生完成缴费
为准，未缴费的考生不予以确认。
3.报考我校第一志愿的考生，因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等原因（含 2009 年 7 月 1 日前的证书）无法正常报
名的考生，需填写报名申请表（附件 1），并在 3 月 15 日 12:00 前将表格交给我校招生处。

4.考生依据体育专项考试的收费标准和生源所在省级招生考试部门文化考试收费标准，在报名截止时间前
在线完成缴费。考生报名一旦缴费确认，志愿将不能调整。
5. 报名时应同时提供以下材料交云南师范大学招生处：
高中毕业证书（应届生由学校出示学历证明）或同等学力证明一份、运动员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获奖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一份（与证书相符）、（秩序册、成绩册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并加盖主办或承办单
位印章）、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6.申请免试入学的运动员必须参加生源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部门组织的高考报名（具体按各省级招生考试
部门要求执行）。申请免试入学的运动员应根据院校招生简章，自行联系拟申请就读高校，并填写《普通
高校 2018 年优秀运动员免试入学审批表》，获得学校招生部门盖章同意。符合 2018 年国家体育总局相关
规定的免试条件者，于 2018 年 3 月 1 日 12：00 前在“中国运动员文化教育网”网或网站 APP“体教联盟”的
“优秀运动员免试入学系统”进行报名，并根据系统要求提交相关资料，逾期不予以受理；
7.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中央军委体育管理部门，以及体育总局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于 2018 年 3
月 5 日-20 日 12:00 前通过“免试系统”管理终端完成运动员资格审核，审核后打印纸质《审核汇总表》（系
统提供打印）盖章后，于 3 月 31 日前报体育总局科教司，逾期不予以受理。
8.通过审核的推荐名单将由在中国运动文化教育网及网站 APP(体教联盟)上进行公示。推荐名单经教育部
批准后，由相关省级招生管理部门和高校按规定办理录取手续。
四、体育专项及文化考试
1.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实行文化考试和体育专项考试结合的办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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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由国家体育总局委托院校负责组
织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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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专项考试时间、地点
报考我校专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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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的相关
规定所列项目之间不得跨项考试。我校体育专项考试具体时间和地点见“中国运动员文化教育网”和“体教联
盟 APP”的公布。
体育单招统考安排网址查询链接：
http://www.ydyeducation.com/index/new/news_detail/dict_id/25/nav/nav_tyzs/id/1503.html&nav=nav_tyz
s&dict_id=25
体育单招分区统考安排网址查询链接：
http://www.ydyeducation.com/index/new/news_detail/dict_id/26/nav/nav_tyzs/id/1507.html
4.文化考试时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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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招生院校运动训练、武术与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文化考试时间：
文化考试

地点：以各省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

4 月 21 日（六）

4 月 22 日（日）

9：00—10：30

14：00—15：30

语 文

数 学

9：00—10：30

14：00—15：30

政 治

英 语

5.专项考试、文化考试
（1）专项考试和文化考试时间和地点以国家体育总局具体公布为准，具体内容请查看中国运动文化教育网
和体教联盟 APP。
（2）考生须参加由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实施的专项考试，满分 100 分。
（3）考生须参加高考报名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组织实施的文化考试，每科满分为 150 分，总分 600
分。
6.体育专项考试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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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录取办法
1.认真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和公平、公正的录取原则，文化考试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不低于 180 分，专业
成绩录取控制线不低于 40 分。我校根据当年招生计划及各项目的生源和考试情况划定文化考试、专业成绩
和综合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
2.在达到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基础上，根据考生的文化考试成绩折合百分制后和体育专项考试成绩 3:7 的
比例进行综合评价，具体公式：综合分=（文化成绩/6）*30%+体育专项成绩*70%。计算考生录取综合分，
按照综合分由高到低，分项目择优录取。录取名单报各省招生考试院和国家体育总局科技司备案。
3.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国家一级（含一级）以上运动员的考生。
4.具备一级运动员等级的考生，其文化课考试成绩在我校文化成绩最低录取控制线下降低 30 分录取；具备
运动健将等级资格的考生，其文化课考试成绩在我校文化成绩最低录取控制线下降低 50 分录取。
5.足球非守门员与守门员，排球非自由人与自由人，我校根据考生实际情况按比例进行招生，具体比例在
录取前公布。
6.免试条件：
（一）符合 2018 年高考报名条件，并取得生源所在地高考报名号；具有高中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力证明；
（二）办理正式招收手续、工资关系在体育系统运动队且工资实行运动员基础津贴和成绩津贴（职业运动
员不受此条件限制）；

（三）运动成绩优异，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曾获指定项目比赛最高级别组（见国家体育总局体科字[2017]147 号附件二）全国前三名、亚洲比赛
前六名、世界比赛前八名，武术套路传统项目运动员需同时获得运动健将等级称号。
（2）获得足球、篮球、排球、田径和武术项目运动健将称号；
（3）获得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7.考生若已被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录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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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18 年云南师范大学不录取第二志愿的考生。
六、信息公开
我校将及时向社会公开招生简章、录取原则和录取结果。有关信息在中国运动员文化教育网、学校网站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将拟录取考生进行公示。
七、学费标准
运动训练专业和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费标准为 3400 元。毕业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
八、复查工作
为确保招生质量，新生入学后，学校将认真进行复查。考生弄虚作假，经查实，取消运动训练、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育专业录取资格，已入学者，取消其入学资格，并视情节轻重，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
法》（教育部 33 号令）进行处理。
九、联系方式及地址
学校全称：云南师范大学
招生宣传网址：（http://zsc.ynnu.edu.cn）
联系电话：0871—65910379(传真） 65910588 65516256（传真）0871—65943339（体育学院单招咨
询办公室）
考生申诉电话：0871-65911669
邮寄地址及邮编：云南师范大学招生处（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聚贤街 768 号） 650500
学校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聚贤街 768 号
联 系 人：翟波宇 丁 雪（学校招生处）

李雪梅 侯树华（体育学院单招咨询办公室）
以上内容如有变化，以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文件和通知为准。有关信息敬请留意中国运动文化教育网
（http://www.ydyeducation.com/）、体教联盟 APP 和云南师范大学招生网（http://zsc.yn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