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师范大学 2019年运动训练专业一志愿预录取公示名单

依照我校根据《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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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32 号）精神，并结合我

校实际制定的“陕西师范大学 2019年运动训练专业招生简章”公布的招生计划和录取原则，在文化成绩和专项成绩达到简章公布的合格

标准的合格考生中，确定我校 2019年运动训练专业招生一志愿预录取名单如下：

陕西师范大学 2019年运动训练专业一志愿预录取公示名单

姓名 性别 运动等级 报考专项 报考小项 文化总分 一志愿专业分 一志愿综合分 高考报名号 生源地 毕业学校或原工作单位

赵鑫龙 男 二级 排球 非自由人 332.5 83.67 75.19 19370112110712 山东省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李梦宇 男 二级 排球 非自由人 312 82.67 73.47 19370303151500 山东省 淄博第十一中学

王一松 男 一级 排球 非自由人 302 81.93 72.45 19152701143916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第三中学

郭雯涛 男 一级 排球 非自由人 281 82.47 71.78 19640102150913 宁夏 银川实验中学

杨龙晖 男 二级 排球 非自由人 241.5 85.07 71.62 19370105111390 山东省 济南市体育运动学校

张源 男 二级 排球 非自由人 221.5 86.2 71.41 19350203140052 福建省 厦门第一中学

李传乐 男 二级 排球 非自由人 258.5 82.97 71 19370105111389 山东省 济南市体育运动学校

谭明翰 男 二级 排球 非自由人 275.5 81.4 70.76 19370302110355 山东省 淄博第十中学

王宇鑫 男 二级 排球 非自由人 239 82.7 69.84 19152826140306 内蒙古 临河三中高职班

陈柯霖 男 一级 排球 非自由人 266.5 79.73 69.14 19500113111490 重庆市 重庆市暨华中学校

鞠曾祎 男 二级 排球 非自由人 245 79.77 68.09 19370793110220 山东省 潍坊新纪元学校

寇方宜 男 一级 排球 非自由人 180.5 77.83 63.51 19370786110491 山东省 昌邑一中



陕西师范大学 2019年运动训练专业一志愿预录取公示名单

姓名 性别 运动等级 报考专项 报考小项 文化总分 一志愿专业分 一志愿综合分 高考报名号 生源地 毕业学校或原工作单位

王志豪 男 一级 排球 自由人 269.5 90.87 77.08 19320102450095 江苏省 南京市玄武高级中学

杨凯程 男 二级 排球 自由人 329 86.33 76.88 19370303151515 山东省 淄博市第十一中学

李凡 女 健将 乒乓球 乒乓球 199 100 79.95 19610106110290 陕西省 陕西省体育运动学校

张尚征 男 健将 乒乓球 乒乓球 260.5 100 83.03 19610507110387 陕西省 陕西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

王尔康 男 健将 乒乓球 乒乓球 197.5 87 70.78 19610101180006 陕西省 陕西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

熊锐 男 二级 田径 400米 272.5 100 83.63 19500119141864 重庆市 重庆市大足中学校

张春雷 男 二级 田径 400米 271.5 100 83.58 19371322111570 山东省 山东省郯城美澳学校

杨君茹 女 一级 田径 200米 217 100 80.85 19610202180021 陕西省 陕西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

邹锐 男 二级 田径 100米 328 91 80.1 19510105180011 四川省 四川省成都华西中学

盛凡格 女 一级 田径 200米 199.5 100 79.97 0421000008 黑龙江 黑龙江省体育运动学校

李然 男 一级 田径 200米 199 100 79.95 0800000066 黑龙江 佳木斯市第八中学

张晨晨 男 一级 田径 10000米场地竞走 186.5 100 79.33 19610501180055 陕西省 渭南市杜桥中学

周同明 男 二级 田径 400米 283.5 92 78.57 19500118140459 重庆市 永川萱花中学

康煦尧 男 二级 田径 400米 220.5 96 78.22 19610509150791 陕西省 渭南高级中学

彭博宇 男 二级 田径 三级跳远 204.5 100 80.22 19610302180058 陕西省 宝鸡市体育运动学校

刘龙详 男 二级 田径 链球 294 92 79.1 19320701770108 江苏省 连云港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徐宇翔 男 二级 田径 三级跳远 377.5 80 74.88 19210204140008 辽宁省 大连市第四十八中学

邬佳鹤 女 二级 田径 三级跳远 354.5 81 74.42 19150203142370 内蒙古 包钢一中

曹宇鑫 男 二级 田径 三级跳远 249.5 88 74.07 19130104140043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十四中学



陕西师范大学 2019年运动训练专业一志愿预录取公示名单

姓名 性别 运动等级 报考专项 报考小项 文化总分 一志愿专业分 一志愿综合分 高考报名号 生源地 毕业学校或原工作单位

昌旭孟 男 一级 田径 链球 206 89 72.6 19610103180055 陕西省 西安市第七十中学

王雨清 女 二级 田径 标枪 236 85 71.3 19610101180033 陕西省 陕西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季宗捷 男 二级 田径 铅球 301 79 70.35 19150203142355 内蒙古 包钢一中

潘扬 男 二级 田径 三级跳远 308 77 69.3 19138201140016 河北省 辛集市第一中学

邬婧怡 女 二级 网球 网球 300 90.71 78.5 19130108153054 河北省 其他学校

赵一方 女 健将 围棋 围棋 328.5 100 86.42 19370303111870 山东省 淄博市体育运动学校

许嘉伟 男 一级 围棋 围棋 272.5 100 83.63 19532525190039 云南省 石屏职业高级中学

山峻哲 男 二级 围棋 围棋 388.5 86.45 79.94 19620102183501 甘肃省 兰州市第二十七中学

吴一博 男 二级 围棋 围棋 425.5 81.94 78.63 19330152140001 浙江省 杭州高级中学钱江校区

郝靖岑 女 一级 游泳 自由泳(800米) 331 94.5 82.7 19120223984637 天津市 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

王婧晗 女 健将 游泳 蛙泳(100米) 235.5 91.5 75.83 19120223984651 天津市 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

王楠 女 二级 足球 守门员 406 76.8 74.06 19370207140055 山东省 青岛西海岸新区致远中学

吴晨静 女 一级 足球 守门员 234 79.6 67.42 19152101141237 内蒙古 海拉尔一中

杨楚洁 女 二级 足球 非守门员 319 81 72.65 19152921181024 内蒙古 阿盟一中

付婷 女 一级 足球 非守门员 337 79.13 72.24 19152722141294 内蒙古 达拉特旗第七中学

杨诗娴 女 二级 足球 非守门员 252.5 83.67 71.19 19520628154013 贵州省 松桃县民族中学

郑硕 女 二级 足球 非守门员 315 76.53 69.32 19130503140071 河北省 邢台市第六中学

崔佩蓉 女 一级 足球 非守门员 230 81.47 68.53 19152722141236 内蒙古 达拉特旗第七中学

李娜 女 一级 足球 非守门员 332.5 73.27 67.91 19150302141028 内蒙古 乌海市一中

李津伊 女 二级 足球 非守门员 294 75.8 67.76 19152722141437 内蒙古 达拉特旗第一中学



陕西师范大学 2019年运动训练专业一志愿预录取公示名单

姓名 性别 运动等级 报考专项 报考小项 文化总分 一志愿专业分 一志愿综合分 高考报名号 生源地 毕业学校或原工作单位

田青萍 女 二级 足球 非守门员 269 77.4 67.63 19500138110874 重庆市 酉阳县第一中学

杨涛 女 一级 足球 非守门员 238.5 78.33 66.76 19150302141045 内蒙古 乌海市一中

郑博文 男 二级 足球 守门员 253 88.4 74.53 19370203110780 山东省 青岛第六十六中学

杨钰辰 男 二级 足球 守门员 412 76.6 74.22 19340101180002 安徽省 合肥市第一中学

王浩霖 男 二级 足球 非守门员 418 88.07 82.55 19610811150122 陕西省 留坝县中学

叶子琛 男 二级 足球 非守门员 455.5 81.73 79.99 19610101110913 陕西省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樊映辉 男 二级 足球 非守门员 347 86.67 78.02 19150204141411 内蒙古 包头市四中

赵治豪 男 二级 足球 非守门员 356 81.67 74.97 19610103110253 陕西省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刘湘汝 男 二级 足球 非守门员 327 80.27 72.54 19610105110969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邹镇远 男 二级 足球 非守门员 377 74.4 70.93 19110114150044 北京市 北京市八一学校

李沛洋 男 二级 足球 非守门员 253.5 82.53 70.45 19150203142354 内蒙古 包钢一中

戴磊 男 二级 足球 非守门员 301.5 77.6 69.39 19152725140312 内蒙古 达拉特旗第一中学

杨洋 男 一级 足球 非守门员 316 76.07 69.05 19152722141296 内蒙古 达拉特旗第七中学

注：生源地省（市、区）招办审批后的名单为正式录取名单；二志愿录取工作开始后，我校会及时公布相应名单。考生因弄虚作假，

被有关省（市、区）招办取消录取资格的，责任自负。

联系电话：029-85310330          举报电话：029-85310302          举报邮箱：jiwsh@snnu.edu.cn

                                                                                  陕西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

2019年 5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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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一、陕西师范大学 2019年运动训练专业招生录取原则：

1．德智体全面考核，宁缺毋滥。

2．符合《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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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文化课考试成绩达到 200分（一级运动员降低 30分，运动健将级运动员降

低 50分）；专项考试成绩达到《陕西师范大学 2019年运动训练专业招生体育专项合格

标准》要求（见下表），分项目按照文化成绩和体育成绩 3:7比例的综合成绩从高到低

录取；优先录取第一志愿考生，第一志愿未录满的项目录取第二志愿考生。

陕西师范大学 2019年运动训练专业招生体育专项合格标准

项  目 田径 排球 乒乓球 网球 围棋 足球 举重 游泳

合格成绩

（百分制）
75 75 75 75 80 70 95 90

    

二、陕西师范大学 2019年运动训练专业分项目一志愿录取人数及最低综合分：

项目 计划(人) 一志愿录取人数 一志愿录取综合分最低分

田径（径赛） 0～9 9 78.22

田径（田赛） 0～9 9 69.3

排球（男子）非自由人 0～15 12 63.51

排球（男子）自由人 0～2 2 76.88

乒乓球（男子） 0～3 2 70.78

乒乓球（女子） 0～1 1 79.95

网球（女子） 0～4 1 78.5

围棋 0～4 4 78.63

足球（女子）非守门员 0～9 9 66.76

足球（女子）守门员 0～2 2 67.42

足球（男子）非守门员 0～9 9 69.05

足球（男子）守门员 0～2 2 74.22

举重 0～2 0 /

游泳 0～4 2 75.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