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学校名称     招生项目 学校名称       招生项目 学校名称      招生项目

北京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乒乓球

、羽毛球、健美操、游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田径、排球、足球、羽毛球 天津财经大学 田径、篮球、定向越野

中国人民大学
田径、篮球、排球、足球、

网球、武术
北京联合大学 足球、健美操 天津商业大学 游泳

清华大学
田径、篮球、排球、游泳、

射击、健美操、击剑、足球
北京工业大学

篮球、足球、排球、游泳、

羽毛球
天津城建大学 足球

北京交通大学
田径、篮球、排球、羽毛球

、跆拳道
北方工业大学 棒球、垒球 燕山大学 排球

北京科技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羽毛球

、跆拳道
首都师范大学 健美操、定向越野 河北工程大学 田径、篮球、健美操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田径、羽毛球、游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篮球、游泳 河北农业大学 田径、排球

北京邮电大学 乒乓球、武术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田径 河北师范大学 足球、排球、健美操

华北电力大学 田径、篮球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田径、攀岩、跆拳道

河北地质大学(原石

家庄经济学院)
足球、田径

北京化工大学 篮球、网球、健美操 北京吉利学院 足球 河北传媒学院 足球、健美操

中国农业大学 田径、足球、橄榄球 北京舞蹈学院 冰雪 山西大学 田径、篮球、健美操、足球

北京林业大学 田径、足球 中国民航大学 篮球、足球 太原理工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

北京中医药大学 武术、健美操、女子足球 南开大学 田径、排球、棋牌 中北大学 排球、跆拳道、足球

北京师范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排球、

健美操
天津大学 田径、篮球、游泳 大同大学 田径、足球

北京外国语大学 游泳 天津工业大学
田径、排球、游泳、健美操

、龙舟
山西医科大学 健美操、足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篮球 天津科技大学 乒乓球、健美操、龙舟 山西师范大学 田径、篮球、健美操、足球

中央财经大学 室内排球、沙滩排球 天津理工大学 排球、武术、跆拳道 山西财经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

中国政法大学
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足

球
天津医科大学 游泳 太原师范学院 游泳、足球

中央民族大学 网球、排球、足球 天津师范大学 田径、足球 内蒙古大学 足球、田径

北京理工大学 田径、足球、武术、冰雪 天津外国语大学 网球、击剑、龙舟 内蒙古科技大学 田径、篮球、排球、足球

2019年可举办高水平运动队的高等学校及运动项目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

头医学院
排球、足球 大连海事大学 足球、游泳、武术 哈尔滨商业大学 篮球、游泳、网球

内蒙古工业大学 排球、足球 吉林大学
田径、篮球、排球、足球、

乒乓球
复旦大学

田径、排球、游泳、武术、

射击、足球

内蒙古农业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 东北师范大学 田径、篮球 同济大学
田径、足球、游泳、羽毛球

、手球、健美操

内蒙古师范大学 田径、足球 延边大学 足球、跆拳道 上海交通大学
田径、篮球、游泳、乒乓球

、网球、羽毛球、赛艇

呼伦贝尔学院 冰雪 北华大学 龙舟、冰雪、足球 华东理工大学
田径、篮球、乒乓球、网球

、武术、足球

大连理工大学 田径、篮球 吉林农业大学
篮球、跆拳道、定向越野、

足球
东华大学 田径、足球、手球、射击

东北大学 田径、篮球、羽毛球、冰雪 东北电力大学
龙舟、冰雪、足球、田径、

网球
华东师范大学 田径、篮球、排球

辽宁大学 篮球 吉林化工学院 足球 上海外国语大学 棒球、棋牌、排球

大连大学 田径、游泳 长春工程学院 篮球、足球 上海财经大学 游泳、网球、棋牌

沈阳理工大学 足球 长春师范大学 排球、足球、冰雪 上海大学
田径、排球、网球、武术、

足球

沈阳工业大学 足球 东北林业大学
田径、篮球、游泳、武术、

冰雪
上海理工大学 田径、足球

沈阳建筑大学 游泳、网球 哈尔滨工业大学
田径、游泳、乒乓球、冰雪

、篮球
上海海事大学

游泳、武术、龙舟、足球、

冰雪

沈阳师范大学 乒乓球、武术、足球 哈尔滨工程大学
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

、冰雪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足球、篮球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羽毛球、击剑 黑龙江大学 田径、乒乓球、射击、足球 上海海洋大学 田径

大连交通大学 乒乓球 齐齐哈尔大学 田径、冰雪 上海中医药大学 排球、武术

沈阳化工大学 排球、网球 哈尔滨理工大学
游泳、乒乓球、健美操、冰

雪
华东政法大学 棒球、垒球、足球

辽宁师范大学 田径 东北石油大学 田径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

学院
击剑、足球

东北财经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 东北农业大学 田径、足球 上海电力学院 手球、击剑、足球

大连艺术学院 田径、健美操 哈尔滨师范大学
田径、武术、健美操、冰雪

、足球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冰雪



南京大学 田径、篮球、排球、足球 浙江理工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 江西师范大学 田径、足球、健美操、篮球

东南大学
田径、排球、游泳、乒乓球

、射击、羽毛球
浙江中医药大学 武术、足球 江西财经大学 网球

中国矿业大学（徐

州）

田径、篮球、游泳、网球、

足球
浙江师范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 井冈山大学 篮球、足球

河海大学 足球、健美操、乒乓球 浙江工商大学 篮球、游泳、足球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健美操、足球

江南大学 乒乓球、足球 浙江财经大学 游泳、乒乓球、足球 赣南师范大学 田径、足球

南京农业大学 排球、武术、网球、足球 中国美术学院 足球、健美操 山东大学
田径、排球、篮球、足球、

游泳

中国药科大学 排球、健美操 合肥工业大学 篮球、手球、足球 中国海洋大学 田径、排球

南京理工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羽毛球 青岛大学 田径、足球、健美操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乒乓球 安徽大学 羽毛球、篮球 山东科技大学 篮球、田径

苏州大学 田径、游泳、篮球、足球 安徽工业大学 田径、篮球、橄榄球 山东理工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

扬州大学 田径、乒乓球、武术、篮球 安徽工程大学 武术 聊城大学 田径

江苏大学 排球、足球 安徽师范大学 田径、武术、足球 青岛科技大学 足球、橄榄球

南京邮电大学 篮球、足球 安徽建筑大学 乒乓球、击剑 济南大学 足球、网球

南京工业大学 田径、乒乓球、棒球、垒球 合肥学院 击剑 山东农业大学 田径、篮球、武术

南京师范大学 田径、网球、足球、排球 厦门大学
足球、篮球、棒球、武术、

健美操
山东中医药大学 乒乓球、武术

江苏师范大学 田径、足球 华侨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游泳、

羽毛球
山东师范大学

田径、排球、乒乓球、健美

操、足球

南京财经大学 田径、篮球、羽毛球 集美大学 田径、游泳、武术、足球 鲁东大学 田径、篮球

南通大学 田径、击剑、乒乓球 福州大学 游泳、篮球、足球 曲阜师范大学 田径、足球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排球、乒乓球、跆拳道、足

球
福建师范大学

田径、篮球、游泳、排球、足

球
山东财经大学 排球、足球、乒乓球

苏州科技大学 羽毛球 厦门理工学院 篮球、健美操 齐鲁工业大学 足球

浙江大学
田径、篮球、网球、排球、

足球
南昌大学

田径、篮球、排球、足球、

网球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

、网球

宁波大学 篮球、足球、乒乓球 华东交通大学
田径、篮球、网球、武术、

足球

浙江工业大学 田径、定向越野、足球 南昌航空大学 羽毛球、足球

青岛理工大学 足球



郑州大学
田径、篮球、乒乓球、网球

、足球
中南大学

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

、足球
广州大学 篮球、足球

河南大学
田径、篮球、武术、网球、足

球
湖南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 韩山师范学院 田径、足球

河南理工大学 篮球、武术、乒乓球、足球 湘潭大学 田径、篮球、羽毛球、足球 广东财经大学 田径、游泳

河南师范大学 排球、足球、跆拳道 长沙理工大学 田径、足球 汕头大学 篮球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田径、武术、健美操、足球 南华大学 排球 广西大学
篮球、游泳、乒乓球、羽毛

球、健美操

武汉大学
田径、排球、乒乓球、羽毛

球、足球
湖南工业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排球、

健美操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网球

江汉大学 足球 湖南商学院 足球 广西师范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

华中科技大学
田径、篮球、乒乓球、足球

、武术
湖南农业大学 足球 广西民族大学 足球、篮球

武汉理工大学
田径、篮球、网球、武术、

跆拳道
湖南师范大学

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

、足球
广西中医药大学 羽毛球、武术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田径、游泳、羽毛球、攀岩

、篮球
湘南学院 篮球、足球 广西师范学院 田径、篮球

华中农业大学 羽毛球、田径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足球 海南大学 田径、篮球、排球、足球

华中师范大学
田径、羽毛球、健美操、篮

球、游泳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田径、排球 海南师范大学 田径、篮球、排球、足球

湖北中医药大学 武术、足球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原琼州学院)
排球

湖北大学 田径、足球、武术、乒乓球 中山大学
田径、排球、游泳、击剑、足

球
重庆大学 田径、篮球、网球、足球

三峡大学 武术、足球、篮球 华南理工大学
田径、篮球、游泳、乒乓球

、足球
西南大学 足球、游泳、网球

武汉科技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 暨南大学
田径、游泳、羽毛球、网球

、武术
重庆邮电大学 乒乓球

湖北工业大学 篮球、乒乓球 深圳大学 乒乓球、定向越野、足球 重庆师范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

中南民族大学 足球 广东工业大学 篮球、足球、乒乓球、网球 重庆工商大学 排球、足球

武汉轻工大学 篮球、足球、羽毛球 华南农业大学 羽毛球、足球、跆拳道 西南政法大学 田径、排球、篮球

湖北经济学院 田径、排球、足球 华南师范大学
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

球、武术
重庆科技学院 女子足球



重庆文理学院 篮球、足球 云南农业大学 篮球、足球、武术 西北大学 足球、冰雪

四川大学
田径、排球、足球、游泳、

网球
昆明理工大学 排球、足球、网球 兰州大学 田径、排球、武术、足球

西南交通大学 田径、篮球、排球、健美操 云南师范大学 游泳、网球、足球、排球 西北民族大学 田径、足球、武术

电子科技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游泳、

网球
云南财经大学 篮球、网球、足球 兰州交通大学 田径、乒乓球、足球

西南财经大学 篮球、健美操、网球、足球 西安交通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游泳、

乒乓球
甘肃政法学院 足球

四川师范大学 篮球、定向越野、足球 长安大学 足球、游泳、健美操 西北师范大学 田径、足球、健美操

西华大学 健美操、跆拳道、乒乓球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游泳、健美操 青海师范大学 田径、篮球

成都中医药大学 武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网球 青海民族大学 篮球

西华师范大学 射击 陕西师范大学 田径、足球 北方民族大学 武术

西南石油大学 网球 西北工业大学
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

、羽毛球
宁夏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

西南科技大学 足球 西安理工大学 田径、游泳 新疆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

成都学院 足球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田径、足球、网球、游泳 石河子大学 跆拳道、足球、篮球

贵州大学 田径、篮球、乒乓球、足球 西安工业大学 篮球、足球、田径 新疆农业大学 排球

贵州师范大学 足球 西安邮电大学 田径 新疆师范大学
田径、足球、乒乓球、健美

操

云南大学 田径、足球 西安财经学院 足球 新疆财经大学 田径、篮球、足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