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大学体育学院 2022 年硕士
研究生招生复试通知

根据《四川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办法》有

关规定，经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2022 年我院硕士研

究生招生复试安排如下：

一、复试形式及时间

1. 复试形式为线上远程网络复试。复试平台后续另行通知，敬

请关注。为高效开展复试测试和及时通知广大考生相关信息，请所有

上线考生以“身份证号后六位+姓名”的方式申请加入 QQ群，群名称

为“2022 年体育复试”，群号：689361818。请入群后将自己的备注

名改为“专业+姓名”。入群截止时间：2022 年 3 月 25 日上午 11:00。

2. 复试时间从 3月 28 日早 8 点开始，具体安排群内通知。

二、远程网络准备

网络视频准备，具体要求详见学院《2022 硕士线上复试考生指

南》【届时指南共享于上述 QQ群里】。

1.学院将于 3月 25 日进行视频演练测试，请考生提前准备，按

照通知准时按要求进行测试。

2.考生应注意选择安静且不易被干扰的场所，仪态应端正、发型

应整洁，素颜、露耳且不可佩戴首饰、智能手表、耳机等可能影响复

试的物品。

三、提交复试预审电子材料



以下材料扫描件按 PDF 格式统一打包，压缩文件命名为专业+姓

名.rar，并请于 3月 24 日周四中午 12点前发往以下两个电子邮箱：

595291172@qq.com。

1. 有效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2. 初试准考证（如丢失请登录中国研招网系统打印）；

3. 毕业证（应届生需提供完整注册的学生证）、学位证书；

4. 本科学习成绩单（应届生由所在学校教务部门加盖公章，非

应届生由考生档案所在单位提供并加盖公章）；

5. 外语水平证明、发表论文、各项获奖材料证书等；

6. 个人综述（不少于 1000 字），包括自我评价、专业志趣、专

业、职业规划等。、

7. 手写签名的《四川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诚信复试承诺书》；

8. 其它材料（按需提交）

（1）网上确认时学历、学籍未通过教育部审核的，需提供学籍、

学历认证报告：应届毕业生提供《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往届

毕业生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不能在线验证的提

供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持境外学历的提供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2）网上确认时未取得本科毕业证书的自考和网络教育考生，

如此时已经取得本科毕业证书，需交验本科毕业证书原件并提交《教

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3）士兵退役计划考生，应提供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

现役证》；

注：所有提交材料将于考生录取到校后审核原件。



四、复试内容

时间：2022 年 3月 28 日 8:00 起（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可能会适

当延长时间）。

2.考核内容：个人陈述（采用 PPT 演示文稿介绍模式，于 3 月

24 日周四中午 12点前发往如下邮箱：595291172@qq.com（周老师），

内容可包括个人简介、专业规划及个人设想；毕业论文题目及内容简

介;各类获奖证书、科研成果、论文以及证明自己研究潜能的相关材

料等），专业知识问答（随机抽题），外语水平测试，专业素质及能

力测试，综合素质及能力测试等。学术型硕士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和

专业硕士体育教学专业考生还须准备 10分钟运动专项比赛展示或运

动训练视频（运动项目限 1-2 项），同样应于 3 月 24 日周四中午 12

点前发往上面周老师的邮箱。

3.各专业复试成绩构成

（1）体育人文社会学和运动人体科学专业

 综合面试 50分（运用 PPT 进行个人称述，5分钟左右；随机抽取

两道专业知识题作答并接受专家组提问，10分钟左右；外语水平

测试含于其中）

 专业素质及能力测试 50分（随机抽取三道专业题作答，10分钟

左右）

（2）体育教学训练学和体育教学专业

 综合面试 50分（运用 PPT 进行个人称述，5分钟左右；随机抽取

两道专业知识题作答并接受专家组提问，10分钟左右；外语水平

测试含于其中）



 专业素质及能力测试 50分（专家组集体观看考生提供的 10分钟

左右的运动专项比赛展示或运动训练视频后评定给分）

注：今年无上线的民族传统体育考生。

五、成绩计算方法

复试为差额复试。复试成绩总分为 100 分，复试成绩应不低

于 60分，否则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加权公式：S总=S 初（百分制)*70%+S 复（百分制)*30%

（注：初试和复试成绩所占权重各单位根据复试录取办法的要求

如有变化，需报研招办审核通过）。

六、复试收费标准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规范全省教

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2〕641

号）规定：研究生招生复试费：每生 120 元，同等学力报考研究生另

收加试科目考试费 80元。按照学校相关要求，研究生复试费需在网

上缴纳。缴费网址：http://sf.scu.edu.cn/payment/，用户名为：

本人身份证号（或考生编号），密码为：88888888ty 请各位考生在

2022 年 3 月 28 日 17:00 前缴纳完成。未按时缴费的考生视为放弃

此次复试。

七、体检

拟录取名单公示后，在二级甲等以上医院体检（1 寸照片贴体检

表）。

体检表报学院截止时间及方式： 2022 年 4月 5 日。收件人：周

老师，028-85418123 地址：成都市望江路 29号四川大学体育学院（东

区游泳池二楼）



八、咨询联系方式：028-85418123

九、举报受理渠道：电话：028-85411960 ；18908232767（袁）

邮箱：646794323@qq.com

十、复试分数线及上线名单

（一）各专业复试分数线：结合我院招生指标和上线考生情况，

经学院复试工作小组研究并报学校研究生院同意，我院招生专业复试

总分分数线不做调整。

（二）上线名单及分数

姓名 报考专业名称 总分

岳路遥

（退役大学生计划）
体育教育训练学 350

陈芊序 体育人文社会学 345

余锦洋 体育人文社会学 354

李针冬 运动人体科学 390

陈玲

（退役大学生计划）
体育教育训练学 331

余徽懿 体育人文社会学 346

张谦 体育人文社会学 340

荣纳 体育人文社会学 361

周靖怡 体育教育训练学 340

李昱岑 体育教育训练学 343

姓名 报考专业名称 总分

郑力铭 体育人文社会学 348

叶丹妮 体育教育训练学 357

刘一航 体育教育训练学 341

周子萱 体育人文社会学 375

童婷 体育人文社会学 363



姓名 报考专业名称 总分

吴鑫 体育教育训练学 358

何幸依 体育人文社会学 363

石屹峰

（退役大学生计划）
体育人文社会学 363

陈习炼 体育人文社会学 362

杜宇婷 体育教育训练学 348

蒋琳煊 运动人体科学 381

李昊 体育人文社会学 343

刘国霞 体育教学 354

安娜 体育教学 372

王倩 体育教学 356

杨晶文 体育教学 358

陈俊 体育教学 364

刘恒新 体育教学 347

叶诗靖 体育教学 355

甘文轩 体育教学 346

王永康 体育教学 359

（注：不能按时前来参加复试的考生视作自动放弃）

四川大学体育学院学院

2022 年 3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