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北京化工大学2020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测试内容及标准 

（男子篮球） 

 

一、15米×17次折返跑测试（10分） 

1.测试内容 

在篮球场地两边线之间折返17次跑。 

2.测试目的 

专项速度耐力测试。 

3.测试场地与器材 

   标准篮球场、秒表。 

4.测试方法 及线路图 

   在两边线之间反复折返跑，中间无停顿，共17次（从一边跑到另一边记为1次）。

听到“跑！”的口令快速起跑(同时计时)，第17次冲过边线后停表。 

 

 

 

 

 

 

 

5.测试要求 

起跑时不能踩边线，在发令员喊“预备，跑!”期间，不能抬起脚或抢跑；

在跑的过程中，要求运动员每次折返时都要“踩到球场的边线”。 

6.成绩记录 

每组测试完后，考生退场。记录员向考官报告17次折返跑的成绩。 

7.得分成绩标准 

   在篮球场地两边线之间折返跑17次。 

按照身高分为1.90米以下： 成绩60秒以内为 10 分 

                            成绩60-61秒为 8 分 

                            成绩61--62秒为 6 分 



                            成绩62--63秒为 4 分 

                            成绩63秒以上为 2 分 

            1.90米-1.95米：  成绩61.0秒以内为 10 分 

                            成绩61.0—62.0秒为 8 分 

                            成绩62.0—63.0秒为 6 分 

                            成绩63.0—64.0秒为 4 分 

                            成绩65.0秒以上成绩为 2 分 

             1.95米以上：    成绩62.0秒以内为 10 分； 

             成绩62.0—63.0秒为 8 分 

             成绩63.0—64.0秒为 6 分 

             成绩64.0—65.0秒为 4 分 

             成绩65.0秒以上为 2 分 

注：1秒内分值按4舍5入计算。 

 

二、往返运球上篮（20分） 

测试办法：测试考生由球场篮筐下中心点处开始运球，同时计时开始，测试

考生运球至A点处折返（不绕桩）面向球篮运球上篮（左右手上篮均可）。球投中

篮后，运球至右侧边线B处，然后折转（不能双手持球转身），运球上篮（左右手

上篮均可）。投球中篮后再运球回到A处折返运球上篮，往返两趟进4个篮，第4次

运球上篮球进篮后停表计时结束。 

注 每次上篮必须上进篮后（不进可补篮）才能做下一次上篮。 

1.时评（15分） 

评分标准： 

成绩 分值 

≤28秒 15 

29秒 14 

30秒 13 

31秒 12 

32秒 11 

33秒 10 

34秒 9 

35秒 8 

36秒 7 

37秒 6 

A B 
C  



38秒 5 

39秒 4 

40秒 3 

41秒 2 

42秒 1 

≥43秒 0 

注：1秒内分值后一位按0.1分计 后两位按4舍5入记。 

2.技评（5分） 

重点是投篮技术动作，身体平衡性，移动速度，脚步技术动作，有无走步、

翻腕、带球跑等违例现象。 

技术评分标准： 

很好完成4-5分；较好完成3-4分；基本做到完成2-3分；勉强完成1-2分；不

能够完成0分。 

 

三、投篮（20分） 

1.测试办法 

内线队员两分球测试（内线队员也可选择三分投篮 成绩按外线队员成绩算），

外线队员三分球测试。 

2.成绩要求 

外线队员：三分投篮，两分钟自投自抢，投篮点不限。 

内线队员：5.8米（罚球线外沿距端线内沿）延长线投篮，两分钟自投自抢，

投篮点不限。 

3.命中（15分） 

 投中得分15分：外线队员投中一球得1.5分，投中10球为满分。 

 内线队员投中一球得1分，投中15球为满分。 

4.计评（5分） 

重点是投篮手型，身体平衡，移动速度，脚步技术动作。 

技术评分标准：很好完成5分；较好完成3-4分；基本做到完成2-3分；勉强完

成1-2分；不能够完成0分。 

 

四、比赛（50分） 

采用综合评分办法。按照队员报名时的位置进行分组：五人一组，进行比赛，



每组比赛用时10-20分钟 （可根据实际测试人数进行人员、时间调整） 按中锋、

前锋、后卫三个不同位置各自的任务和应起的作用作为考核重点，以测试者所掌

握的技术规格程度，技术运用效果，战术配合意识，实战能力和比赛作风等方面，

进行综合评分。 

 

位置 评分标准 

中锋 

a.封盖、盖帽、内线强攻得分能力； 

b.进攻篮板球，补篮； 

c.抢断球，防守篮板球； 

d.策应、补位。 

e.防守和协防、补防能力。 

前锋 

a.个人进攻得分和突破及中、远投得分能力； 

b.封投、补位。 

c.快攻意识和助攻能力； 

d.抢断球、篮板球。 

e.个人防守和协防、补防能力； 

后卫 

a.控球、传球、突破和进攻组织能力； 

b.中、远投得分能力 

c.抢断、补位能力； 

d.防守组织能力和协防、补防能力， 

e.发动快攻意识和篮板球意识。 

 

评分标准：以上各个位置中能够做到很好地完成40-50分；较好的完成30-40分；

基本的做到完成20-30分；勉强完成10-20分 不能够完成0-10分。 

  



北京化工大学 2020 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测试内容及标准 

（健美操） 

 

一、基本身体素质（20 分） 

1.俯卧撑提臀起（5 分） 

测试时长 30 秒，双手触脚，前撑开始，俯卧撑推起后，空中提臀屈体，屈

体姿态要求双腿垂直于地面，胸贴近膝盖，以俯撑姿态结束。 

2. 两头起（3分） 

测试时长 60 秒，身体仰卧，双臂头上举，双腿并拢；腹部用力使双臂与双

腿同时抬起，要求每做一次双手碰到脚尖。 

3. 纵叉（2分） 

下肢柔韧，搭一块 10公分垫子左右纵叉贴地，每侧各一分。 

4. 横叉（2分） 

身体向前，两腿左、右分开放于地面，上体与地面及两腿垂直，两臂侧平举，

两腿左右分开夹角≥180度。 

5. 连续屈体分腿跳（5分） 

测试时长 30 秒，双腿抬至空中成分腿屈体位置（夹角 90°），双腿平行或

高于水平位置，手臂与躯干高于双腿伸展开，躯干与双腿的夹角不大于 60°，中

间不间断。 

6. 直角支撑静控（3分） 

测试时长 30 秒，双腿并拢坐于地面，双手位于身体两侧贴近于臀部，双手

支撑，只允许双手手掌触地，屈髋，双腿平行于地面。 

 

二、难度测试（40 分） 

1. 男：托马斯转体 180°后腾空转体 360°成俯撑（5分）； 

分腿前撑；完成托马斯全旋的同时转体 180°后腾空转体 360°，以俯撑姿

态结束。  

‘ 女：提臀腾起转体 180°成文森（5分）； 

提臀腾起转体 180°成文森：双手前撑；俯卧撑推起后，空中提臀屈体，腾

空时，转体 180°；屈体姿态要求双腿垂直于地面，胸贴近膝盖，以文森姿态结

束。  



2. 男：分腿水平支撑成控文森（5分） 

分腿水平支撑开始；保持分腿水平支撑 2秒；屈臂，一腿向前侧方搭在同侧

手臂肱三头肌上，成控文森姿态。 

‘ 女：分腿高直角支撑转体 720°或并腿高直角支撑转体 360°以上（5分）； 

分腿高直角支撑：双臂支撑，只允许手掌触地，双手位于身体两侧贴近髋部。

转体 720°。 

并腿高直角支撑：双臂支撑，只允许手掌触地，双手位于身体两侧贴近髋部。

转体 360°以上。 

3. 剪式变身跳接转体 180°屈体再转 180°成俯撑，或剪式变身跳接转体 360°

屈体再转 180°成俯撑（5分） 

    单脚起跳同时转体 180°，腾空后交换腿跳完成一次纵劈腿姿态，双脚并拢

落地后，直接起跳连接转体 180°或 360°屈体再转 180°成俯撑，空中明显做

出屈体动作，落地俯撑姿态标准。 

4. 无支撑双依柳辛接垂地（5分） 

单腿站立，连续完成两次无支撑依柳辛，以垂劈姿态结束。  

5. 自选难度（20分） 

按照国际体联《2016-2020版竞技健美操竞赛规则》，在 A、B、C、D 四个组

别中，选取不少于三个组别的四个难度动作，要求难度分值不小于 0.7。 

 

三、自选成套（30 分）（2016--2020 年版竞技健美操规则编排） 

 

 

分数 完成标准 

优秀（25-30） 

1.成套动作的风格与所选音乐完美契合，运动员在成套中富有激情，感染

力强。 

2.操化动作连续、复杂、高强度，过渡动作创新性强。 

3.难度动作完美完成。 

良好（18-24） 

1.成套动作的风格与音乐能很好的结合；运动员完条成套过程中有表现力。 

2.操化动作较为复杂、连续，过渡动作具有创新性。 

3.难度动作高质量完成。 

一般（10-17） 

1.成套动作的风格与音乐基本结合；运动员在成套中偶尔能有表现力。 

2.操化形式单一，强度不大，偶尔能出现高强度、连续、复杂的操化；过渡

动作无创新 

3.难度动作基本能达到最低完成标准。出现“勾脚、屈膝、分腿”现象。 



四、一分钟（±5秒）第二风格舞蹈表演（街舞、现代舞、带有武术风格的舞蹈

等）（10分） 

 

  

分数 完成标准 

优秀 

（8-10） 

1.对舞蹈音乐的理解准确，舞蹈动作吻合音乐旋律，有节奏感。 

2.精神饱满，充分显示热情、活力、魅力。 

3.动作连贯完整，舞姿优美，技巧性强。 

良好 

（6-8） 

1.表情比较符合舞蹈感情，动作能跟上节拍。 

2.精神较为饱满，能感受到舞者的热情、活力、魅力。 

3.动作比较连贯完整，舞姿较为优美，技巧性较强。 

一般 

（4-6） 

1.对舞蹈音乐的理解不准确，舞蹈动作快或慢于音乐旋律，节奏感较差。 

2.精装状态欠佳，无表情、活力。 

3.出现忘记动作现象，舞姿生硬，无技巧动作展示。 



北京化工大学2020年高水平运动队测试内容及标准 

（网球） 

一、测试指标 

类 别 身体素质（上午） 基本技术（上午） 实战能力（下午） 

指标 半场往返跑 
正、反手底线、发球 比赛成绩 

技评 战术意识及打法特点 

 

二、测试方法 

1.身体素质测试(10 分) 

测试内容：半场往返跑。将一支球拍放在底线中点后面，拍头指向球网，5

个球的位置如图所示（见图）。从底线中点开始，沿着逆时针方向依次取回 5 个

球，将每次取回的球放在球拍拍面上。测试员喊“预备-开始”之后，秒表计时

开始，记录完成的时间。 

 

 

 

 

 

2.正反手底线（40 分） 

测试方法：考生站在底线附近，陪练在场地对侧供球到考生正、反手半区位

置，每个考生正、反手各打 5个直线、5个斜线球（正、反手斜或直线以左右半

场单打区划分）。共 20 个球。首先正手斜线击球 5 个，然后正手直线击球 5 个；

反手斜线击球 5个，然后反手直线击球 5个。考生将球打进指定场区一球得 1分，

正反手技术评分各 10分。 

3.发球（20 分） 

测试方法：考生在平分区、占先区发球，每区各发 10个球，要求 5个内角，

5个外角。前 5次发向平分区外角，接着 5 次发向平分区的内角；接着 5次发向



占先区的内角，最后 5次发向占先区的外角。发球第一落点进指定区域且第二落

点在 1.5 米标志线外，方算有效；第一落点不进指定区域则无效。有效 1球得 1

分。 

 

 

 

 

 

 

 

4.实战能力测试（30分） 

（1）比赛成绩 

测试方法：随机抽签，打一场单打比赛。 

（2）战术意识及打法特点 

测试方法：通过比赛，观察考生的发球、接发球战术意识，相持球能力，进

攻、防守、相持的转换能力及打法类型的鲜明、合理性、实用性等方面进行测评。 

1.5米 

1.5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