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咨询电话：0535-6686251 冯老师 ， 0535-6676443 孙老师

不负韶华 激扬青春

----体育学院诚邀您的到来
亲爱的准大学生们：

激情燃烧的六月渐成人生的美好记忆，新的征程又将再次启航，你们又一次
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无论你的选择如何，我都要真诚地说：青春无价，此时不
搏更待何时，鲁东大学体育学院将助你腾飞。

鲁东大学简介
学校始建于 1930 年，历经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胶东公学、莱阳师

范学校、莱阳师范专科学校、烟台师范专科学校、烟台教师进修学校、烟台师范
学院等历史阶段。2001 年，原直属山东省交通厅、建校于 1978 年的山东省交通
学校并入。2006 年，学校更名为鲁东大学。

学校坐落在“中国最佳魅力城市”——烟台，是一所以文理工为主体、多学
科协调发展的省属综合性大学。2012 年，成为首批“山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特
色名校”、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单位。2014 年，获批教育学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2017 年，获批“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和“全国高校
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原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评价鲁东大学“人杰校
灵”。



精彩体院
鲁东大学体育学院始建于 1979 年，前身为烟台师范专科学校体育系，1984

年更名为烟台师范学院体育系，2003 年体育系和公共体育教学部合并成立烟台
师范学院体育学院，2004 年原山东省交通学校公共体育教研室并入，2006 年更
为现名。

学院现有教职工 86 人，其中，专任教师 76 人，教授 7人、副教授 29 人，
具有博士学位者 12 人、在读博士 2人，硕士生导师 13 人，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 1 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 人，山东省教学名师 1
人、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 1人、山东省高校十大优秀教师 1 人、山东省优
秀青年体育教师 2人、烟台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人、鲁东大学教学名师
1人，鲁东大学“126 人才工程”二层次学科带头人 1人，鲁东大学突出贡献专
家 1人。

学院有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3个本科专业，
承担全校大学体育课程的教学工作和群众性体育活动，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在全国
范围内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现有田径、男子篮球、女子篮球 3个高水平运动队。

体育学一级学科为校培育与扶持建设学科，经过长期的成果积淀和方向凝
练，逐渐形成了专项体育教学训练理论与实践、体育历史与文化研究、大众体育
健身理论与方法、武术与传统体育养生理论与实践和人体运动信息监测与应用 5
个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拥有体育教育训练学二级学科硕士点 1个，体育硕士（体
育教学、运动训练），教育硕士（学科教学·体育）2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1个在职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学科教学·体育）授权点。

学院设有体育科学实验中心，设备优良，功能齐全。有运动解剖学、运动生
理学、运动心理学、运动生物化学、体育保健学和运动生物力学 6个实验室和 1
个大学生体质监测中心；学院是中国武术协会一级会员单位，中国武术学会段位
考试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行业国家职业资格培训基地，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
研究基地，山东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中国健身气功科研基地，山东省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学院设有体育场馆管理中心，现有体育场馆 128391 平方米，其中，室外场
地 115498 平方米，有田径场 4 个、足球场 5 个、篮球场 31 个、排球场 15 个、
网球场 14 个、沙滩排球场地 2 个、攀岩场地 1个、门球场地 1 个、乒乓球场
地 50 个；室内场馆 12893 平方米，有综合训练馆 2 个、羽毛球馆 2个、乒乓球
馆 2个、训练跑廊 1个。

鲁东大学体育学院 鲁东大学体育馆



鲁东大学田径场

鲁东大学足球场

学子风采
如果说人生是一本书，那么大学生活便是书中最美丽的彩页；如果说人生是

一台戏，那么大学生活便是戏中最精彩的一幕；鲁东大学体育学院将告诉你如何
登上人生最精彩的舞台。

2015 年山东省第六届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基本功大赛中获运动技能类一
等奖、基础理论知识竞赛一等奖，并获得优秀组织奖。

2018 年山东省第七届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基本功大赛团体总分第一名，
并获专业基础理论、体操、田径、羽毛球一等奖。

2018 年“创青春”·海尔山东省大学生创业大赛铜奖 1 项；“建行杯”第
四届山东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1项、铜奖 1项。

学院考研录取率连年攀升：2016 年录取率 20.67%，2017 年录取率 25.32%，
2018 年录取率 34.2%。



荣誉殿堂
“厚德博学，日新笃行”、“求是至善、尚实致用”。迈进大学的校门，练

就怎样的本领！取得怎样的成绩！书写怎样的人生！鲁东大学体育学院,让你不
虚此行！

学院在近三年全国、省各级各类体育竞赛中屡创佳绩：

2016 年山东省大学生定向越野比赛 10个项目冠军

2016 山东省大学生田径锦标赛 8枚金牌、列榜首

全国武术套路太极拳公开赛男子 ACE 太极扇冠军、太极拳亚军

世界极限格斗大赛 75公斤、80 公斤级金腰带

山东省少数民族学生蹴球赛 3个项目季军

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 女子组亚军、男子组第 4名

第 12 届中国大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 男子冠军



首届全国气排球联赛总决赛 二等奖

山东省第六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武术职业技能大赛 二等奖

山东省第六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少数民族武术邀请赛 二等奖

2017 年中国四人制排球公开赛（鲁东大学站） 冠军

2017 年中国四人制排球公开赛(巢湖学院站） 季军

2015-2017 年山东省“体协杯”大学生排球联赛 女子组三连冠、男子组二连冠

2017 年山东省“学校体协杯”大学生乒乓球联赛 男、女团体冠军

2017 年中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山东赛区） 亚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 金牌 1枚、铜牌 3枚

2017 年山东省大学生田径锦标赛 金牌 14 枚、银牌 10 枚、铜牌 10 枚

2017 年中国大学生武术散打锦标赛 金牌 3枚、银牌 2枚、铜牌 1 枚

山东省大学生乒乓球赛 1个冠军、3个亚军、3个季军

2018 年昆仑决 75kg 级 总决赛冠军

2018 年中国四人制排球公开赛（鲁东大学站） 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季军

2018 年山东省大学生运动会（丙组） 金牌 11 枚、银牌 8 枚、铜牌 7枚
获校长杯

2018 年山东省大学生运动会（甲组） 金牌 9枚、银牌 6枚、铜牌 9 枚
获校长杯

2018 年中国大学生武术散打锦标赛 金牌 4枚、银牌 3枚、铜牌 3 枚

2018 年山东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银牌 10 枚、铜牌 2枚

2018 年山东省学校健身气功比赛 金奖 2 项

2018 年中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比赛 冠军

第 30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田径项目选拔赛 男子组标枪冠军

2018 年烟台市第八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一等奖 5项

2019 年全国健身气功气舞大赛半决赛 第二名

2019 年山东省的大学生羽毛球锦标赛 女子单打冠军、男子单打第五名

2019 年山东省大学生乒乓球锦标赛 女子团体冠军、女子单打冠军



体育学院荣誉展览室

2019 年山东省乒乓球联赛 2018 年中国四人制排球公开赛

山东省第九届健身操比赛 2018 年山东省学校健身气功比赛

2016 年中国大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第四名（由新华网报道）



烟台市第八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2018 年山东省十四届学生运动会 全国四人制排球比赛

中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 中国四人制排球赛



中国大学生武术散打锦标赛 山东省第二十四届运动会（武术）

山东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山东省大中小学生体育联赛（乒乓球） 山东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羽毛球）

绽放青春
莘莘学子来远方，春风化雨乐未央。一代代的鲁大人从这里起步，砥砺于优

秀朋辈间的拼搏和激励，尽情挥洒青春的激情和创意，在奋斗中谱写了无数精彩
篇章，体育如花绽放快乐校园，青春似火燃烧亮丽人生。



学院诚挚邀请有梦想、肯奋斗的青年才俊登上绽放自我、放飞梦想的新舞台，
共同谱写人生梦想的绚丽篇章!

咨询电话： 0535-6686251 冯老师，0535-6676443 孙老师

体育学院全体师生欢迎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