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业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简介
北京工业大学是教育部 1987 年首批确定的 51 所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普通高
等院校之一。
二十多年来我校高水平运动队取得了优异成绩，为国家、北京市、学校争取
了荣誉，共招收健将、一级及二级运动员约 700 名。目前我校有运动队 6 支，
其中重点项目有：游泳、羽毛球、男子篮球；传统项目有：男子足球、女子篮球、
男子排球。我校学生运动员和运动员学生主要集中在经管学院学习，运动员学生
的健将班在“体教”结合方面办出了自己的特色，他们在国际、国内、高校等各类
体育竞赛中均取得了优异成绩。

北京工业大学羽毛球队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后获教育部批准，于 2009 年成
立并开始招生。
羽毛球队所获主要荣誉：
2012 年 8 月，在第十六届“桂航杯”全国大学生羽毛球锦标赛中，获甲 B 组
男子团体冠军、甲组男子双打 3 个第五、单打 1 个第五的优良成绩，学校获得了
体育道德风尚奖。
2013 年，在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羽毛球锦标赛甲 A 组比赛中，取得了男子
甲组双打冠亚军，男子甲 A 组团体第四名，男子甲组单打第五名，甲组混合双
打第五名的好成绩，学校获得了体育道德风尚奖。
2014 年 8 月，我校成功举办了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羽毛球锦标赛，并获得
教育部大学生体育协会、中国大学生羽毛球分会及全国各高校的一致好评。本次
比赛为历届比赛中参赛学校最多、参赛人数最多、比赛场地最多、参赛项目最全、
场馆设施最好的赛事。我校羽毛球队获甲 A 组男子团体冠军，甲 B 组女子团体
亚军，成功晋级甲 A 组，甲组男子双打冠亚军，甲组混合双打亚军，甲组男子
单打并列第三名，甲组男子双打第五名、女子双打第五名的优异成绩。
2015 年 5 月，在北京市高校羽毛球比赛中，获男子单打冠亚军，男子双打
冠军和季军，混合双打亚军，女子双打季军，两金、两银、两铜的好成绩。
2015 年 8 月，在第十九届全国大学生羽毛球锦标赛中，蝉联甲 A 组男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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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冠军，连续三届蝉联甲组男子双打冠亚军，并获乙组男子双打冠军，混合双打
季军的好成绩。
2015 年，在“张宁杯”首都高校阳光体育羽毛球锦标赛中，获得混合团体比
赛冠军。
2016 年 4 月，在首都高等学校羽毛球赛中，赢得男子团体比赛冠军、女子
团体比赛季军，在单项比赛中，获得男子单打冠军，男子双打冠军，女子单打季
军，女子双打亚军，混合双打季军的成绩。
2016 年 8 月，在第二十届全国大学生羽毛球锦标赛中，成绩突出，再创佳
绩。获得女子甲 A 组团体第四名，乙组男子团体亚军。单项赛中，获得了甲组
女子双打季军，甲组男子单打冠军，甲组混合双打冠军，连续四年包揽了甲组男
子双打冠亚军并蝉联了乙组男子双打冠军，共获四金、一银、一铜。

北京工业大学游泳队自成立以来多次为学校争得荣誉，在全国大学生比赛和
北京市大学生比赛中均取得了优异成绩，校游泳队近五年获得北京市高校比赛金
牌 200 多枚，获得国际、国内、全国高校比赛金牌近 50 枚，并有多人次打破全
国高校记录。
游泳队所获主要荣誉：
2004 年，在全国大运会夺得代表高校体育最高荣誉的“校长杯”。
2007 年，在全国大运会夺得代表高校体育最高荣誉的“校长杯”。
2011 年，在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游泳锦标赛中，共夺得 6 枚金牌、8 枚银牌、
5 枚铜牌；获得公开组团体总分第二名、精英组团体总分第四名和体育道德风尚
奖。
2012 年，在全国大运会夺得代表高校体育最高荣誉的“校长杯”。
2013 年 6 月，在北京高校游泳冠军赛中，获得甲组团体冠军。
2013 年 7 月，经管学院的王峰同学代表国家参加了第 27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
会游泳比赛，取得了优异成绩。
2013 年，在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游泳锦标赛上，共夺得 5 枚金牌、8 枚银牌、
6 枚铜牌，打破两项全国大学生游泳纪录，取得乙组(专业组)团体男女总分亚军，
乙组男子团体亚军、女子团体第三名，甲组 (高水平组) 男子团体第六名，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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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风尚奖等优异成绩。
2014 年，在全国大学生游泳锦标赛中，共夺得 11 枚金牌、18 枚银牌、8 枚
铜牌，获得乙 A 组(专业组)男女团体总分冠军，乙 A 组男子团体季军、女子团
体冠军，乙 B 组(高水平组)团体男女总分亚军，乙 B 组男子团体冠军、女子团体
第五名，体育道德风尚奖。
2015 年上半年，在北京市大学生游泳锦标赛中，获总团体第三名，男子团
体第三名，女子团体第二名的平稳成绩。
2015 年 11 月，在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游泳锦标赛中，获乙组 B 团体第一名，
乙组 A 团体第五名，共获 16 项冠军、8 项亚军、7 项季军。
2015 年，在首都高等学校游泳锦标赛中，获男子甲 A 组第一名，女子甲 A
组第三名，甲 A 组团体第三名的好成绩。
2015 年，在第 28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上，王施佳、张佳琦、李婷婷分
别获得女子 200 米自由泳亚军、4×200 米亚军和 4×100 米自由泳第四名。
2016 年，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游泳锦标赛我校师生团结一致，共同努力首
次获得男子甲组（在校生）团体第一名、并夺得 10 枚金牌、4 枚银牌、7 枚铜牌
的优异成绩，获得大会颁发的“体育道德风尚奖”。
校游泳队在 2004 年、2007 年、2012 年全国大运会上连续三届为我校夺得象
征高校体育工作最高荣誉的“校长杯”。在北京大校、名校林立的背景下，我校是
北京市属高校唯一三次拿到“校长杯”的高校。

北京工业大学男子篮球队有着优良的文化传统和几十年的历史积淀，上世纪
八十年代曾获全国冠军，是北京高校的传统强队。
在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日益下降的情况下，各大高校非常重视篮球运动的发
展，以使更多的人喜欢运动、参与运动，近年更是举办了中美大学男子篮球友谊
赛。当前，大学生篮球运动水平与名城、名校的强势因素的关联度愈发明显。
男子篮球队所获主要荣誉：
2013 年，在第十六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北京预选赛中，连续五
次（总计八次）获得代表北京高校参加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东北赛区的比赛权。
2014 年，在第十六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中，成为东北赛区一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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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马”，继首次获得 CUBA 东北赛区季军、成功挺进全国十六强后，征战每一
分、每一场最终取得全国 CUBA 总决赛第四名，创造了学校男篮 30 年来的历史
最好成绩。
2015 年，在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选拔赛中，获首都高校第二名。
2015 年，在第十八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北京预选赛中，获得季
军，成功入围 CUBA 东北赛区。
2016 年，在第十九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北京预选赛中，获第六
名。

北京工业大学男子足球队是北京市高校传统强队，自 1961 年成立以来多次
获得北京高校冠军，3 次代表北京参加全国高校重大赛事。2007 年与市体育局合
作组建我校室内五人制足球代表队。
根据国家、学校发展要求，校足球队将逐步向大球项目发展。
男子足球队所获主要荣誉：
2007 年，代表北京参加全国室内五人制足球甲级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
2010 年 6 月，校五人制足球队参加全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总决赛并获
得亚军。
2012 年 12 月，获 2012-2013 中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北京赛区）冠军。
2013 年 5 月，获 2013“特步”中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北大区赛）第五
名。
2014 年 12 月，获 2014-2015 首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赛第六名。
2014 年 11 月，获首都高校大学生足球赛第七名。
2016 年 11 月，获首都高校大学生足球赛第六名。

北京工业大学男子排球队成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男排竞技运动多年活跃在
北京及全国大学生排球的赛场。
男子排球队所获主要荣誉：
2007 年，获“北京市大学生北京晚报杯排球联赛高水平组冠军”。
2009 年，获北京市大学生排球超级联赛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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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获北京市大学生排球超级联赛第五名。
2010 年．获全国大学生沙滩排球比赛第八名。
2011 年，获北京市大学生排球超级联赛第四名。
2012 年，获北京市大学生排球超级联赛第四名。
2013 年，获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沙滩排球联赛第五名。
2014 年，获首都高等学校 2014 年“盛超杯”排球联赛第五名
2015 年，获首都高等学校排球联赛甲 B 组第三名。
2016 年，第十二届中国大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男子高水平 B 组第五名。
2016 年，获首都高等学校排球联赛获得甲 B 组的第四名。

北京工业大学女子篮球队成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女篮竞技运动多年活跃在
北京及全国大学生篮球的赛场。
女子篮球队所获主要荣誉：
2012 年 4 月，获北京市高校篮球甲级联赛第四名，体育道德风尚奖。
2012 年 10 月，获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北京市预选赛第五名。
2013 年，获“Star 杯”首都高校大学生篮球联赛第四名。
2014 年，获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北京预选赛第七名。
2015 年，获首都高等学校篮球联赛第七名。
2015 年，获第十八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北京预选赛第七名。
2016 年，获首都高等学校篮球联赛第三名。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