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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篇名 作者作者（（期期-页页））

G80-05

公共体育信息服务标准体系

构建研究……………………… 丁青，王家宏*（03-03）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效率的空间

异质性研究 ………… 张凤彪，王松，王家宏*（08-54）

我国 31个省级政府公共体育服务效率评价

及其收敛性研究 ……… 李燕领*，邱鹏，柳畅（04-52）

公共开放空间、身体活动与大众健康：

理念、方法与进展 …………… 吴卅*，王晶晶（03-14）

区域性国际体育组织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体育组织构建 …… 马家鑫，王子朴*（06-83）

女性深度休闲体育特征的

研究 ……………… 邱亚君*，周文婷，田海波（08-76）

体育产业供给侧改革：投入要素、行动逻辑与实施路径

——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研究视角 ………………… 沈克印*，吕万刚（04-44）

长三角体育产业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研究……………………… 廉涛，黄海燕*（01-67）

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

发展研究 ………… 付群，王雪莉*，郑成雯，王萍萍，

陈文成（08-65）

制约我国老年人消费与需求意愿的原因

分析与建议 ……… 王莉莉*，邹海峰，杨晓奇（09-66）

马拉松赛事文化和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关系

——基于本地赛事参与者的

调查 ……… 张辉，罗建英*，白晓洁，杨徐凡（06-32）

基于混合研究方法的马拉松赛事吸引力感知

维度研究 ……………… 傅钢强*，张辉，陈芬（06-40）

马拉松赛事“四力”传播效应对赛事核心竞争力的

影响研究……………………… 杨梅*，陆志勇（06-46）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风险评价指标模型

构建研究……………………… 吴林，刘永峰*（06-91）

我国奥林匹克标志隐性营销行为的

法律规制……………………… 李智*，季晨曦（04-61）

科技助力：新时代引领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

的主要驱动力 ……… 张雷，陈小平，冯连世*（01-03）

新健康老龄化视域下的中国医养结合

政策分析 ………………… 孙鹃娟*，田佳音（09-58）

青少年近视“医教协同”治理

模式研究 … 钟丽萍，金育强*，范成文，艾玲（10-55）

G804.2

运动改善APP/PS1小鼠海马白质的

机制研究 ………… 闫清伟*，李亚楠，赵娜，徐亚涛，

李百侠，夏杰，徐波（11-84）

运动从外周调控脑内BDNF表达促进认知的

研究进展 ……………………………… 于涛*（11-71）

绿蓝色空间暴露、绿蓝色健身对儿童青少年认知功能

和学业表现的影响综述 …………… 何晓龙*（10-36）

从相关到因果：运动与肠道菌群-

肠-脑轴 …………… 杜然浩，宋刚*，赵吉春（11-78）

运动与自然杀伤细胞抗病毒等功能的

关系和机制……………………… 董毅*，李瑞（05-03）

急性运动降低感染风险的免疫

调节机制……………………… 陈巍，侯莉娟*（05-14）

肺动脉高压发病机制及有氧运动干预对其改善

的分子机制研究进展 …… 滑艺杰，王友华*（05-71）

不同运动方式对甲基苯丙胺依赖者食物奖赏功能

的改善作用：一项近红外功能

成像研究…………… 刘佳宁，王莹莹，周宇，陈一凡，

周成林*（11-65）

急性体育锻炼对中老年人执行功能干预效果的

系统综述与Meta分析 ……… 蔡治东，江婉婷，王强，

宋德海，王兴*（09-45）

力量练习与老年人骨骼肌量-效应关系研究：

最新进展与展望 ……………………… 田野*（09-03）

不同压力下肢紧身服对跑步运动中

摄氧量及运动后血乳酸

恢复的影响 ………… 孙凯扬，李翰君*，王颖（02-24）

中国跨项目越野滑雪运动员身体成分特征及

对我国备战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

启示 ………………… 张蓓，蔡旭旦，毛丽娟，黎涌明，

冯连世，陈小平*（12-36）

不同来源项目运动员越野滑雪长期训练运动能力变化

——基于运动机能

监控的研究………… 蔡旭旦，毛丽娟，张蓓，黎涌明，

冯连世，陈小平*（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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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04.49

不同动作水平视角下幼儿身体素质

与BMI的特征研究 ………………… 周喆啸*（10-62）

儿童青少年身体素养测评工具

研制进展 ………………… 桂春燕，李红娟，王荣辉*，

张曌华（04-03）

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建成环境研究热点解析、

前瞻与启示 ………… 张健，孙辉*，张建华，李婷文，

颜景飞，刘振铎，蔡峰，

张金波（04-11）

生命关怀视域下青少年身体素养教育需求

及路径分析 ……… 张维凯*，李士英，王宏伟（10-69）

受众回应视角下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政策执行

及其效果——基于 10省 40所普通高校的

实证分析 …………… 张强峰*，汤长发，尹丽琴，郭程，

杨祖怡，孙洪涛（10-89）

我国上海、杭州、南昌、济南 4城市汉族成年人（20～59岁）

体型特征研究 …………… 武东明*，江崇民（03-42）

中国女子三人篮球队运动员比赛负荷及运动表现

特征研究…………… 李东波，房国梁，密森，许佳敏，

汪喆，闫琪，赵杰修*（08-33）

G804.5

神经科学视角下小脑功能研究新进展及其对运动技能

学习与表现的启示 …………………… 刘展*（01-45）

阿尔茨海默病的内质网应激机制与运动干预

研究进展 ………… 夏杰，赵娜，王璟，徐波*（09-20）

Irisin：运动改善突触可塑性缓解阿尔茨海默症

认知下降的新靶点… 邓雨婷，马春莲，杨翼*（09-30）

外泌体介导运动干预阿尔茨海默病的

研究进展 ……… 邝程斌，夏杰，吴珊，徐波*（11-38）

马拉松运动对心脏的影响：生理适应和

潜在风险 ………… 王世强，吕万刚，常芸*，刘亚云，

饶志坚（06-09）

心肌肌钙蛋白与马拉松等耐力运动后右心室心肌

损伤的综述研究 ………… 张玉丽，王松涛*（06-22）

肌骨超声技术在第 18届亚运会中国优秀运动员运动损伤

诊治中的应用…………… 高璨，梁辰，张建平，杨杨，

马云，詹晖*（07-108）

运动干预对成人代谢综合征患者心血管危险因素

影响的Meta分析………… 许瀚，尹毅，赵燕*（05-59）

腰痛与久坐行为关联性的

研究进展 ………………… 魏梦娴，黄浩洁*（03-32）

不同方式运动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肺功能

及生存质量影响的

Meta分析 … 孟林盛*，乔恩东，李逸君，吴琼（05-21）

4种中国传统健身运动疗法对中老年人

骨质疏松症的网状Meta分析………… 于莹*（09-37）

短时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改善成年早期肥胖者食物决策的

功能性近红外成像研究 …… 黄佳瑷，陈艳霞，段炼，

漆昌柱，徐霞*（11-55）

孕期体育活动健康促进研究

进展 ……… 张红品，孟祥新*，丁焕香，孟瑞（05-80）

G804.6

紧身服装在冬奥竞速运动项目中的研究与

应用现状……………… 杨宸灏，杨洋，胡齐，肖松林，

刘莉，傅维杰*，刘宇（01-24）

踝关节稳定程度差异对侧跳落地缓冲模式

影响的研究 ………………… 张帆*，王竹影，吴志建，

宋彦李青（02-46）

轻负荷半蹲起下肢力增加速率与各种肌肉收缩

运动表现的关系 …… 李志远*，李玉章，陈亮（02-64）

我国男子短跑后备人才连续纵跳能力及与短距离跑成绩的

相关性研究 … 周彤，章碧玉*，何梦梦，陈文佳（08-40）

艺术体操运动员脊柱曲度异常与躯干两侧活动度和

力量对称性的关系 …… 包蕾，刘卉*，高维纬（02-39）

乒乓球运动员膝关节损伤机制研究

——对 3种常用步法的膝关节

负荷特征分析 ……………… 周星栋，肖丹丹，郭文霞，

黄习梅，张晓栋*（06-62）

花样游泳运动员功能性动作能力与力量素质的

相关性研究 ……… 陈文佳，章碧玉*，沈兆喆（02-71）

G804.7

骨骼肌心磷脂酰基转移酶 1的运动强度变化特征

及其对氧化应激和线粒体

自噬的影响 ……………… 徐祖杰，田振军*（01-75）

低强度抗阻运动中不同程度的血流限制

对血清生长激素和睾酮

分泌量的影响 …… 李卓倩，魏文哲*，赵之光，孙科，

高伟，肖卓威（04-38）

模拟全程马拉松跑过程中能量

代谢的变化 ……… 魏文哲*，孙科，赵之光，肖卓威，

高伟，吴昊，王子威（06-03）

高强度间歇训练通过支配内脏脂肪的

交感神经活动促进白色脂肪

组织棕色化…………… 刘阳，张赛，董高芳，赵晓博，

何玉秀，张海峰*（02-15）

运动因子在心血管功能中的调控作用及相关机制

研究进展 …………… 于凤至，孙朋*，刘淑卉（05-48）

G804.8

运动与褪黑素抗抑郁的作用、机制以及联合策略

研究进展 ………… 黄卓淳，漆正堂，刘微娜*（02-03）

运动对抑郁症的干预作用及机制

研究进展 …………………… 马坤，刘金美，付翠元，

张虎，贾绍辉*（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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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段锦联合有氧踏车对 PCI术后患者焦虑、抑郁及

心肺功能的影响 … 孙晓静，张剑梅*，王立中，张振英，

张柳，冯静（05-41）

小篮球运动对学龄前孤独症儿童重复刻板行为及脑灰质

体积的影响 …… 董晓晓，陈爱国*，刘智妹，王金贵，

蔡可龙，熊轩（11-25）

自然环境改善认知和运动任务中的抑制性与

坚持性自我控制 ………… 李丹阳，张力为*（01-31）

运动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及其

脑结构基础…………… 侯莉娟，李炬，刘冉，方钰瑞，

王君，李馨*（09-14）

我国运动员运动道德判断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

——基于ERPs证据 ………… 王栋，陈作松*（11-03）

高强度间歇训练对老年人认知

功能的影响 ………… 房国梁*，张漓，韩天雨，邹煦，

张晗，李茜，汪涵，

沈钰琳（11-32）

基于小世界网络分析的小球类专项学生运动员脑网络

可塑性变化研究……… 杨成波，向宇，黄月，陈华富，

高晴*（06-56）

大学生有氧运动能力与执行功能的关系：

皮层厚度的中介作用 …… 朱丽娜，殷恒婵*，陈爱国，

张海娣，熊轩，陈丹丹，

崔蕾，王源（11-48）

第 32届夏季奥运会延期的

心理应对 ………………… 张力为*，毕晓婷（07-05）

运动与锻炼心理学研究效度的提高策略：

三角互证………………………… 石岩*，周浩（01-55）

重大传染病疫情中体育锻炼对应激心理神经

免疫的路径与对策 …………… 娄虎，颜军*（05-35）

国家射箭队备战第 18届亚运会不同训练阶段焦虑水平

变化的研究 …………… 王霆*，闫笑，李建英（07-71）

雪车运动员赛季伤病

特点研究 ……………… 高瞻，封文平，吴迎*（12-56）

2022年北京冬奥会冰雪运动颌面创伤特征及

预防策略的调查研究 …… 王耀东*，王侯杰（12-65）

G806

运动锻炼干预睡眠障碍效果的

Meta分析 …………… 龚明俊，付皆，胡晓飞*（03-22）

朋友网络支持与老年人锻炼参与：

社会适应的中介作用 … 王富百慧，黄映娇，李雅倩，

潘越，杨凡*（09-75）

G807

健全人格教育宗旨的形成及其对近代学校

体育的影响 ………………………… 王荷英*（03-55）

体育与健康：学校体育“健康第一”下的

悖论与困境 …………………………… 熊文*（10-77）

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与学校适应的关系：链式中介模型及

性别差异 ……………… 颜军*，陶宝乐，石露，娄虎，

李焕玉，刘敏（10-11）

从割裂走向融合——论我国学校、社区、家庭体育

的协同治理 ………………………… 马德浩*（03-46）

G808

第 32届夏季奥运会延期对运动训练的

影响及其对策 ……………………… 陈小平*（07-06）

第 32届夏季奥运会延期后体能训练备战对策的

考虑因素 ……………………………… 王雄*（07-31）

第 32届夏季奥运会延期举办的运动训练

调控策略研究 …………… 胡海旭*，金成平（07-38）

冬季运动科学研究典型案例及对我国备战 2022年北京

冬奥会的启示…… 蔡旭旦，毛丽娟，陈小平*（01-12）

加压放松对越野滑雪运动大强度抗阻训练疲劳

相关指标的影响…… 孙科，魏文哲*，赵之光（12-09）

力量板块周期训练对我国优秀越野滑雪运动员

运动表现影响的研究 …… 尹一全，孟庆军，叶茂盛，

王寅博，邱招义*（12-17）

冬季两项运动员竞技表现的影响因素及

训练策略 … 王润极，李海鹏，阎守扶，吴昊*（12-27）

我国优秀跳远运动员助跑调整

策略研究 ………………… 王国杰，章碧玉*，彭秋艳，

邹吉玲，苑廷刚（07-84）

5周亚高原训练对国家现代五项队运动员身体机能和

运动表现的影响 …………… 王金昊*，曹忠荣，邱俊，

路瑛丽（07-99）

2018/2019赛季速度滑冰国际比赛成绩分析及

训练建议 …………… 李博，李海鹏，黎涌明*（03-75）

基于 SRPE竞速运动项目训练负荷评价方法的

实证研究 ……………… 谢云*，耿海峰，李赞（02-30）

国际精英级攀岩运动员身体形态、机能与

运动素质研究进展 ……… 魏梦力，钟亚平*（07-90）

高原极端环境特种兵功能性训练关键技术构建及实战

应用效果验证研究 … 陈南生，盛莉，熊鸿斌，曾威，

黄驰，刘莉，黄鸿，李浩，

敬挺韬，糜漫天*（08-03）

军人水中训练研究进展 …………… 廖婷，王斌*，宋小波，

赵华（08-16）

国外女性军人体能训练现状分析及

启示 ………………… 李赓，李静施，曹玉萍*（08-24）

G811.21

第 32届夏季奥运会延期对我国奥运备战工作的影响及其

对策——在应对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

系列座谈会上的发言 ……………… 朱志根*（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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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对第 32届夏季奥运会延期举办的

备战方略研究 ……………………… 杨国庆*（07-24）

第 32届夏季奥运会延期对日本的影响及其

相应对策分析 ………… 赵倩颖*，清宫孝文（07-09）

运动项目协会改革背景下中国备战第 32届夏季奥运会

战略创新研究…… 李秀红，孙良勇*，陈笑然（07-56）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下第 32届夏季奥运会

相关主体利益冲突及其解决

——基于国际公共卫生理论视角 …… 刘韵*（07-48）

1978—2018年我国田径径赛项目发展特征及

对策研究 …… 谢震业，金秋艳，司琦*，张辉（07-14）

G812.45

历史演进与政策嬗变：从“增强体质”到“体教融合”

——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政策演进的

特征分析 ………… 汪晓赞*，杨燕国，孔琳，仲佳镕，

禹华森，郝艳丽（10-03）

体教融合的科学循证：体育锻炼和文化学习的

相互关联 ………………… 龚海培，柳鸣毅*，孔倩倩，

胡海旭（10-19）

体教融合背景下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发展的现实困境及

解决路径 ………… 孔琳，汪晓赞*，徐勤萍，杨文强，

吴彩访，周博，朱杨明（10-29）

G819

不同落点网球侧上旋发球技术的运动学

对比分析……………………… 马孝刚，史兵*（06-68）

场地转换视角下世界优秀男子网球单打运动员

技术策略分析 ………………… 郭莹，朱盼*（06-76）

新规则下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员出发

技术特征研究 … 朱晓丹，高捷*，许聪，韦逸（07-79）

柔道一本背负投技术的

运动学分析 ………… 米奕翔，冯通，王向东*（08-46）

第 14、15届世界健美操锦标赛有氧舞蹈项目队形运用

特征研究 … 查春华*，赖志文，谢黎红，朱徵（03-62）

我国优秀射箭运动员备战国际比赛赛前与赛间

竞技状态监控的研究——国家队备战

第 32届夏季奥运会的启示 … 吴尽，韩晓伟，王骏昇，

尹军*（07-64）

G843

第 17届亚洲杯中国男子国家足球队比赛表现

深度分析 ………………… 李春满*，董午志，龚柄南，

李学亮，高胜杰（04-20）

俄罗斯世界杯比赛表现指标对胜负影响的

实证研究…………… 房作铭，黄竹杭，吴放，李学亮，

刘鸿优*（04-29）

G852

武术与城市：中国古代武术繁荣的

一项城市史考察…… 张震*，苑城睿，张旭琳（04-69）

G851

古代齐鲁登山活动的历史发展与

文化价值研究 ……………… 姚路嘉，曹莉*（04-77）

G862

轮椅冰壶项目备战 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的国际格局、

国内现状与基本策略研究………… 冯亚杰，李一澜，

高平*（12-72）

G863

高山滑雪比赛及运动学

特征研究 …… 何卫，束洋，李海鹏，娄彦涛*（12-03）

国外雪上项目的研究热点与

演化分析……………………… 秦鹏飞，陈亮*（12-88）

冬奥会越野滑雪科学化发展历程

回顾与分析…………… 杨威，廖开放，魏佳，徐金成，

黎涌明*（12-99）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跳台场地尺寸变化对运动员

出台速度影响的研究 ……… 刘忠源，李东，付彦铭，

王新*（12-78）

无轨迹数字化技术在残奥单板滑雪出发动作

专项训练的应用研究 … 岑炫震，李匡，孙冬，赵亮，

顾耀东*（12-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