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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篇名 作者作者 （（期期-页页））

G80-05

新时代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基于国家“十四五”体育学发展规划

调研分析……… 杨桦*，仇军，陈琦，孙晋海，方千华，

韩春利，周良君，王雷，

钟建伟（08-03）

中国体育治理逻辑的转型与创新 ………… 任海（07-03）

“三社联动”：我国社区青少年体育治理的模式选择、

实践探索与优化策略 ……… 舒宗礼，夏贵霞（11-42）

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的机制及

路径研究 …………………… 廖上兰，吴玉华，肖锋，

黄兴裕，张允蚌（11-31）

“十四五”时期我国体育发展内外部环境

分析与应对 …………………………… 鲍明晓（06-03）

新时代体育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构建及

实证研究 …………… 李崟*，胡佳澍，黄海燕（07-14）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特色体育外交：历程、经验与理论反思

——基于“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三重视角的

考察 ……… 刘桂海*，汪婷，杨智国，李雪莲（03-15）

使命、机遇与挑战：对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的

思考 ……………………………… 郭晴，杨茜（11-03）

新中国妇女体育 70 年发展的社会动力与

历史经验 ………………………………… 熊欢（07-31）

互动、认同与政策引领：西北冰雪运动发展全面

推进研究 ……… 王飞，阚军常，张莹，孙大海（11-10）

我国农村体育助力农村社会发展的历程回顾、使命延续

和未来展望——基于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典型

样本分析 … 傅钢强*，耿文光，夏成前，杨明（08-27）

健康中国视域中的运动处方库构建 …… 祝莉*，王正珍，

朱为模（01-04）

健康中国建设中慢性病防治体医融合的试点经验、

现实挑战及应对策略 ………… 李靖，张漓*（12-73）

主动健康：从理念到模式 ……… 李祥臣*，俞梦孙（02-83）

加拿大身体素养测评演变的

解析与启示 …………………………… 张强峰（08-41）

中国古代身体素养观的哲学论绎 … 张震，居方圆（09-89）

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的

话语建构研 …………………………… 李世宏（09-26）

城市居民社区体育参与的行动逻辑：基于群体认同

视角的分析 ………………… 李晓栋，刘紫薇（09-35）

《民法典》与体育强国建设 ………………… 赵毅（06-09）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最新发展与

中国的应对 …………………………… 罗小霜（05-73）

奥运会主办城市合同的法律解析 ……… 熊瑛子（08-88）

奥运会网络隐性营销法律规制研究 …… 崔汪卫（11-84）

设立中国体育产业投资基金的若干

法律问题 ……………………………… 刘博涵（03-90）

我国单项体育协会改革的软法之治 …… 黄亚玲（02-15）

国际体育赛事中运动员数据采集的

法律规制 ……………………… 李智，黄琳芳（09-44）

体育赛事信用监管体系构建

研究 ……… 朱洪军，李伟标，梁婷婷，史芙英（11-53）

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

战略思考 ……………………………… 黄海燕（12-03）

体育产业产融结合：生成逻辑、模式抉择与

对策研瞻 ……………………………… 许嘉禾（01-26）

中国现代体育市场体系发展的历史溯源、现实审视与

路径选择 ………………………… 李刚，张林*（09-03）

家庭视域下扩大我国体育消费的

政策研究 ………………………… 王睿，杨越*（01-42）

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职业体育高质量

发展路向 ………………………………… 张兵（01-16）

文化承继与产业逻辑耦合：体育特色小镇生命力培育的

路径研究 …………… 车雯，张瑞林*，王先亮（01-51）

社会福利视角下中国体育彩票销售综合指数体系的

完善与应用 ……………………………… 李刚（05-14）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空间结构

研究 …………………………… 廉涛，黄海燕*（10-21）

美国职业体育伤病保险制度及

研究进展……………………… 罗永义，仇军*（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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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媒体背景下体育赛事转播权的价值创造及

其实现方式………………… 冯祎晗，丛湖平*（08-35）

大型赛事赞助、网络关注度与企业市场价值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中国赞助商

实证研究……………………… 付磊*，蔡兴林（04-28）

我国体育场馆公共服务居民获得感的时代意蕴、内涵

特征、评价维度及其应用 …… 陈元欣，邱茜（09-14）

基于顾客让渡价值理论的我国体育展览价值提升

路径研究 ………… 易闻昱，黄道名*，任慧涛（06-38）

世界竞技体育强国重点项目奥运备战举措及对我国备战

东京奥运会的启示 ……… 彭国强*，杨国庆（02-03）

奥运备战视域下科技助力竞技体育发展的

研究 …………………………… 谢军*，周志雄（07-25）

中国竞技网球后备人才培养

策略研究 …………… 杨成波，郭建华，杜娟，王玉微，

刘青*（08-49）

欧洲优秀足球后备人才培养

模式与启示 ……………… 田慧，王敏，亓顺红，李娟，

田野*（06-16）

挪威冰雪项目发展经验及对我国备战 2022 年北京

冬奥会的启示 …… 余荣芳，吴贻刚*，王爱文（12-17）

2022 年北京冬奥会造雪关键

问题研究 …………………… 朱志强，王飞*，王东海，

刘石，傅博（10-31）

冬奥会单人项目运动员参赛制胜特征及对 2022 年北京

冬奥会的参赛启示 …………… 李荣，陈亮*（04-15）

物件、空间、记忆与文化认同：国内外体育博物馆研究的

回顾与展望…………………… 刘强，杨海晨*（05-32）

连接“体育与人”：“互联网＋”时代体育传媒的转型

——基于颠覆性创新

理论的考察………………… 付晓静*，付志华（07-49）

西方教育名著中体育教育思想的脉络考察、要义释论

与特征省思——兼论西方教育名著中体育

教育思想谱系的生成………………… 赵富学（12-26）

G80-32

成分数据分析方法在身体活动与健康研究领域的

应用展望……………………… 张婷，李红娟*（09-74）

问卷是否可信——基于体育核心期刊论文

（2010—2018 年）的系统分析……… 柯友枝，孙建刚，

张业安，李博，

刘阳*（02-90）

G804.2

经颅直流电刺激技术对运动表现影响的国外

研究进展 …… 乔淇淇，王新，康灵，夏忠梁*（06-83）

经颅直流电刺激干预运动表现：

效果及应用策略………… 唐文静，李丹阳*，胡惠莉，

徐飞，郜卫峰，汤立许，

廖婷，吕万刚（08-74）

运动训练对运动员大脑功能可塑性变化的影响

——基于 fMRI 研究的

ALE 分析………………………… 娄虎*，刘萍（07-65）

“肠漏-免疫激活”的弱化——运动减轻抑郁性神经

炎症的新通路……… 章森，漆正堂，刘微娜*（03-64）

高温环境下混合预冷对男性中长跑运动员

体温调节和有氧耐力运动表现的

影响 …… 许毅枭，高炳宏*，赵永才，孟志军（04-42）

运动对骨质影响的表观遗传机制

研究进展 …………… 胡晓磐，李世昌*，孙朋（04-59）

复杂人体运动冗余控制的肌肉协同理论研究

进展与展望 …………… 杨毅，彭玉鑫，郝增明，刘宇，

王新，王健*（12-63）

肌肉衰减症的动态识解及对我国运动科学

研究的启示…………………… 李海鹏，刘宇*（09-61）

不同运动方式对女性戒毒人员犬尿氨酸代谢通路的

影响研究……………………… 姚慧，陈艳梅*（10-70）

乳酸何去何从——运动抗肿瘤的作用及其

特异性研究 …………………………… 漆正堂（04-50）

G804.49

时间使用流行病学在身体活动研究领域的

应用 ……………… 宋俊辰，李红娟*，王政淞（01-79）

不同理论对基本动作技能干预研究的述评、比较与

启示 ………………………… 王俊，蔡玉军*，陈思同，

马晓然，徐君（06-72）

学龄前儿童不同簇集特征体力活动与体质健康的

剂量-效应关系研究 ……… 全明辉，方春意，周傥，

李龙凯，陈佩杰*（03-39）

24 小时动作行为对学龄前儿童体质健康影响的等时替代

效益研究 …………………… 常振亚，王树明（10-50）

幼儿体质影响因素的决策树

研究 …………… 赵广高*，吕文娣，付近梅，孙顺利，

胡吴进，牟顶红，陈晶，黄婷，

何梓豪，肖稳（02-32）

G804.5

神经营养因子在运动调控帕金森病理机制中的作用

研究进展 …………… 余锋*，贾芳芳，张宪亮（03-75）

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短期足底压力分布及平衡

特征研究 ………… 李玉周*，王婧怡，胡英琪（05-52）

有氧运动通过心肌细胞吞运内皮细胞来源外泌体抑制

细胞凋亡 …………… 吴方南，李卓，田振军*（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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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在运动调节骨关节炎中的

作用 …………………… 董贵俊，闫前，吴燕，田雪文，

李可峰*（01-89）

常规功能训练结合肩胛骨松动训练对冻结肩术后早期

康复的影响………… 蒋涵，朱磊*，丁杰，解强，陈根，

王志彬，李伟（10-58）

G804.6

直接测量活体环节重量及重心位置的理论与

方法探究 ………… 金季春，肖丹丹，李世明（09-83）

运动生物力学视角下残疾人体育竞技表现提升

研究进展 ………… 孙冬，赵亮，黄莹，宋杨，梅齐昌，

李建设，顾耀东*（05-60）

对世界优秀男子网球运动员不同站位发球技术的运动学

对比分析……………………… 刘雨，周继和*（08-58）

不同步行增速策略对健康老年女性下肢关节动力学及其

功能补偿机制的

影响 …… 李旭鸿*，喻美鑫，范年春，陆家麒（08-65）

经颅直流电刺激对纵跳生物力学

特征的影响………… 王玮，朱志强，殷可意，宋林杰，

姜祎凡，刘宇*（07-57）

高精度经颅直流电刺激对足部肌肉力量、踝关节运动觉及

静态平衡的影响 ………… 肖松林，周俊鸿，王宝峰，

张希妮，殷可意，傅维杰*，

刘宇（05-42）

静态拉伸训练不同阶段对男性排球运动员踝关节动力学

及下肢缓冲特征的影响……… 井兰香*，朱君，段炼，

高士强（02-40）

环境风对跳台滑雪空中飞行气动

特性的影响……………………… 胡齐，刘宇*（03-54）

姿态不对称对跳台滑雪飞行阶段气动

特性的影响……………………… 胡齐，刘宇*（10-41）

G804.7

空气污染暴露与体育活动：

如何保障健康……… 覃飞，徐旻霄，瞿超艺，王中玮，

范峥峥，董亚南，

赵杰修*（02-58）

抗阻运动通过刺激骨骼肌 FSTL1 分泌抑制心梗大鼠

心肌细胞凋亡及其

机制探讨 …………… 郝美丽，席悦，田振军*（01-67）

Trx1 抑制内质网应激参与运动改善心梗后骨骼肌质量

减少 ……… 蔡梦昕，齐文溥，徐祖杰，田振军（11-73）

低负荷加压训练改善自发性高血压大鼠的血压效果及

机制研究 …………………… 谭朝文，赵彦*，俞莹莹，

马晓缓，郑玉婵（03-46）

运动对线粒体稳态调控机制的研究述评——基于运动

介导 TFEB 调节线粒体质量控制的关键机制

探讨 ……… 钱帅伟*，孙易，漆正堂，丁树哲（02-70）

运动通过改善 PD 模型小鼠纹状体 D2MSN-D1MSN 侧

抑制效应调节基底神经节

信息输出 …………… 赵刚，刘晓莉*，乔德才（01-59）

运动通过调节皮层-纹状体通路功能连接可塑性改善 PD

模型大鼠行为 …… 时凯旋，刘晓莉*，乔德才（06-49）

PD 模型大鼠纹状体中等多棘神经元树突棘运动依赖

可塑性研究 … 陈平，刘晓莉*，马婧，乔德才（12-54）

G804.8

从严重受伤到重返冬奥：一位高风险项目运动员的

心理康复历程 …………… 李丹阳，张力为*（03-28）

传统心理技能训练和正念训练促进压力下运动表现的

效果比较……………………… 宋宇，张力为*（09-53）

G807

体教融合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 ……… 王登峰（10-03）

体教融合目标新指向：青少年健康促进与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 ……… 柳鸣毅，孔年欣，龚海培，胡雅静（10-08）

体育教育专业认证：重大意义、面临问题与

推进策略 …………… 尹志华*，汪晓赞，覃立（03-03）

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改革 70 年——兼论人工智能对

体育教育的影响………………… 杨伊，任杰*（06-32）

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关键要点确立的理论基础和

实践依据…………………… 董翠香*，吕慧敏（06-24）

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史之研究困局与

史学超越 ………… 唐振宇，王华倬*，卢吉洪（11-91）

从日本体育“部活”的发展与实施反观我国

学校体育教育………………… 李波*，朱琳琳（07-88）

我国青少年冰雪运动进校园：影响因素、推进机制与

实践路径…………………… 程文广*，冯振伟（07-40）

中学生体育运动对学业成绩影响的

实证研究 ………… 白胜超，潘志军，滕海宁（11-64）

转型期初中流动儿童的体育参与分层研究

——基于 CEPS（2014—2015）数据的

实证研究 ……………………………… 刘米娜（12-39）

体育锻炼对青少年认知能力和

学业成绩的影响 ……………………… 方黎明（04-35）

基于自我决定动机理论视角下的体育学习效果

研究进展 …………… 胡小清，唐炎*，黄霞，张加林，

范卉颖（04-67）

G808

整合分期：当代运动训练模式变革的

新思维 ………………………………… 杨国庆（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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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游泳运动员临界速度变化对中长距离自由泳成绩

变化影响研究 …… 沈宇鹏，白慕炜，温宇红*（02-51）

G811.9

板球运动的传播及其在地境遇：

体育全球史的视角…………………… 王邵励（04-90）

近代东欧捷克体操的历史演进、

流布与影响 ……………… 王恒*，姜维，薛婧（05-85）

G812.3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运动员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述评：历史、

困境与重构 …………………………… 田蒙蒙（04-78）

G852

新中国成立以来竞技武术发展

回顾与思考………………… 林小美*，余沁芸（05-03）

武术专业技术教育改革：

探索与思考…………………… 刘文武*，徐伟（07-72）

以武术专业技术教育改革促武术教育

体系改革 ……………………………… 刘文武（12-83）

基于民族复兴目标的学校武术传承

体系研究 ……………………………… 杨建营（11-20）

传统武术国际传播的

“非遗化编码”……………… 侯小琴，张德胜（10-91）

“锻炼行道，练以成人”：中国求道传统的武术

文化实践 …………… 戴国斌*，刘祖辉，周延（02-24）

记忆、认同与共同体：两岸宋江阵演武文化中民族传统

体育身体展演与话语叙事 ………… 郭学松（07-79）

其他其他：：

马拉松“破 2”背后的生物力学

贡献 …………………………… 傅维杰，刘宇（06-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