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2010 年体育科研论文一览表

论文题目 姓名 职称 发表刊物 时间

赛场观众问题：北京奥运会的挑战 周明 讲 师 山东体育科技 2008.1

对高校体育教学模式的研究 周明 讲 师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8.1

再论“举国体制”——举国体制与大体育观的思

考

周明 讲 师 甘肃科技 2008.7

陇右地区中小学体育校本课程开发研究 郭斌 讲 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8.5

优化控制法在背越式跳高技术教学中的运用研

究

王麒麟 副教授 贵州体育科技 2008.4

背越式跳高技术的教学设计及效果研究 王麒麟 副教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8.5

优化控制法在背越式跳高技术教学中的运用研

究

王麒麟 副教授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08.1

宁夏回族传统体育的主要项目与特点 蔡智忠 教 授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8.5

天水师范学院社会体育专业课程设置分析 程晖 讲 师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2008.4

高校积极推进“阳光体育运动”的 SWOT 分析及

对策研究

程晖 讲 师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2008.6

甘肃省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及对策分

析

程晖 讲 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8.2

高校女生开展软式排球的可行性研究 雷湃 讲 师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2008.4

甘肃高校开展定向运动的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 雷湃 讲 师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08.6

刍议高校辅导员角色定位 雷湃 讲 师 管理科学文摘 2008.3

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发展走向的社会学分析 郭卫 教 授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8.3

西北五省高校网球运动发展现状及对策 郭卫 教 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8.2

关于壳子棍引入学校体育课的实验研究与思考 张纳新 副教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8.5

普通高校构建散打选项课的三维空间 张纳新 副教授 搏击武术科学 2008.8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与推广传统健身运动的思

考

张纳新 副教授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08.12

体育院系体育舞蹈课教学探究 刘大军 副教授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2008.S1

刍议高校体育舞蹈教学方法 刘大军 副教授 陇东学院学报 2008.5

高校体育舞蹈教学方法探析 刘大军 副教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8.2

合球运动在我国高校开展及发展对策研究 苏兴田 讲 师 河西学院学报 2008.5

我国高校开展合球运动的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苏兴田 讲 师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08.5

跆拳道新规则实施影响竞赛因素的相关研究 苏兴田 讲 师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2008.5

新规则实施对跆拳道竞赛的若干影响探析 苏兴田 讲 师 搏击武术科学 2008.8

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调查分析 苏兴田 讲 师 陇东学院学报 2008.2

新中国体育宣传回顾与反思 徐叶彤 副教授 天水师院学报 2008.5

甘肃省排球运动发展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王彤 讲 师 天水师院学报 2008.5

传统项目跳竹竿—引进中小学生体育课堂案例 王怀虎 副教授 体育教学 2008.9

天水市群众阳光体育活动调查分析与对策研究 王怀虎 副教授 考试周刊 2008.9

宁夏民族传统项目“木球”引进中小学体育教学

探析

王怀虎 副教授 考试周刊 2008.1

110 米栏下栏落地支撑于栏间跑速度对跨栏跑成

绩的影响

张亚平 副教授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2008.6

论田径课教学与训练中教师的情感对教学效果

的影响

张亚平 副教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8.5

对主导与主体相结合的快乐健美操教学模式的

研究

高晓爱 副教授 甘肃科技 2008.23

结合阳光体育开展校园集体舞 魏玉琴 讲 师 科学大众 2008.12

优化控制法在背越式跳高技术教学中的 应用研

究

王麒麟 副教授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08.10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与推广传统健身活动的思

考

张纳新 副教授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08.12



普通高校建构散打选项课的三维空间 张纳新 副教授 搏击武术科学 2008.8

甘肃省天水市城乡中小学学生思想素质比较研

究

雷少华 副教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8.5

娱乐与健康视角下的高校健美操课程构建 贺改琴 教 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8.5

娱乐与健康并重的高师健美操课程体系构建 贺改琴 教 授 甘肃科技 2008.23

陇右地区中小学体育校本课程开发研究 郭 斌 讲 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8.5

天水旋鼓舞的社会特征与功能价值研究 郭 斌 讲 师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08.1

体育在构建西部和谐社会中的文化价值研究 杨 芳 教授 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 2008.1

人际关系在甘肃省普通高校体育教学心理环境

中的状况研究

王 军 副教授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8.2

甘肃普通高校体育教学物质环境现状初步研究 王 军 副教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8.2

合作学习教学法在体操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龚晨太 副教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8.2

体育教育专业体操普修课成绩评价的调查结果

与评价体系

龚晨太 副教授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8.3

高校体育舞蹈的创编及教学方法 张 成 副教授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08.1

陇右文化影响下的甘肃民间武术 蔡智忠 教 授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9.3

农村中小学课外校外体育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陈巧弟 讲 师 甘肃科技 2009.2

中小学体育教育对推动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发

展的功能探究

陈巧弟 讲 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9.5

天水师范学院公共艺术体操专选课的教学研究 陈玮 助 教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9.2

刘翔青少年时期主要专项素质聚类和协调模型

建立与分析

程晖 讲 师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09.1

中外优秀 110m 栏运动员主要技术指标与成绩的

灰色关联分析

程晖 讲 师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09.10

刘翔青少年时期主要专项素质与成绩的 GM

（1,N）模型研究

程晖 讲 师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2009.2

刘翔青少年时期主要专项素质聚类和协调模型

的建立与分析

程晖 讲 师 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 2009.2

世界优秀男子 110m 栏运动员衍生技术与成绩的

灰色关联度及全程分析

程晖 讲 师 河西学院学报 2009.5

我国体育教学运用多媒体教学模式的理论与实

践建构

范大明 副教授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09.1

颜元体育思想与阳光体育 高海利 讲 师 运动 2009.11

甘肃省本科院校贯彻实施新《体育课程教学指导

纲要》现状调查

高淑兰 讲 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9.5

对天水市中学生健美操兴趣、动机和参与程度的

调查与分析

高小爱 副教授 甘肃科技 2009.19

浅谈亚健康的产生原因及消除途径 郭斌 讲 师 科技信息 2009.2

西北五省学生体质下降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 郭卫 教 授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9.4

阳光体育背景下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健美操普修

课的改革思路

贺改芹 教 授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09.5

娱乐与健康视角下的高校健美操课程构建 贺改琴 教 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8.5

高师健美操课程的优化设计 贺改琴 教 授 山东体育科技 2009.1

高校健美操选项课程的优化设计 贺改琴 教 授 湖北体育科技 2009.1

竞技健美操实践与评分规则变化机制探析 贺改琴 教 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9.2

健美操入奥自身不融性和技术发展可融性因素

分析

贺改琴 教 授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09.4

个体心理环境在健美操显隐性课程中的创设 贺改琴 教 授 甘肃科技 2009.5

竞技健美操集体六人操队形运用及变化分析 贺改琴 教 授 辽宁体育科技 2009.5

新规则与健美操竞争态势分析 贺改琴 教 授 体育文化导刊 2009.8

健康标准与体适能的比较研究 黄铎 教 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9.2



环境污染对于阳光体育的影响及其解决措施 霍锦顺 助 教 考试周刊 2009.47

污染环境对于阳光体育的影响及其解决措施 霍锦顺 助 教 考试周刊 2009.11

对于阳光体育内涵及发展探析 霍锦顺 助 教 中国科技博览 2009.12

旋鼓舞的文化内涵与健身研究 雷湃 讲 师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2009.4

甘肃高校男子排球技术分析与发展对策研究 雷湃 讲 师 陇东学院学报 2009.5

结合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加强青少年素质训练 雷少华 副教授 考试周刊 2009.10

企业实施体育赞助营销的商业权益保护研究 雷少华 副教授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9.2

论现代信息教育技术在体育教学与训练中的应

用

雷少华 副教授 河西学院学报 2009.2

试论如何培养大学生欣赏体育舞蹈比赛 刘大军 副教授 河西学报 2009.5

伏羲祭祀乐舞——夹板舞的历史演变及现代文

化价值研究

刘大军 副教授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09.8

新时期高校体育教育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程序模

式的构建

刘大军 副教授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2009.s1

甘肃省高校开展定向越野运动比较研究 刘仁憨 讲 师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2009.1

甘肃省农村中小学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现状

调查与研究

刘仁憨 讲 师 运动 2009.3

论阳光体育运动的人文价值探析 刘仁憨 讲 师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9.5

甘肃中小学开展无线电测向的现状与发展对策

研究

毛海燕 助 教 陕西教育(高教版) 2009.1

定向越野在甘肃高校开展的意义和可行性分析 毛海燕 助 教 河西学报 2009.2

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变化与实践互动的研究 秦婕 副教授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09.2

健身俱乐部参加健身健美操锻炼人群特点分析 秦婕 副教授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09.12

营业性健身健美操俱乐部锻炼人群现状分析 秦婕 副教授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09.6

体育教学中学生审美能力培养初探 秦秀红 讲 师 科教文汇(下旬刊) 2009.9

跆拳道运动对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研究 苏兴田 讲 师 搏击(武术科学) 2009.8

浅析太极拳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积极效应 孙俊生 副教授 搏击 武术科学 2009.1

体育专业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及干预措施

探讨

孙俊生 副教授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2009.s1

浅析体育教学中学生缺乏自信心的原因及对策 汪鸿宾 讲 师 甘肃科技 2009.18

对中药补调结合消除运动性疲劳的综述 汪鸿宾 讲 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9.2

甘肃省中小学校开展“阳光体育”现状调查及发

展对策研究

王怀虎 副教授 甘联大学报 2009.1

甘肃省城乡居民体育消费差距扩大现象的分析

及对策

王怀虎 副教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9.2

阳光体育与学生健康兴趣的培养 王怀虎 副教授 体育世界 2009.5

锅庄舞和跳竹竿在中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应用研

究

王怀虎 副教授 陇东学院学报 2009.5

天水市群众群众网球运动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王怀虎 副教授 甘联大学报 2009.S1

甘肃省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中小学体育教学中

的应用研究及对策

王怀虎 副教授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9.2

脊源性腰腿痛的解剖分析 王磊 讲 师 考试周刊 2009.49

脊源性腿痛的解剖分析 王磊 讲 师 考试月刊 2009.12

跨栏跑教学中采用活动式代替栏板的实验研究 王麒麟 副教授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09.7

我国高校发展沙滩排球相关问题分析 王晓东 副教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9.2

我国高校发展沙滩排球相关问题研究 王晓东 副教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9.2

高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新探究 王亚琪 副教授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9.12

高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新探究 王亚琪 副教授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9.12

天水市中小学校“阳光体育运动”开展现状及对

策研究

魏玉琴 讲 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9.5



实施阳光体育运动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魏玉琴 讲 师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09.11

体育舞蹈在高校阳光体育运动中的教育价值研

究

魏玉琴 讲 师 运动 2009.2

民族体育传统项目引入学校阳光体育运动探析 魏玉琴 讲 师 科学大众 2009.5

阳光体育运动的局限与超越——由阳光体育运

动开展的误区引发的思考

杨芳 教 授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09.2

新课程中的文化创新 曾华 讲 师 科学大众(科学教育) 2009.9

高等师范院校公共体育教学模式研究 张成 副教授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2009.2

新时期高校体育舞蹈选项课的课程设置 张成 副教授 考试周刊 2009.31

表象训练用于体育舞蹈教学的实验研究 张成 副教授 考试周刊 2009.51

甘肃高校青年体育教师职业道德失范的研究及

对策

张纳新 副教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9.5

天水夹板舞的表演及特性研究 张纳新 副教授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09.1

甘肃天水群众参与武术活动的行为特征 张纳新 副教授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09.10

对甘肃省农村初中生武术态度研究 张纳新 副教授 考试周刊 2009.2

民族传统体育在全民健身中发展的思考 张纳新 副教授 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 2009.2

新课标下高校体育专业田径普修课考核评价体

系研究

张纳新 副教授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09.6

田径课教学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教学效果的影

响

张亚平 副教授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09.1

影响优秀男子 110 米栏运动员专项成绩的技术因

素分析

张亚平 副教授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09.5

低氧运动对骨骼肌 mTOR/p70~(S6K)通路的影响 赵华 讲 师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9.12

体育隐蔽课程的功能与价值探析 朱杰 教 授 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 2009.6

体育教师专业化发展策略研究——以西北地区

为例

朱杰 教 授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09.6

多媒体技术在我国体育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范大明 副教授 运动 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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