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学科研项目汇总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及

下达编号
项目来源 负责人 职称

项目研究

起止日期

科研经费

(万元)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阈

下的中国体育文化核心价值

体系构(2011B157)

福建省哲学社

会基金
程一辉 教授

2011.9-2012.7
1.5

2 福建省体育旅游示范基地管

理办法及认定标准
福建省体育局 程一辉 教授 2013.8-2014.12 40.0

3 我国高校篮球俱乐部发展现

状与对策研究
侨办课题 程一辉 教授 2003.8-2005.8 1.0

4
“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产业

集群测度及发展对策研究（1

2CTY018）

国家社科基金 邢尊明 副教授 2012.6-2014.12 15

5
后奥运中国体育话语体系的

特点及基本范式研究（2010B

103）

福建省社会科

学规划基金
邢尊明 副教授

2010.8-2012.12
1.5

6

“体育产业集聚区域”产业集

群辨识、分布描述及发展对

策研究12SKGC-QT08

华侨大学“哲学

社会科学青年

学者成长工程

团队项目 

邢尊明
副教授 2012.4-2014.3 15

7
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实施进

程、特征分析及发展对策研

究

福建省社会科

学规划基金

邢尊明
副教授 2013.7-2014.12 1.5

8 海西建设背景下晋江体育产

业集群研究(JA10017S)

福建省教育厅

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

宋振镇 教授 2010.8-2011.7 1

9
海西建设背景下福建晋江体

育城市品牌营销战略与实践

研究（2009B130）

福建省哲学社

会基金
宋振镇 教授 2009.7-2010.9 1.5

10 高校篮球后备人才培养机制

现状研究（10QSK18）
侨办课题 扈伟 讲师 2010.12-2012.11 1

11
侨校侨缘优势下中华民族传

统体育的国际化推广与华文

教育研究(1672SS12065)

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哲学社科

基金

王 振 副教授
2011.9-2012.9

1.5

12
“大健康观”下高校学生体

质健康管理三维共享模式的

构建研究” （2011B156）

福建省哲学社

会科学课题基

金

王 振 副教授
2011.9-2012.9

1.5

13
健康促进生态学模型在青少

年体育锻炼行为群体干预中

的应用研究（13CTY024）

国家社科基金 胡国鹏 讲师 2013.8-2015.12 18

14
运动中耗氧耗氧量动力学在

耐力评定及训练中的应用研

究（2012B067）

国家体育总局

重点研究领域

攻关课题基金

胡国鹏 讲 师
2012.08-2014.8

10

15 运动中摄氧量动力学与有氧

耐力评定体系构建研究

国务院侨办科

研基金
胡国鹏 讲 师

2010.08-2012.8
1



体育学学术论文汇总

序号 论 文 名 称 作者 发表日期 发表刊物、会议名称

1
加入WTO后提高我国体育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分析
程一辉 2005.4 体育与科学

2 对我国高校篮球俱乐部构建与发展的研究 程一辉 2004.6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3
体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研究--

兼谈品牌对体育产业发展的作用
程一辉 2003.6 体育科学研究

4
校园体育文化的功能、价值取向及建设性对策

程一辉 2007.3 体育与科学

5
东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及其在学校体育教育中的

运用
程一辉 2004.4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6 实现北京2008年人文奥运的对策 程一辉 2007.3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7 东西方体育文化的比较研究 程一辉 2004.12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8 高校高水平篮球队的整体改革与建设 程一辉 1995.8 篮 球

9 论体育产业的传播与开发 程一辉 2004.5 体育科学研究

10
《对第五届CUBA联赛男子八强若干技术指标评析

》
宋振镇 2004.9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11
《从CUBA与NCAA的比较谈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发展

对策》
宋振镇 2003.3 上海体院学报

12 现阶段形势下关于CUBA的思考 宋振镇 2009.6 湖北体育科技

13
运动技术教学与训练中的“技术环境”理论探索

——华侨大学篮球教学训练理论与实践创新
邢尊明 2010.11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14
墨尔本大型体育赛事组织管理中的政府作用模式

研究
邢尊明 2011.3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htyxyxb.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htyxyxb.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htyxyxb.aspx


15
大型体育赛事隐性市场行为模式研究——

组织管理学视角且以北京2008年奥运会为例证
邢尊明 2010.12 体育与科学

16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理性多维审视 邢尊明 2009 体育与科学

17 体制改革：历史决定与主体选择 邢尊明 2011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18 体育文化产业在城市转型中的作用研究 邢尊明 2010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19 篮球运动融入闽南农村民俗节庆文化现象的启示 扈伟 2013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
篮球运动技术临场环境理论探究

扈伟 2013 体育成人教育学刊

21 论我国高校篮球后备人才培养机制 扈伟 2011 湖北体育科技

22 论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目标的价值取向 扈伟 2006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3
槲皮素干预对自行车运动员运动能力与抗氧化能

力影响及其关系研究
胡国鹏 2013.3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4
VO2max、VO2max等耐力指标在有氧耐力评定中的

比较研究
胡国鹏 2010.3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5
12周循环抗阻训练对男子大学生心血管动力学参

数的影响
胡国鹏 2010.2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26
高校师生健康的生态学模型分析与“大健康”促

进
胡国鹏 2012.5 体育科学研究

27
槲皮素配方运动饮料对自行车运动员炎症反应影

响的两阶段交叉试验研究
胡国鹏 2012.12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28 竞技体育运动中的抗氧化补剂研究现状与思考 胡国鹏 2012.12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9 最大耗氧量速度运动时的生理负荷分析及意义 胡国鹏 2005.8 体育科学

30
长期补充槲皮素对自行车运动员红细胞功能影响

的试验研究
胡国鹏 2013.7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31 大学高水平运动的运动情况调查研究 陈洪淼 2013.2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