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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简介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CHINA SPORT SCIENCE SOCIETY）成立于 1980 年，是我国成立时间长、

运作规范、社会影响较大，集学术性、科普性、公益性于一体的最大规模、最高层次的体育科技社

会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和发展体育科技事业的助手，是体育科技工作者

的忠实代表、推动体育科技创新和体育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的宗旨是团结和组织广大科技工作者，广泛开展体育科技活动，推动体育科

技创新和促进体育科技人才成长，为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促进体育产业发展、推动

体育文化建设服务。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是在国家民政部备案的社会团体法人，其业务主管单位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学会的常设办事机构挂靠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上级主管单位是国家体育总局。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

学会设常务理事会，由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和分会主任委员组成。秘书长负责主持学会日常工作。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设有 27 个分支机构和 3 个会刊，包括：体育社会科学分会、运动训练学分会、

运动医学分会、运动生物力学分会、运动心理学分会、体质研究分会、体育信息分会、体育仪器器

材分会、体育建筑分会、体育统计分会、学校体育分会、体育史分会、武术分会、体育产业分会、

体育管理分会、体育新闻传播分会、运动生理与生物化学分会、体能训练分会、反兴奋剂分会、运

动营养分会、国际交往工作委员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学术工作委员会、继续教育工作委员会、期

刊工作委员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体育科学》、《中国运动医学杂志》和《运

动医学与健康科学》（英文），全国 27 个省（区、市）和 3 个计划单列市建立了地方体育科学学会。

四十年来，中国体育科学会团结和组织广大体育科技工作者，倡导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

科学精神，坚持“为体育中心工作服务，为提高体育科学化水平服务，为体育科技工作者服务，加

强自身建设”的工作定位和“科学引领体育、科技支撑体育”的指导方针，围绕体育中心工作，面

向体育运动实践，组织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科学研究、科技创新、学术交流、科普推广、科技评价、

国际交往、科技咨询、科技服务、组织建设、会员服务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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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工作得到了国家民政部、国家科技部、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科协的充分肯定和认可，2005

年学会获得国家科技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先进集体”称号；2005 年和 2006 年两次获得中国

科协“全国学会科普日活动先进单位”称号，2006 年获得中国科协第三届“优秀调研报告组织奖”，

2007 年获得中国科协“先进学会”荣誉，2008 年获得科技部“科技奥运先进集体”，2012 年、

2013 年和 2015 三次获得中国科协“全国学会科普工作先进单位”，2013 年获得中国科协“全国

学会财务决算评比先进单位奖”；2005 年学会办事机构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学会处获得“国

家体育总局系统先进集体”荣誉，2015 年学会处获得“国家体育总局全国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先进

集体”荣誉，2020 年荣获中国科协“优秀抗疫学会”荣誉。2015 年，学会在国家民政部开展的全

国性社会组织评估中荣获 4A 等级，并在中国科协所属的 202 个全国学会中跻身特色学会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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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体育学院简介

山东体育学院创建于 1958 年，是山东省唯一一所独立设置的普通高等体育院校。现有济南和

日照两个校区，建筑面积 58 万平方米。正在建设的青岛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一期占地 605 亩，建

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17 亿元），为政府交钥匙工程，将于 2023 年秋季交付使用。

现有教职工 700 多人，其中正高级 75 人、副高级 253 人，博士生导师 14 人、硕士生导师 227 人，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高层次

人才 50 人，博士 94 人（另有在读博士 30 人），健将 68 人。在校生共计 1 万余人，其中本科生

8300 余人、研究生 600 余人、附属中学 1300 余人。

学校是山东省 2017—2023 年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全国首批体育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

和体育学硕士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有体育学一级学科，下设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

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运动康复学等 5 个二级学科，以及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社会体

育指导等 3 个体育专业硕士学位培养领域，与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英国拉夫堡大学等联

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有本科招生专业 23 个（其中招生专业 15 个，包括体育教育、运动训练、武术

与民族传统体育、特殊教育、运动人体科学、运动康复、应用心理学、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新闻学、体育经济与管理、健康服务与管理、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休闲体育、

舞蹈表演），其中 2 个（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休闲体育专业）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8

个（体育教育、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人体科学、特殊教育、运动康复、应用心理学、

体育经济与管理）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占招生专业总数 66.7%。

学校设有 12 个教学机构，包括研究生教育学院、国家足球学院和国家篮球学院（全国唯一省部

共建的以足球、篮球为特色的应用型国家级专项运动学院）、体育教育学院、竞技体育学院（中国

举重学院）、武术学院、体育艺术学院、运动与健康学院、体育传媒与信息技术学院、运动休闲学院、

体育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院。另建有 1 所附属中学（加挂山东省体育实

验中学）。

学校高度重视“政产学研”协同创新，近年获批国家级项目 17 项、省部级项目 200 余项，发

表高质量学术论文 500 余篇，荣获教学科研奖励 30 余项。建有“一带一路”国家体育文化研究中心、

全国普通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螳螂拳）、全国幼儿体育发展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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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球运动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育总局科学健身示范区、齐鲁体育文化博物馆、山东省科学健身指

导中心、运动促进健康科技协同创新中心、体育健身器材装备与技术重点实验室、运动健康与健康

科技重点实验室、山东省校园足球发展研究中心、山东省体育政策研究院（中心）、山东省体育产

业发展研究院（中心）、山东省体育艺术发展研究中心、齐鲁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发展中心、

山东省戒毒研究中心戒毒康复实验室、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中心、体育科学研究院、体育社会

科学研究院、运动监控大数据中心、体育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山东省省直机关职工体质健康管理指

导中心、山东省老年人运动与健康研究中心、山东省互联网 + 体育科技协同创新孵化基地等 40 余

个科技创新服务和人才培养平台。主办《山东体育学院学报》《山东体育科技》。图书馆藏书 261

万册，是省内最大的体育文献信息资源中心。

学校创新推进“训科医教培”五位一体训练基地建设，建有国家举重队备战奥运会训练基地、

国家田径队奥运备战及青训基地、中国橄榄球协会奥运备战基地和山东省体育局日照训练基地，打

造全国体育院校篮球联赛（SCBA）和中国体育科技创新大赛两个国家级品牌赛事。

建校 60 多年来，学校累计培养 5 万多名优秀人才。在近六届奥运会上，张常鸿、孙一文、张梦雪、

李晓霞、张成龙、周璐璐、奚爱华、邢傲伟、林伟宁、邢慧娜、唐功红等优秀学子勇夺 15 枚金牌，

其中在第 32 届东京奥运会上勇夺 2 金 3 铜，在第十四届全运会上斩获 38 金 30 银 25 铜。学校被

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全国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5 次获得省委省政府通令嘉奖、集体一等功等表彰。

2021 年，学校又荣获国家文化和旅游部通报表彰、山东省人民政府通报表彰，被授予“山东省五一

劳动奖状”。

“十四五”时期，学校继续秉承“坚卓竞远、严勤创实”的校训校风，深入践行“对接需求、

协同创新、集聚特色”发展理念，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积极服务健康中国、

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等国家战略，努力建设国际知名、国内著名、特色鲜明的应用型专业体育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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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体育科学学会简介

山东体育科学学会实行会员制，由热心体育科学技术的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自愿组成，是依法

登记的全省性、非营利性、学术型社会团体。接受业务主管单位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登记管理机

关山东省民政厅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学会的宗旨是团结和组织广大科技工作者，倡导献身、创

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在严格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和社会道德风尚下，广泛开展体育科技活动，

促进体育科技事业的发展和体育科技人才的成长，为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服务。

 主要业务工作：

（一）组织开展体育学术交流活动。

（二）组织开展体育科普活动。

（三）组织开展继续教育活动。

（四）组织开展与体育有关的各类咨询、培训活动。

（五）接受委托承担课题结题验收工作。

（六）组织编辑出版体育科技期刊、科普读物和信息资料，开展相关研究。

（七）加强同外省和境外体育科学技术团体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联系与交往，开展国际和省际

的体育学术交流。

（八）举荐在学会活动中做出优异成绩的会员和学会专兼职工作人员。

（九）向有关部门反映体育科技工作者的意见和要求，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举办为体育科技

工作者服务的活动。

（十）接受政府、其它单位委托组织开展有关工作。

学会设运动训练学、体育社会学、运动医学、体育信息、运动心理学、体育仪器器材、运动生物力学、

体质与健康促进、运动生理生化、体育产业专业委员会十个分支机构，办事机构为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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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组织委员会

（一）主办单位组委会

主任委员

冯连世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副主任委员

谢敏豪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张    剑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李业武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祝    莉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陈佩杰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刘    青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敖英芳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季林红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委       员

杨   桦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体育社会科学分会主任委员

陈立人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运动训练学分会主任委员

李国平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运动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王   清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运动生物力学分会主任委员

姚家新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运动心理学分会主任委员

袁   虹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体育工程分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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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锋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体育建筑分会主任委员

陈   彦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体育统计分会主任委员

高   峰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学校体育分会主任委员

黄   金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体育史分会主任委员

张秋平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主任委员

戴   健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体育产业分会主任委员

陈   伟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体育新闻传播分会主任委员

田   野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运动生理与生物化学分会主任委员

吕万刚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体能训练分会主任委员

漆昌柱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钟秉枢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国际交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姚守齐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继续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杨   杰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杨国庆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马宏俊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陈景东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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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组委会执行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廉   森   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副所长

副组长：祝   莉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杨   杰   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副所长

执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林帅天     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学会秘书处处长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秘书长

副主任：王新宝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秘书长

             高利君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秘书处综合部部长

             陈晓辉     国体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成   员：田野、彭雯、战鹏旭、韩炜

（二）承办单位组委会

主任委员

李   政 山东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   惠 山东省日照市委书记

李在武 山东省日照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  毅 山东体育学院党委书记、山东体育科学学会理事长

毛德伟 山东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毛莉虹 山东体育学院院长 

副主任委员

张柄臣 山东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栾风岩 山东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   波 山东省日照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教育工委书记

林彦芹 山东省日照市政府副市长

吕祥永 山东省日照市政府副市长

孟凡香 山东省日照市政协副主席、市体育局局长

李   新 山东体育学院副院长

张疆之 山东体育学院副院长 

张佃波 山东体育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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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

许铁军 山东省体育局科技宣传教育处处长

王海波 日照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孙正武 市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王军卫 市委网信办主任

刘玉贤 市接待事务中心主任

刘汉营 市委教工委常务副书记、市教育局局长

熊桂登 市公安局政委、二级警务专员

申淑清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张玉新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

宋   强 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主任 

陈洪震 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

连增威 山东体育学院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部长

赵孝彬 山东体育学院日照校区管委会副主任、竞技体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杜   韬 山东体育学院日照校区管委会副主任、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院院长

张   凉 山东体育学院日照校区管委会副主任、机关第三党总支书记

王玉珠 山东体育学院科技处处长

卢朝霞 山东体育学院体育传媒与信息技术学院院长

田雪文 山东体育学院运动与健康学院副院长、体育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

  山东省体育科学健身指导中心主任

王海波 日照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李卫平 山东省老年体协养生保健委员会秘书长、山东体育学院特聘顾问

卢   伟 日照市体育局副局长

姚如胜 山东体育学院党委院长办公室副主任、日照校区办公室主任

马   飞 山东体育学院竞技体育学院副院长、日照校区教学科研部副主任



第十二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
The 12th National Convention on Sport Science of China

会议指南
Conference Guide

—11—

参会须知

一、参会渠道

（一）下载会议软件

参会代表须提前下载“迈聆会议”软件，大会开幕式、大会主报告及各学术交流会场均需使用该软

件进行登录后，才能参会和进行学术交流。

（二）线上展示平台

本届大会的专题报告、墙报交流、热点沙龙、中外研讨以及体育科技展览展示、体育人才交流等活

动将通过线上平台进行展示。

在已经下载并安装“迈聆会议”软件的基础上，可通过点击线上展示平台的相应模块窗口或由大会

组委会工作人员提前发送的会议房间链接进入相应会场。

参会代表可通过点击线上展示平台提前浏览、熟悉会议论文，参与体育科技展览展示、体育人才交

流等活动。

二、会议要求

（一）专题口头报告

1. 交流形式为专题口头报告的参会代表请于 3 月 19 日 -3 月 23 日进行会议软件功能测试，具体测

试时间由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通过短信、电话或微信的形式通知参会代表，测试内容包括会议软件功能、

网络环境、报告 PPT 效果等，测试时请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安排。

2. 按照专题口头报告详细日程安排，各报告人至少提前 20 分钟到达线上会议室等候室，根据管理员

提示，准备报告 PPT，准时进行学术报告。

3. 各专题口头报告会场主报告人的报告时间为 20 分钟，论文录取作者的报告时间为 10 分钟，报告

人报告时间进入倒计时 3 分钟，主持人或线上会场管理员将进行提醒，到时自动停止报告，请勿超时。

4. 各会场专题口头报告结束后，主持人将视情况主持在线学术交流与研讨，参会代表可在线举手申

请提问和交流。

（二）墙报交流

1. 交流形式为墙报交流的参会代表请于 3 月 20 日 -3 月 24 日进行会议软件功能测试，大会组委会

将通过短信的方式通知各参会代表，请各参会代表在接收短信后及时与短信中指定的工作人员联系，按

照工作人员的时间安排，积极配合完成测试工作。测试内容包括会议软件功能、网络环境，测试时请听

从管理员安排。

2. 按照墙报交流详细日程安排，各交流代表至少提前 20 分钟到达线上会议室等候室，墙报交流论文

已上传至线上展示平台“墙报摘要”模块，参会代表对自己所关注的学术议题进行提前查阅，熟悉想要

交流论文的详细内容，以便在墙报交流直播间进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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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墙报交流会场以每 6 篇论文为一组进行展示，每组交流时间为 20 分钟，展示形式以 PPT 的形

式播放（PPT 内容由大会组委会提供）。由于学术交流时间有限，PPT 展示内容仅涉及论文题目、第一

作者及论文关键词等信息，各组论文作者在交流时间段全程在线，参会代表可在线举手申请提问和交流。

4. 各组交流时间进入倒计时 5 分钟将由线上会场管理员进行提醒，本组交流时间到时，将自动停止

本组论文交流，进入下一组墙报交流。

（三）热点沙龙

热点沙龙会场首先由主持人就本场热点问题进行报告，时间 10-20 分钟。报告结束后，主持人就报

告内容与参会代表进行学术交流，参会代表可在线举手申请提问和交流。

注 意 事 项

1. 报告人做报告期间，请其他参会代表将麦克风调至静音，申请交流发言请举手，遵守会场秩序，

听从主持人和管理员的安排。

2. 参会代表所有交流发言内容仅限学术领域，如超出学术内容，主持人和管理员有权制止或禁止其

发言。

3.所有录取为专题口头报告和墙报交流的作者未按照大会学术交流安排和规定的时间完成学术交流，

将不颁发学术交流论文证书。

4. 因参会人员较多，组委会工作人员人手紧、任务重，各学术会场工作人员将通过发送手机短信的

形式与相应会场的参会代表取得联系，请务必保持通讯畅通，及时查看短信，与工作人员建立沟通渠道，

理解并支持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辛苦工作，如需帮助，请咨询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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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3 月 25 日

（星期五）

9:00-11:50
开幕式

主报告

日照主会场：日照市文博中心

北京分会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14:00-18:00
专题报告

墙报交流
“迈聆会议”线上各分会场

19:00-21:00
热点沙龙

中外体育学术交流
“迈聆会议”线上各分会场

3 月 26 日

（星期六）

8:00-12:00
专题报告

墙报交流
“迈聆会议”线上各分会场

14:00-18:00
专题报告

墙报交流
“迈聆会议”线上各分会场

19:00-21:00 热点沙龙 “迈聆会议”线上各分会场

3 月 27 日

（星期日）

8:00-12:00
专题报告

墙报交流
“迈聆会议”线上各分会场

下午 离会

体育科技展览展示、体育人才交流等活动将通过线上展示平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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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议程

时      间

2022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9:00-9:50

地      点

山东省日照市文博中心（主会场）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分会场）

主  持  人

冯连世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北京分会场）

议      程

（一）宣布第十二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开幕式开始

（二）介绍到会主要领导和嘉宾

（三）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理事长李颖川致词（北京分会场）

（四）日照市人民政府市长李在武致词（日照主会场）

（五）山东体育学院党委书记王毅致词（日照主会场）

（六）颁发第十二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贡献奖（日照主会场）

（七）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张剑宣读第九届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

        （北京分会场）

（八）向荣获第九届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科学技术奖一、二、三等奖代表颁奖（北京分会场）

（九）宣布第十二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开幕式结束，大会主报告开始，邀请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副理事长敖英芳主持大会主报告（北京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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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题报告

时      间

2022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9：50-11：50

主  持  人

敖英芳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议      程

（一）报告人：鲍明晓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

          报告题目：新发展格局下体育发展新理念、新动能、新模式、新机制 

（二）报告人：高    峰      空军军医大学教授

          报告题目：运动防治慢病：机制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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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会场安排一览表

第一单元

日期：3 月 25 日下午   
时间：14:00-18:00   

序号 专题名称 会议室

1 群众体育发展研究 专题会场一

2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发展成就与经验研究 专题会场二

3 体育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专题会场三

4 群众体育治理研究 专题会场四

5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研究 专题会场五

6 大型体育赛事可持续发展研究 专题会场六

7 新时代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专题会场七

8 体育部门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专题会场八

9 体育产业创新研究 专题会场九

10 体育产业政策研究 专题会场十

11 新媒体技术下的体育赛事传播研究 专题会场十一

12 体育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专题会场十二

13 体育文化遗产研究 专题会场十三

14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研究 专题会场十四

15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与话语构建 专题会场十五

16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阐释与社会考察 专题会场十六

17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康养功能与实验分析 专题会场十七

18 团队项目技战术训练理论与创新研究 专题会场十八

19 青少年运动训练负荷 专题会场十九

20 运动训练新理论与新方法研究 1 专题会场二十

21 冬奥备战 专题会场二十一

22 体医融合与运动处方 专题会场二十二



第十二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
The 12th National Convention on Sport Science of China

会议指南
Conference Guide

—17—

序号 专题名称 会议室

23 运动促进健康的生物学机制 专题会场二十三

24 运动损伤与康复生物力学 专题会场二十四

25 高水平运动员心理训练与心理健康 专题会场二十五

26 体育锻炼的心理效益 专题会场二十六

27 力量及爆发力训练科学化 专题会场二十七

28 体能训练科学化探索（一） 专题会场二十八

29 数字体育与图书文献研究 专题会场二十九

30 体育数据挖掘 专题会场三十

31 新时代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 专题会场三十一

32 学校体育的发展与嬗变 专题会场三十二

33 学校体育创新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专题会场三十三

34 学校体育改革发展的实践探索 专题会场三十四

35 中华优秀传统体育融入校园的理论与实践 专题会场三十五

36 学校体育的思政价值 专题会场三十六

37 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 专题会场三十七

38 体育课程思政的个案探索与经验分享 专题会场三十八

39 体育课程思政的发展路径研究 专题会场三十九

40 新时代体教融合的实践探索 专题会场四十

41 国民体质监测与研究（二） 专题会场四十一

42 运动与健康老龄化 专题会场四十二

43 全民健身的理论与实践 专题会场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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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日期：3 月 26 日上午   
时间：8:00-12:00   

序号 专题名称 会议室

1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背景下体育公共服务研究 专题会场一

2 新时代中华体育文化建设研究 专题会场二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研究 专题会场三

4 北京 2022 冬奥参赛与奥运遗产研究 专题会场四

5 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专题会场五

6 体育协会改革与发展研究 专题会场六

7 体育赛事商业运作与城市发展研究 专题会场七

8 体育服务业发展研究 专题会场八

9 体育场馆运营改革研究 专题会场九

10 冰雪运动产业发展研究 专题会场十

11 冰雪运动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专题会场十一

12 数字化·新媒体与体育传播实践研究 专题会场十二

13 职业体育历史与发展研究 专题会场十三

14 大众体育与项目文化发展研究 专题会场十四

15 历史语境中的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专题会场十五

16 武术与民族传承体育的当代传承与保护 专题会场十六

17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哲学社会科学思考 专题会场十七

18 非对抗性项目技战术 专题会场十八

19 青少年训练 专题会场十九

20 基于高新技术运动训练创新模式与方法研究 专题会场二十

21 竞技能力发展与调控 专题会场二十一

22 运动康复的新理论与新方法 专题会场二十二

23 特殊环境与运动 专题会场二十三

24 运动与脑健康、生物信息分析 专题会场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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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题名称 会议室

25 运动技术生物力学分析 专题会场二十五

26 体育锻炼与特殊人群心理问题 专题会场二十六

27 心理问题的运动干预 专题会场二十七

28 国际体能训练研究进展 专题会场二十八

29 体能训练测试与评价 专题会场二十九

30 体育装备工效评测与体育工程教育 专题会场三十

31 奥运会备战信息情报研究 专题会场三十一

32 综合评价实践与定量研究进展 专题会场三十二

33 体教融合的理论审视与实践创新 专题会场三十三

34 新时代深化体教融合的实践路径 专题会场三十四

35 体教融合与体育课程改革 专题会场三十五

36 深化体教融合的现实审视与未来展望 专题会场三十六

37 信息技术与学校体育创新发展 专题会场三十七

38 体教融合与学校体育创新发展 专题会场三十八

39 新时代深化体教融合的路径探索 专题会场三十九

40 体教融合引领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专题会场四十

41 体育教师培养的实践智慧 专题会场四十一

42 国民体质监测与研究 （一） 专题会场四十二

43 运动处方理论与实践 专题会场四十三

44 运动与健康促进 专题会场四十四

45 体育学术期刊发展的求证与探索 专题会场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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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日期：3 月 26 日下午   
时间：14:00-18:00   

序号 专题名称 会议室

1 后疫情时期全民健身发展研究 专题会场一

2 中国特色体育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研究 专题会场二

3 国内外体育发展相互促进研究 专题会场三

4 体育公共政策研究 专题会场四

5 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研究 专题会场五

6 职业体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专题会场六

7 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专题会场七

8 体育产业多元融合发展研究 专题会场八

9 体育旅游产业及融合发展研究 专题会场九

10 体育传播史论 专题会场十

11 奥林匹克运动与世界体育发展研究 专题会场十一

12 体育思想研究 专题会场十二

13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与产业融合 专题会场十三

14 武术国际传播的路径建构与问题反思 专题会场十四

15 体教融合背景下学校武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专题会场十五

16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专题会场十六

17 科技助力训练与参赛研究 专题会场十七

18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专题会场十八

19 当前运动训练理论热点问题研究 专题会场十九

20 中外竞技体育比较研究 专题会场二十

21 运动损伤 专题会场二十一

22 运动性疾病与疲劳 专题会场二十二

23 运动促进健康（一） 专题会场二十三

24 运动生物力学方法及应用研究 专题会场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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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题名称 会议室

25 学校体育与学生心理发展 专题会场二十五

26 心理学与学校体育行为促进 专题会场二十六

27 身体运动功能训练 专题会场二十七

28 体能训练科学化探索（二） 专题会场二十八

29 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体育领域的应用 专题会场二十九

30 国外体育政策及体育院校外语学科建设研究 专题会场三十

31 竞赛技术统计与分析 专题会场三十一

32 新时代体育教育专业改革与创新 专题会场三十二

33 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探索 专题会场三十三

34 新时代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专题会场三十四

35 青少年体育锻炼的理性审视 专题会场三十五

36 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理论与实践 专题会场三十六

37 青少年体质健康的监测与干预 专题会场三十七

38 青少年体质健康的评估与促进 专题会场三十八

39 体育中高考改革的实践探索 专题会场三十九

40 运动干预与学生体质健康 专题会场四十

41 运动增强体质与健康的机制与应用 专题会场四十一

42 智慧化与体质研究方法创新 专题会场四十二

43 休闲体育 专题会场四十三

44 运动戒毒理论与方法创新 专题会场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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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

日期：3 月 27 日上午   
时间：8:00-12:00   

序号 专题名称 会议室

1 当代中国体育发展成就与经验研究 专题会场一

2 竞技体育与赛事治理研究 专题会场二

3 社区与学校体育治理研究 专题会场三

4 大型体育场馆与体育城市建设研究 专题会场四

5 城市群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专题会场五

6 我国体育消费升级研究 专题会场六

7 体育消费升级与区域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专题会场七

8 体育媒介·受众及效果研究 专题会场八

9 历史·口述与冰雪运动 专题会场九

10 人类学视野下的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专题会场十

11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回应时代诉求的新思索 专题会场十一

12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建设与赛训探索 专题会场十二

13 对抗性项目技战术 专题会场十三

14 运动训练新理论与新方法研究 2 专题会场十四

15 运动训练负荷与监控 专题会场十五

16 运动防治疾病 专题会场十六

17 运动促进健康 专题会场十七

18 身体机能的评价与调控 专题会场十八

19 运动促进健康（二） 专题会场十九

20 大众体育生物力学研究 专题会场二十

21 运动与认知神经科学 专题会场二十一

22 体育社会心理学 专题会场二十二

23 特殊人群及特种行业体能训练 专题会场二十三

24 装备研发与应用 专题会场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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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题名称 会议室

25 体育统计方法应用 专题会场二十五

26 我国体育建筑发展的探索 专题会场二十六

27 青少年健康素养的理论关照与实践探索 专题会场二十七

28 学生体质健康评价与促进 专题会场二十八

29 校园足球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专题会场二十九

30 学校体育项目多样化的探索与实践 专题会场三十

31 学校体育赛事体系的优化与改革 专题会场三十一

32 中外学校体育比较与互鉴 专题会场三十二

33 幼儿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经验与展望 专题会场三十三

34 幼儿体育活动的改革创新 专题会场三十四

35 幼儿体育实践经验的凝练与共享 专题会场三十五

36 体医融合理论与实践 专题会场三十六

37 体育活动与久坐行为的监测与评估 专题会场三十七

38 运动戒毒实践与应用推广 专题会场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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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报交流安排一览表

日期：3 月 25 日下午   
时间：14:00-18:00       

序号 分会名称 会议室

1 体育管理分会

墙报会场一

墙报会场二

墙报会场三

2 体育产业分会

墙报会场三

墙报会场四

墙报会场五

墙报会场六

墙报会场七

3 运动医学分会

墙报会场七

墙报会场八

墙报会场九

墙报会场十

4 体能训练分会

墙报会场十

墙报会场十一

墙报会场十二

墙报会场十三

5 体育工程分会 墙报会场十三

6 体育建筑分会
墙报会场十三

墙报会场十四

7 反兴奋剂分会 墙报会场十四

8 期刊工作委员会 墙报会场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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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3 月 26 日上午   
时间：08:00-12:00           

序号 分会名称 会议室

1 体育新闻传播分会
墙报会场一

墙报会场二

2 体育史分会
墙报会场二

墙报会场三

3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

墙报会场三

墙报会场四

墙报会场五

墙报会场六

墙报会场七

4 体育信息分会
墙报会场七

墙报会场八

5 体育统计分会
墙报会场八

墙报会场九

6 体质与健康分会

墙报会场九

墙报会场十

墙报会场十一

墙报会场十二

墙报会场十三

7 运动营养分会
墙报会场十三

墙报会场十四

8 运动戒毒与康复训练 墙报会场十四



第十二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
The 12th National Convention on Sport Science of China

会议指南
Conference Guide

—26—

日期：3 月 26 日下午   
时间：14:00-18:00               

序号 分会名称 会议室

1 运动生物力学分会
墙报会场一

墙报会场二

2 学校体育分会

墙报会场二

墙报会场三

墙报会场四

墙报会场五

墙报会场六

墙报会场七

墙报会场八

墙报会场九

墙报会场十

墙报会场十一

墙报会场十二

墙报会场十三

墙报会场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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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3 月 27 日上午   
时间：08:00-12:00               

序号 分会名称 会议室

1 体育社会科学分会

墙报会场一

墙报会场二

墙报会场三

墙报会场四

2 运动训练分会

墙报会场四

墙报会场五

墙报会场六

墙报会场七

墙报会场八

墙报会场九

3 运动生理生化分会

墙报会场九

墙报会场十

墙报会场十一

墙报会场十二

4 运动心理分会

墙报会场十二

墙报会场十三

墙报会场十四

墙报会场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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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沙龙会场安排一览表

会场名称 日期 时间 会议室 主讲人

运动训练奥运遗产：全球视角与中国思考 3 月 25 日 19:00-21:00 热点沙龙会场一
陈小平

黎涌明

科技助力冬奥备战：人 - 机 - 环 3 月 25 日 19:00-21:00 热点沙龙会场二 徐金成

运动处方新进展：运动与脑健康 3 月 25 日 19:00-21:00 热点沙龙会场三
王正珍

王   艳

运动康复师认证：标准与规范 3 月 25 日 19:00-21:00 热点沙龙会场四 矫   玮

青少年体能训练：如何实现科学化？ 3 月 25 日 19:00-21:00 热点沙龙会场五
尹   军

李丹阳

智能科技硬件与复合型团队助力竞技 3 月 25 日 19:00-21:00 热点沙龙会场六

李春雷

姜自立

刘   舒

李清正

王   惠

“后冬奥”机遇与“后疫情”挑战：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价值与意义阐释
3 月 26 日 19:00-21:00 热点沙龙会场一 易剑东

从东京到巴黎：我国奥运参赛总结与展望 3 月 26 日 19:00-21:00 热点沙龙会场二 杨国庆

足球俱乐部股权改革 : 难题与破题 3 月 26 日 19:00-21:00 热点沙龙会场三
鲍明晓 

黄竹杭

运动戒毒：方法创新与应用推广 3 月 26 日 19:00-21:00 热点沙龙会场四
袁存凤

董贵俊

学校体育改革：“教会、勤练、常赛”与

健康体育课程模式
3 月 26 日 19:00-21:00 热点沙龙会场五

季   浏

潘绍伟

动商研究：现状与前景 3 月 26 日 19:00-21:00 热点沙龙会场六
王宗平

张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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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体育学术交流会日程

日期：3 月 25 日

时间：19:00-21:00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内容 主持人 内容 主持人

19:00-19:10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领导开幕致辞 钟秉枢

19:10-19:30

论题 1 报告人 1

Michel Desbor-

des（法国）

郑晓鸿

论题 2 报告人 1

SUZUKI Koya（日本）

周庆杰

论题 3 报告人 1

Scott Pedersen

（澳大利亚）

董进霞

19:30-19:35 主持人评论 主持人评论 主持人评论

19:35-19:55

论题 1 报告人 2

Holger Preuss（德

国）

论题 2 报告人 2

Bo Shen（美国）

论题 3 报告人 2

吴昊（中国）

19:55-20:00 主持人评论 主持人评论 主持人评论

20:00-20:20
论题 1 报告人 3

刘东锋（中国）

论题 2 报告人 3

马新东（中国）

论题 3 报告人 3

Morten B Rand-

ers（丹麦）

20:20-20:25 主持人评论 主持人评论 主持人评论

20:25-20:45

论题 1 报告人 4

SUZUKI Daichi

（日本）

论题 2 报告人 4

Denis Parisot（法国）

20:45-20:50 主持人评论 主持人评论

20:50-21:10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领导闭幕总结 马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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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foreign Sport Academic 
Exchange Conference

Date: March 25
Time: From 7 p.m. to 9p.m

Time Contents Host Contents Host Contents Host

19:00-19:10 Opening speech by the leader of Chinese Sport Science Society
Zhong 

Bingshu

19:10-19:30
Topic 1, Speaker 1
Michel Desbordes 

(France)

Zheng 
Xiaohong

Topic 2, Speaker 1
SUZUKI Koya(Ja-

pan)

Zhou 
Qingjie

Topic 3, Speaker 1
Scott Pedersen (Aus-

tralia)

Dong 
Jinxia

19:30-19:35 comments by host comments by host comments by host

19:35-19:55
Topic 1, Speaker 2

Holger Preuss (Ger-
many)

Topic 2, Speaker 2
Bo Shen(US)

Topic 3, Speaker 2
Wu Hao (China)

19:55-20:00 comments by host comments by host  comments by host

20:00-20:20
Topic 1, Speaker 3

Liu Dongfeng (Chi-
na)

Topic 2, Speaker 3
Ma Xindong (Chi-

na)

Topic 3, Speaker 3
Morten B Randers 

(Denmark)

20:20-20:25  comments by host  comments by host comments by host

20:25-20:45
Topic 1, Speaker 4
SUZUKI Daichi 

(Japan)

Topic 2, Speaker 4
Denis Parisot 

(France)

20:45-20:50 comments by host comments by host

20:50-21:10 Closing summary by the leader of Chinese Sport Science Society
Ma Xin-

d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