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研究生招生宣传体育科学学院内容简介

一、 学院院标图片

二、 学院简介

沈阳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是学校下属的二级学院，学院下设体

育教育系、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系、公共体育部、体育社科

研究中心、场馆服务中心、学院办公室、本科生、研究生管理工作办

公室等。2006 年获得体育学硕士点一级学科涵盖体育人文社会学、

体育教育训练学、运动人体科学及民族传统体育四个二级学科，及体

育硕士专业学位硕士点（包括体育教学及运动训练两个专业领域）。

2022 年体育教育专业评为国家一流专业。

学院现有教职员工 75 人，其中教师 59人，行政、教辅及后勤管

理人员 16人。导师团队专职硕士生导师 16人，其中博士学位 8 人，

国家社科通讯评审专家 3人，省政府学位委员会体育学科评议组成员

1人，省体育局政策咨询专家 3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科评审专家

3人，省体育局运动项目兼职科研教练 2 人。省体育教学指委副主任

委员 1 人。在国内各种学术团体、协会兼职近 20余人次。



体育科学学院拥有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家体

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体育文化研究基地，沈阳市社科冰雪研究及

文化发展研究基地、沈阳市大学生体育人才培养基地，辽宁省体育职

业认证基地。辽宁省体育科学学会下体育产业分会挂靠单位。共获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国家自然基金项目题 17项、各类省部级项目 40余

项、其它省级课题 150 余项；出版著作和教材 60 余部，中文核心以

上论文近 100 余篇；获得省部级成果奖 10余项、其他成果奖 200 项；

获省级精品课 2 门，省级教学团队 1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 个。

多年来，体育科学学院在各方面工作中取得了突出成绩，实现了

预期的发展目标。在未来的发展中决心把体育学科建成本科教育与研

究生教育、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体育社科特色突出，学科结构合理，

师资力量雄厚，科研成果显著，人文环境和谐，全国知名，是有实力、

有影响的省属一流体育科学学院。

三、 学科专业特色

1.拥有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体育

总局批准为体育文化发展研究基地，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 为本学科所开展的辽宁区域体育研究及交流、民族传统体育及文

化研究、体育产业发展、全民健身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等，搭建了高

起点的学术平台。

2.逐渐形成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以服务区域面向全国体育发展

为宗旨，具有学科特色的系列成果，如冰雪运动场馆公共服务制度研

究、群众体育赛事引入社会力量协同治理、大型赛事场馆、青少年体



育生活方式与锻炼习惯的教育干预、学龄前儿童感统失调机理及运动

干预等国家及部委课题 40余项，累计经费达近 220 万元以上。

3.形成了“冰雪运动项目特色方向”“体育产业与公共体育服务”

“ 幼儿与青少年体育锻炼与健康绩效”和“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整理与编撰”学科特色方向团队。具有稳定的学术队伍、研究方

向及高层次人才培养渠道。学术队伍年龄结构合理、学历层次较高，

形成稳定的梯队发展布局，保证了学术探索的持续性和深入性。

4.由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体育场馆公共服务供求的区域差异

与制度创新》，就我国体育场馆的公共服务供求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

持续发展的对策。课题研究成果议案建议素材得到了辽宁省人大代表

和政府办结部门的高度评价和肯定。对幼儿及青少年相关研究成果，

紧密结合国家政策和体育发展需求，为服务社会和促进青少年一代的

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 招生专业目录



五、 导师简介

田英，女，三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

高等学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通讯评审专家，《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审稿专家，

中国高教协会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国家级健美操培训导师，全国全民健身操舞培训

导师。研究方向：幼儿青少年体力活动与健康促

进、体育教学与训练、休闲体育。

科研成果：主持完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1 项；主持省部级项

目 7项、参与国家及省部级项目 10余项；主编著作 4 部、主编教材

3 部、在 SCI、SSCI 及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省级论文

20余篇。多次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及省级健美操比赛并获奖。

潘书波，女，三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三级教授。曾先后获得沈阳师范大学优秀

教师、科研标兵、三八红旗手等光荣称号。

目前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和学校体

育，从事乒乓球、砂板乒乓球及篮球公共

课教学工作。

科研成果：先后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60余篇，主持省部级、市级课题

20余项；出版专著 6部，具有较为丰富的教学经验及科研水平。



于晶，女，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体育教

育（国家一流专业）专业负责人，运动人体

科学学科带头人。2018 年入选沈阳市高层次

人才。现为“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的教育评估监测专家库专家，辽宁省

运动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沈阳体育学院

学报》（国家核心）外聘评审专家；“辽宁省体操击剑武术运动管理

中心”心理训练指导专家；“蒲公英实验幼儿园”幼儿体育活动指导

专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运动感觉、主观幸福感、感觉统合失调儿童

的专项运动干预研究、多动症（ADHD）儿童的原始反射整合训练研究。

科研成果：现主持国家级课题 2 项，主持完成国家级课题子课题与省

部级课题 4项，参与课题多项；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与省级期刊等发表

学术论文 40多篇；出版专著与编著各 1部；指导研究生获得 2022 年

省级优秀毕业论文。

石云龙，男，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为体育教学与管理、体育产业。

科研成果：在教学方面，主持辽宁省教育规划项

目、校教改立项各一项，曾获辽宁省教育软件大

赛二等奖。在科研方面，主持省部级项目 6 项，

发表 CSSCI 论文 5 篇，出版专著 1 部，获国家发

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3 项。在指导学生方面，乒乓球、武术高



水平队以及田径队多次获全国及省大学生比赛冠亚军，指导学生获国

家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各 1 项。

李安娜，女，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被评为沈

阳市优秀研究生导师。主要讲授体育科研方法、体

育经济与产业、专业外语等课程；研究方向为体育

经济与产业、体育教学。

科研成果：作为主持人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

目 1项、省部级项目 8 项；在《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等 CS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 10 余篇；独立著有

国家一级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 2部；主持课题获得国家体育总局体育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1 项。

黄聪，男，博士，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体育学系副系

主任，国家体育总局浙江大学体育现代化发展

研究中心副主任。担任 SCI 期刊《Frontiers in

Physiology》客座编辑以及 15 本 SCI/SSCI 期

刊或中文一级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运动体质健康促进

与慢病防控、运动处方理论及应用等。

科研成果：发表 SCI/SSCI 检索论文 30 余篇。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

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 & Exercis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Age & Ageing 等高水平学术期刊上。正在或

曾经主持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青年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资助、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多项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目。主持或

参与多门运动健康促进相关在线课程的建设工作。

王岸新，男，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级

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乒乓球国家二级运动员；

辽宁省老龄协会养老专家委员。曾经从事十一

年临床医疗工作，2001 年在沈阳体育学院攻读

全日制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学位，2004 年至

今在沈阳师范大学体育科学院任教，先后讲授

运动解剖学、体育保健学、运动医学、舞蹈解剖学等课程。研究方向

为体育保健康复与损伤防护。

科研成果：主持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及其他省级课题数

项，发表论文十几篇。

丛冬梅，女，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获得我

校“十佳杰出女教师”荣誉称号。主讲体育社会学、

体能训练管理与方法、体育管理学等课程；主要研

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学等。

科研成果：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 项、省部



级课题 5 项，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3项；国

家一级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 1 部、参编出版著作 9 部；在《体育与

科学》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10 余篇；参与课题曾获得国家体育总局‘十

一五’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刘海燕，女，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沈

阳市体能协会名誉顾问，讲师团成员。研究

方向为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体能训练。

科研成果：曾主持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育

总局体育文化研究基地，辽宁省社科基金、

省社科联、省体育局课题研究项目，参与各

级各类项目多项。发表国家级核心期刊近 10

篇，参与编写著作多部，省级科研奖励多项，指导学生获得辽宁省大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辽宁省大学生从师技能比赛一等奖。

倪京帅，男，博士后，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休闲）文化传

播、运动员权利保护。

科研成果：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

般项目 1 项、国家体育总局决策咨询研究重

点项目 1 项、上海市体育决策咨询研究课题

4项，上海市学校体育科研课题 1 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2项；出版专著 1 部；主编教材 2部；以第一作者在体育类核心期

刊发表 15篇，中文类学术期刊 30多篇，其中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1 篇，

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2篇；获得上海市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

王丽岩，女 ，硕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健康

医学院康复学院 副教授。上海体育学院运

动人体科学专业博士。研究领域：运动人体

科学、运动心理学、认知与行为康复。

科研成果：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基金及省部

级科研项目 10余项，在《体育科学》《中国

运动医学杂志》等中文核心期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40 余篇，编译

书籍 3 部。

张孝权，男，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导师专业方向运动人体科学，主要从事康

复生物力学、人体力学及人机工程学与身

体功能性训练的关联性等研究。

科研成果：主持教育部课题 1 项，湖北省

省级课题 2 项，大连理工大学课题 1 项，

参与国家人文社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

各 1项。在 SCI 及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0余篇，发明专利 1 项，

出版专著 2部。



谷颖， 女 博士 副教授，国家健将级乒乓

球运动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幼儿

青少年体力活动与健康促进、体育教学与

训练相关研究。

科研成果：主持省部级项目 2 项、发表 SCI

论文 5 篇、出版专著 1 部、主编教材 1部、

获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1 项；在教学方

面主持辽宁省教改项目 1项、主持校教改项目 2项，曾获辽宁省体育

优秀课二等奖；指导学生获国家级大创项目 2 项，带领乒乓球高水平

队学生曾多次获得全国、省、市乒乓球比赛冠军。

六、 有代表性的项目、成果、获奖及突出的基地、中心等

（一）有代表性的项目

周莹 主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体育深化改革重大问题

的法律研究”子课题四的研究

田英 主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转型期我国城市青少年体育

生活方式与锻炼习惯的教育干预研究”（2014-2019）已结题，主要

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学龄前儿童（3-6 岁）基本动作技能

测评指标的研制”（2020-2023）

赵忠伟 主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北方民俗体育文

化研究” （2016-2019）；“中国赫哲族民俗体育文化研究”



（2019-2022）

于晶 主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原始反射整合训练减缓注意

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模式建构与效果评价研究》（2021-2026）；主持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3-6 岁学龄前儿童感统失调专项体育训练

APP 平台的应用性研究”（2019-2022）

李安娜 主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我国体育场馆公共服务供

求的区域差异与制度创新研究”（2015-2019）已结题；主持辽宁省社

科联重点项目“辽宁全民健身服务现状及发展研究”（2017-2018）

丛冬梅 主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2022 东奥运背景下我国冰

雪运动场馆公共服务制度研究”（2018-2021）

石云龙 主持辽宁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辽宁体育产

业文化优秀元素输出路径与战略研究”。

谷颖 主持 2019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青年项目“学龄前儿童（3-6

岁）基本动作技能测评指标的研制 （编号 20YJC890007）”









七、 其他

在学术研究方面，除本院的教授和专家外，体育科学学院还邀请

田麦久、崔大林、朵尔.泰珀（德国）、韦恩.李（加拿大）等专家作

为客座教授，对我院研究生同学的学术科研进行指导。

在竞技体育和学术竞赛方面，我院学生积极踊跃参加全国各类比

赛。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