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师范大学体育学院2020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简介

一、四川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研究生教育概况

1、学校及学院基本概况

四川师范大学创建于1946年，是四川省人民政府举办的全日制综合性省属重点

大学。1979年被批准为全国首批硕士授权单位，2006年被批准为博士授权单位。学

校现有2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和22个博士学位授权点， 2个博士后流动站，21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14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体育学院现有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管理两个本科专业和体育教育训练学、

体育专业硕士两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学院现有教职工110人，其中四川省学术技术带

头人及后备人才2名，教授8名，副教授42名，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教师32名，有国

际级、国家级裁判员24名；学院目前在校本科学生1000余人，研究生230余人。体育

教育训练学硕士点（科学硕士）于2003年开始招生，2003年与教育科学学院合招收

第一批学科教学（体育方向）教育硕士，并于2009年获得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现设置有体育教学、运动训练两个领域、十个方向，近年来我院科研工作取得长足

进步，几年来共承担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省级项目、校

级项目120余项，先后出版专著及参编教材40余部，发表科研论文400余篇。

2、体育学院教学条件

学院现拥有室外运动场面积为 90,278 平方米，室内运动馆面积为 30,404 平方



米，有标准塑胶田径场 4 个，标准游泳池 3 个，网球场地 10 片，室外篮球场地 30

片，一座综合训练馆（内设体操馆、健身器械馆、体育舞蹈馆、武术跆拳道馆、乒

乓球馆、羽毛球馆、网球馆、篮球馆、排球馆）场馆设施一应俱全；现有运动生理、

体育保健和运动解剖三个实验室，拥有大量的国内外先进的实验仪器，实验室设备

运行维护良好，管理规范，能满足研究生的教学及科研需求。我校图书馆作为四川

省第三大图书馆，图书资源十分丰富，拥有各种图书、期刊 310 万册，拥有电子图

书 70 万余册、电子期刊 15000 余种。同时，在四川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设有专用图书

资料室，体育书籍 2万余册，体育专业学术期刊 40 余种。

3、体育学院导师队伍

学院导师组由省内外知名学者、专家和本校导师共同组成，现有教授八名、副教

授十九名及五名外聘导师共同承担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我院导师群体学历、职称、

年龄结构合理，依托综合性师范大学资源优势及学术研究发展的良好环境，为研究

生培养和教学实践以及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优越的发展平台。

4、体育学院核心硕士生导师介绍

张韧仁: 1972 年 4 月生，安徽南陵人，博士，教授，硕士生

导师，九三学社社员，四川师范大学“251 重点人才培养工程”第

二层次人选，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首位博士后研究人员，

国家跳水队备战 2016 年里约奥运会科技服务团队主要成员。先后

在宜宾学院、上海体育学院、四川师范大学主讲了《运动生物化

学》、《运动生理学》、《营养学》、《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普通心理学》、《心理诊断与临床干预》、《文艺作品心理案

例分析》、《体育心理学》、《运动心理学》、《锻炼心理学》、

《公共事业管理学》、《体育教育测量与评价》等 17 门课程（其

中本科生课程 14 门、研究生课程 3门），举办了专题讲座 8场、赛前心理技能训练

1场，座谈了公益专题电视节目 1场，主持完成了上海市大文科研究生学术新人培

育计划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科研项目、四川休闲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

心项目等省市级科研项目8项，主持在研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7批面上资助项目、

国家体育总局重点研究领域攻关课题、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基本科研业务

费资助项目各 1项，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 1部，在《体育科学》、《北京体

育大学学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上发表科研文章 37 篇。

主要研究方向:体育运动及锻炼心理学理论与应用（科硕、专硕导师）；



颜海波：教授，硕士生导师，篮球国家 A级裁判员，四川

省篮协裁委会副主任，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会员，四川师范大学

首批“251 重点人才工程”三层次人才，校学位委员会委员。

近年来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教育部及省级科研项目 10 余项，

在《体育学刊》、《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山东体育学院学

报》等专业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出版著作、

教材 6部，做为主教练曾带领四川师范大学男篮荣获四川省高

校篮球联赛五连冠。2011 年参加深圳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

会篮球技术官员（NTO）工作，曾执法我国 CBA、WCBA、NBL、CUBA、全国青年联赛

等顶级篮球赛事，多次荣获各级体育、教育部门“优秀裁判员”表彰。

主要研究方向：篮球运动理论与实践、体育基础理论（科硕、专硕导师）；

张德春：教授，硕士生导师，校工会文体主任，体育学院教

代会主任、工会副主席，体操教研室主任，中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健

美考评员，中国健身健美协会独立培训师，中国健身健美国际级裁

判，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健美操艺术体操分会健身健美副主任，四

川省健美健美操协会裁判委员会副主任。1999 年获教育部“体育新

苗奖”,2002 年获教育部“笫三届全国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基本功

大赛”教学成果团体二等奖。自工作以来一直担任四川师范大学健

身健队主教练，坚持课外训练，2010-2018 年先后带队取得了 3项亚洲冠军、2项亚

洲亚军和 1项亚洲季军，27 项全国冠军、21 项全国亚军、11 项全国季军以及数十

名省冠军的优异成绩，为我国培养了 6名“国家级运动健将”和数十名一级运动员。

本人 2013-2015 年三次入选中国健身健美国家队教练执教于国际比赛。2009 年获国

家体育总局 2004-2008“中国健身健美先进个人”；2010 和 2015 年获四川省健美健

美操协会授予“健身健美杰出贡献奖”和“突出贡献奖”及“优秀裁判长”；2010

年至 2015 年获四川师范大学“体育特别贡献奖”、“现代园丁奖”、“劳动模范”、

“优秀教学成果奖”、等荣誉和奖项。

主要研究方向：体操与健身健美教学与训练（科硕、专硕导师）；

杨成伟: 1976 年 3 月出生，重庆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社会体育系主任，社会体育专业负责人，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员，

四川省科普基地专家，四川师范大学“251 重点人才培养工程”

第三层次人选，四川师范大学《足球》精品课程负责人。主持

参加国家级、教育部、省社科联及厅校级科研课题近 10 项；主

编参编著作 3部；在《体育科学》、《体育学刊》、《沈阳体

育学院学报》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人大复印资料全

文转载 1篇；参加全国体育科学大会、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

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等会议交流并获奖，

曾带队获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四川赛区）冠军。

主要研究方向：足球理论与实践方向（科硕、专硕导师）；



何伟：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成都运动医学学协会常委理事。

曾被国家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授予全国高校优秀青年体育教师

荣誉称号。四川师范大学学术（教授）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科学》

杂志审稿专家。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网络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同行通讯评议专家。运动人体科学高级咨询师。近年来，先后在不

同体育类权威核心学术期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以及全国运动医学学

术会等发表学术论文近 30 篇。

主要研究方向：身体活动与体质健康、运动与健康促进（科硕、专硕导师）；

李 凌：1978 年生，重庆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社会体育专

业负责人。日本筑波大学户外教育专业研究生，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化

人类学系访问学者。四川师范大学“251 重点人才工程”三层次人才，

四川省登山户外运动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学生定向运动协会裁

判委员会委员。近年来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教育部及省级课题 8

项，在《北京体育大学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体育学刊》、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山东体育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上公开发

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出版专著 1 部、参编高教出版社教材 2部。多次参加全国体育

科学大会、社会体育国际论坛、奥林匹克与体育历史国际大会等学术会议并获奖，

曾多次在全国定向运动锦标赛及大学生定向越野锦标赛等赛事中获得“优秀裁判员”

称号。主讲课程有《休闲运动》、《户外教育理论与实践》、《户外运动》、《青

少年营地教育》等。

主要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休闲、户外运动方向（科硕、专硕导师）；

陈庆果：男，1981 年生，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阶段师

从于我国体质学权威、前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邢文华教授进行体

质测评与运动员选材工作，先后参与《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修订》

（体育总局重点工作项目）和《体质健康测量关键技术的研究》

（十一五科技部科技支撑项目）等， 以第一作者身份在《体育

科学》、《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中国体育科技》等国内知名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0 篇，其中权威 A1 一篇、权威 A2 三篇、权

威 B两篇、CSSCI 源刊论文四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运动智能设备与量

化健身范式》以及 2个省部级项目和多个地厅级项目。

主要研究方向 :体力活动测量与评价、运动与健康促进（科硕、专硕导师）



张晓林：1981 年 5 月生，四川三台人，中国共产党党 员，

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四川省第十

二批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川省海外留学回国人员。主持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

年项目 1项，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规划项目 2项、四川省教

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2项，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项目 8 项，独立指导学生主持国家级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1

项。以第一作者在《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体育学刊》、《武

汉体育学院学报》、《西安体育学院学报》等专业期刊发表教学

研究与学术科研论文 30 余篇，其中 CSSCI 7 篇，人大复印全文转载 2 篇，北大核

心 10 余篇；出版著作、教材 3 部。曾多次获得校级优秀教师，校级教学成果奖；

获全国学术论文报告会、省级学术论文报告会奖励多项。

主要研究方向：体育教育学、体育与社会发展（科硕、专硕导师）；

二、体育教育训练学（学术型硕士）招生介绍

1、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较高体育理论水平，扎实的专业技能，社会适应能力强，综合素质高，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能在体育教育和运动训练领域从事教学、训练、科研及管

理的各级各类学校师资、体育科研人员、高水平教练员、体育与健康指导员等高层

次专门人才。

2、培养年限：

学制为三年

3、2020年招生指标与考试指南：

专业领域
拟招

人数

推免

人数
考试科目 业务科参考书目 复试科目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01 体育课程与教学论

02 体育教学与训练（各运动项目

教学与训练）

03 运动及锻炼心理学理论与应用

04 身体活动与体质健康

05 体育教育管理

06 民族传统体育教育与传承

14 4

①101

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42

体育理论

体育理论：

1.《运动生理学》邓树勋、

王建、乔德才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

三版；2.《运动训练学》

田麦久主编，人民体育出

版社，2012 年 2 月出版。

专业课复试科目：

①《体育心理学》

②《学校体育学》

③专业技术测试

④外语（口试）；



三、体育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专业型硕士）招生介绍

1、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系统专业知识的高层次、应用型体育专门人才，满足西部地区快速发

展的体育事业对体育专门人才的需要。

2、培养年限：

学制为三年

3、2019年招生指标与考试指南：

四、2020 年推免研究生及研究生奖助学金体系

1、四川师范大学接收省内外各高校的体育推免研究生，推免生进校后第一学

年一律享受高等级别的奖学金。

2、通过研究生招生考试且被录取的 2020 级全日制研究生（推免生、统考生）

均可在三年期间享受每年 6000 元的国家助学金，以保障每位研究生完成三年的学

习。

3、参加统招考试的研究生通过 2020 年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后，根据初试和复

试成绩的综合排名可按照奖学金评定规则获得一等奖学金（10000 元）、二等奖学

金（8000 元）、三等奖学金（6000 元）、校长奖学金（金额为 8000 元）、励志一

等奖学金（5000 元）、励志二等奖学金（3000 元）等不同等级的奖励。

专业领域 拟招

人数

接受推

免人数

考试科目 业务科参考书目 复试科目

045201 体育

教学（专业学

位）
22 1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6 体育综合

体育硕士专业学

位教指委指定大

纲

①《体育教学论》；②《体

育心理学》；③专业技术

测试；④外语（口试）；

045202 运动

训练（专业学

位）
18 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6 体育综合

体育硕士专业学

位教指委指定大

纲

①运动解剖学:；②《体

育心理学》；③专业技术

测试；④外语（口试）；



五、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部分图片











六、历届研究生毕业就业情况

自2006年学院已有400余名研究生顺利毕业，就业单位覆盖了省内外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中小学等部门，毕业研究生得到了就业单位的一致好评，同时，也有较

好的职业发展。近年来一毕业研究生就业单位分布详见如下：

七、体育学院研究生部分竞赛获奖情况

由欧晓霞、万心意、岳肖倩、陈姝菲、孙梦露等体育硕士研究生参与组成的四

川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参加CUBA西南赛区及全国大学生篮球赛屡获佳绩：

2013年第十六届CUBA全国8强

2014年第九届大学生超级篮球联赛全国第5名

2015年第十七届CUBA西南赛区冠军

2015年第十届中国大学生女子篮球超级联赛总冠军

2015年第十九届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第5名

2001-2018年蝉联四川省高校篮球联赛及CUBA选拔赛冠军





以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刘武军、关正、廖宇华、马剑锋为主力的四川师范

大学男篮连续五年获得四川省高校篮球联赛暨 CUBA 四川选拔赛冠军。



2014级体育硕士魏丹妮入选健身健美国家队，获得国家级运动健将称号

获2013年第47届亚洲健身健美锦标赛女子形体模特165+公分组 冠军

四川师范大学定向队两名研究生入选中国大学生定向队，2018年远赴芬兰库奥尔

塔参加第21届世界大学生定向锦标赛



四川师范大学校体育舞蹈队（其中三名研究生）参加第13届中国大学生体育舞蹈

锦标赛总决赛获3枚金牌

赵芮、徐阳两名体育专业硕士2018年被中国篮球协会批准为篮球国家级裁判

员，并执裁全国青年联赛、CUBA、省运会等高级别赛事；



四川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研究生招生咨询电话：

028-84481313（李老师），028-84480789（颜老师）

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咨询电话：028-84760693

四川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地址（四川师范大学成龙校区）：

成都市龙泉驿区成龙大道二段1819号

四川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接收各高校推免体育研究生！

欢迎报考四川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