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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体育学院 2014 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学院简介 

天津体育学院成立于 1958年 8月。当时，国家体委、教育部根据华北地区体育教育事业发展需要以及体育

师资、竞技体育和体育管理人才匮乏的状况，决定在当时的河北省省会天津市组建天津体育学院，由当时的河

北省副省长、天津市市委书记、市长李耕涛兼任第一任院长。 

建校初期，学校主要承担为包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等省份地区在内的华北地区培养体育师资的任务。

当时，学校汇集了一批优秀教练员和运动员，具有较高的竞技运动水平，有 42人 18项 97次打破全国最高记录。

学校的摔跤、女子跳水、游泳、男子篮球、棒球等运动项目成绩已位居国内前列。在第一届全运会上，夺得古

典式、自由式、中国式三项摔跤冠军。同时拥有一批知名专家学者在学校执教，如：我国运动生理学奠基人陈

家琦、著名体育管理学与体育场地建筑学专家马喻、体育理论专家牛兴华、运动心理学专家柴文秀、运动生物

力学专家刘世藩以及在竞技体育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体育教育运动训练学专家郑必达、姚志珍、张春霈、任福

兴等。 

学校的发展一直得到天津市委、市政府和国家体育总局、中残联等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的关怀与支持，李

瑞环、张立昌、李盛霖、黄兴国、荣高棠、伍绍祖、袁伟民、邓朴方、王新宪等领导同志先后多次来学校视察

和指导工作。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快速发展，学校的学科专业建设和事业发展也进入了

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学校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办学层次逐步提高。学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师资队伍

建设，加大基本建设投入，一批现代化教学、科研、训练设施相继落成。教学管理日趋规范，办学条件不断改

善，校园面貌焕然一新。 

学校现在占地 534 亩（356018 平方米），建有综合训练馆、田径馆、篮球馆、排球馆、游泳馆、舞蹈馆等

教学训练馆 12座，国际标准的塑胶田径场、足球场和灯光棒球场等室外训练场地 20余块。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为 7000余万元，现有各类实验室 26 个，其中基础实验室 8个，专业实验室 11个，

实验室总面积为 6655平方米。同时建有实习实践基地 100余个。 

学校图书馆总面积 8725 平方米，图书馆藏文献量（含电子文献）达 192 万余册，其中，中外文纸质图书

32.24 册，中外文期刊（含电子文献）3万余种。拥有 16个文献检索系统，电子图书 150 万册，宽带光缆接入

天津市数字图书馆，可检索图书资源 61万册。 

学校现有 15个本科专业，分别是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人体科学、舞蹈学、

新闻学、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特殊教育、教育技术学、英语、公共事业管理、应用心理学、运动康复与健康，

涉及教育学、管理学、文学、艺术学、理学 5个学科门类。 

学校 1979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6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现在已有 7 个硕士研究生专业，分别是

运动人体科学、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课程与教学论、康复医学与理疗学和体

育硕士（专业学位）。2010 年，学校还被教育部批准为具有推荐优秀应届本科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资格的院

校。 

2003年我院被教育部正式批准为“开展联合培养博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单位”，运动人体科学被批准为联合

培养博士生专业，同年开始与北京体育大学联合招收和培养博士研究生。2010年我院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

准为“立项建设的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2011年 7月通过天津市人民政府学位办公室组织的新增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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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单位立项建设中期检查。2003年我院被教育部正式批准为“开展联合培养博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单位”，运

动人体科学被批准为联合培养博士生专业，同年开始与北京体育大学联合招收和培养博士研究生。2010年我院

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立项建设的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2011年 7月通过天津市人民政府学位办

公室组织的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中期检查。2013年 7月，我校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为“博

士学位授权单位”，体育学一级学科（含运动人体科学、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育训练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

等 4 个二级学科专业）被批准为博士授权学科，计划于 2014 年正式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2013 年 3 月，在全

国第三轮学科评估中，我校体育学一级学科位列全国体育学学科前 10%，获得并列第 5名的佳绩。 

学校在编教职工 466人，专任教师 289人，其中教授 51人，副教授 85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71人，具

有硕士学位的教师 146 人；其中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7人，国家教学名师 1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2 人，天津市特聘（讲座）教授 2 人，天津市教学名师 3 人，天津市千人计划 1 人。博士研究生导师 6 人、硕

士研究生导师 120余人。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6500 余人，其中本科生 5000 余人、硕士研究生 540余人，联

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12人。 

近年来，学校不断强化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实施了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一系列方案和措施，

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2007年以来，我校体育教育、社会体育、舞蹈学三个专业分批入选教育部“特色专业

建设点”；2009年 5月在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基本功大赛”中，我校学生在 23个省市代

表队中，取得了基础理论知识和运动技能 7个单项比赛中的 5个第一，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获得一等奖；2011

年，体育教育、社会体育、舞蹈学、运动康复与健康、教育技术学、新闻学、应用心理学、市场营销等 8 个专

业被批准为天津市高等学校“十二五”综合投资规划品牌专业建设项目，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两个专业被

批准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建设项目；2013年，运动人体科学专业获批教育部“本科教学工程”地方高校

第一批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特殊教育专业获批市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排

球》、《网球》四门课程被批准为国家精品课程，《田径》、《武术》、《体育概论》等 8门课程被批准为天津市精品

课程。我校还入选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1个，天津市优秀教学团队 3个。2012年，我校体育运动心理实验教学

中心等三个实验中心被授予“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称号。2009年，我校《以构建

运动心理学实践教学平台为途径增强体育专业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教学成果获第六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

果一等奖；还有 9 项成果分别获天津市和国家体育总局教学成果一、二、三等奖；2013 年，我校 4 项成果 获

得天津市教学成果一、二等奖。2013 年，我校 51 个项目获准“天津市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立项。 

多年来，学校坚持学科建设在整体办学中的带头作用，高度重视学科规划，努力提升学科建设水平与核心

竞争力。我院运动人体科学和体育人文社会学一直是天津市重点学科；2011年，我院体育学被批准为天津市高

等学校“十二五”综合投资规划一级学科建设项目；课程与教学论、康复医学与理疗学被批准为二级学科建设

项目。2013年，体育学一级学科在全国第三轮学科评估排名中并列全国第五。学校的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

心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天津市普通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运动

心理实验室是国家体育总局“竞技运动心理与生理调控重点实验室”；体育文化研究中心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

文化研究基地”；运动生理与运动医学实验室为“天津市重点实验室”。 

学校科研实力也不断增强。近年来共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局级科研项目 260 项。其中科技部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课题１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１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9 项，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21 项，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１项，天津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 31 项，天津市普

通高校教改项目 13项，天津市重大科技攻关、天津市技术平台专项、天津市应用基础重点和一般项目、国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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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总局体育社科基金及奥运科技攻关项目、天津市哲学社科基金项目等省部级科研课题 84项。科研成果获省部

级奖励 28项，出版著作、编著、教材工具书等 150部，发表学术论文 1500余篇，其中被 SCI、SSCI、EI和 ISTP

收录 21篇(JCR二区论文 2篇)。 

学校重视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棒球、软式网球、中国式摔跤、藤球等运动项目是学院的传统优势

项目，我院教师和学生作为教练员和运动员在世界杯、亚运会、全国锦标赛等大赛中取得过优异成绩，在国内

外均有较大影响。2009年开始，我院还受天津市体育局委托，承担了天津市羽毛球队、赛艇队、橄榄球队的组

建与训练任务，将代表天津市参加全国运动会上述项目比赛。学院正努力拓展新兴运动项目，积极探索新形势

下体教结合、培养高水平竞技人才的新模式和新途径，为天津市及全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学校办有学术期刊《天津体育学院学报》，该刊一直是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首批入选“中国期刊方阵”、

被评为教育部全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一等奖、教育部全国高校优秀自然科学学报、天津市优秀期刊和一级期刊，

并分别于 2007 年、2009 年度被评为中国北方优秀期刊；被美国《化学文摘》、俄罗斯《文摘杂志》、美国《剑

桥科学文摘》、中国《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及《中国社会科学精品数据库》等 12 家国内外检索机构收录为

来源刊。 

  学校重视开放办学，不断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分别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新加坡、越

南等国外体育院校建立了校际友好关系，加大了教师和学生间的互派、互访，提升了我院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

知名度。 

  学校不断加大为体育和社会服务的力度。2008年奥运会期间，我院有 135名学生志愿者为赛事服务，一支

啦啦操队在北京奥运主赛场演出，18 名教师直接参与了奥运会的相关工作。学校还承担了 2008 年残奥会中国

举重队的集训与科技服务工作，为他们在残奥会上获得 9 枚金牌提供了有力的训练保障和科技支持，为北京奥

运会、残奥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院残疾人举重训练基地获得党中央国务院表彰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

进单位”荣誉称号。 

  2013 年 3 月，学校位于静海县团泊新城西区健康产业园的新校区建设奠基开工。新校区占地面积 1115.7

亩，规划建设各类校舍建筑总面积 45.89 万平方米，总体规划图见本册末页。新校区坚持建设“绿色、生态、

环保、节约型新校园”的理念，功能分区合理，教学、科研、生活有机结合。即将开工建设的新校区工程项目

包括教学楼、实验楼、行政楼、图书馆、国际交流中心、综合体育馆、田径馆、游泳馆、武术体操馆、篮球排

球馆、乒羽馆、网球馆、社会体育教学实训楼、特殊教育教学实训中心、田径场、高尔夫练习场、足球场、棒

球场、大学生活动中心、学生生活服务楼、学生公寓等 35个单体建筑和道路管网绿化工程，预计 2015年 7月

完成新校区一期、二期工程，实现全校整体搬迁，2016年 7月各单体建筑全部竣工落成。新校区全部落成将从

根本上扩展学校的办学空间、改善办学条件、增强办学实力，进一步提升学校教育的品牌优势，全面推动学校

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 

展望未来，天津体育学院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办学水

平和办学效益，努力推进学校各项工作又好又快发展，力争早日建成国际知名、国内一流、高水平、有特色的

现代体育高等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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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介绍 

课程与教学论（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专业以培养能在现代教育理论指导下，从事体育教育、体育课程和体育英语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能胜任高等、中等学校体育、体育英语教学研究和实践以及与体育教学相关工作的高级人才。该学位点授

予教育学硕士学位。 

热忱欢迎体育院校、师范院校毕业生报考，尤其欢迎具有实践经验的在职人员报考。 

体育人文社会学（040301） 

    天津体育学院体育人文社会学以培养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体育发展要求，能够独立从事体育人文社会学教

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学科以天津体育学院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为依托，拥有多学科综

合、实力一流的师资力量。学科是天津市高校第三期重点学科，设有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和天津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该学科在体育管理与发展战略、体育法学、运动行为与社会心理、学

校体育学、社会体育发展、全民健身计划实施、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和体育经营管理等方向具有特色，有

多项研究成果为国家体育决策吸纳和获奖。目前，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项目和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等多项研究课题。 

热忱欢迎体育和社会体育专业，以及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情报学、新闻学等专业的

应届本科毕业生和具有实践经验、跨学科专业的在职人员报考。 

运动人体科学（040302） 

我院运动人体科学学科为天津市高校首批，第二、三期重点学科和天津市“重中之重”学科，是教育部批准

的“联合培养”博士点，与北京体育大学联合招收博士研究生；学科还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

联合招收博士研究生。该学科（专业）以培养运动生物医学相关学科的师资、科研人员以及从事体育保健康复

等其他相关技术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学科所在健康与运动科学系，并以天津运动医学研究所为科研机

构，设有国内一流的天津市运动生理与运动医学重点实验室科研平台，师资力量雄厚。学科与国内外著名大学

和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和联合培养研究生关系。学科的研究领域（方向）在国内同类学科中独具特色和优

势。目前主持和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天津市重大科技攻关、

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等省部级以上项目 30 余项。历年来，多项科研成果分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和省部级科技奖，

学科主干课程《运动生理学》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热忱欢迎基础和临床医学、生命科学和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报考，尤其欢迎有实践经验、

跨学科专业的在职人员报考。该学位点授予理学硕士学位。 

体育教育训练学（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以培养从事体育教育和运动训练工作的高级教练员、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和体育管理人员

等复合型体育高级专门教学人才为目标。学科利用我院天津市运动生理与运动医学重点实验室和国家体育总局

竞技运动心理与生理调控重点实验室的先进实验研究条件及学院其他优良的相关教学和科研设备，进行了大量

高水平的研究工作。近几年，学科承担了 50 余项国家和省部委级研究课题，多次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和奥运

攻关一、二、三等奖。学科主干课程《运动心理学》、《排球》和《网球》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热忱欢迎体育院校运动训练、体育教育及相关专业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报考，尤其欢迎具有一定训练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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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经验的在职人员报考。 

民族传统体育学（040304） 

    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以培养从事武术教学与训练和民族传统养生理论与实践工作的教师、教练员、科研人

员和体育管理人员等高级复合型体育专门人才为目标。学科研究以民族传统体育理论与现代科研方法相结合、

继承与发展为指导思想，紧密结合教学与训练实践。 

热忱欢迎武术、运动训练、体育教育专业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报考，尤其欢迎具有一定教学和训练实践经验

的在职人员报考。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100215） 

我院康复医学与理疗学是全国体育学院中首次设立的康复医学临床医学专业，于 2004 年开始招生。该专业

以培养具有康复医学和运动医学知识、技能和科研能力，在医疗单位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从事康复医学与运

动医学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高级人才为目标。该专业依托我院天津市高校重点学科——运动人体科学学

科、天津运动医学研究所、天津医科大学和天津市人民医院作为临床科研与实践基地。实验研究条件一流，导

师队伍强，专业发展迅速。 

热忱欢迎医学院校毕业生报考，尤其欢迎具有实践经验的在职人员报考。该学位点授予医学硕士学位。 

体育硕士（0452） 

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21 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并批准，自 2005 年起在我国建立体育硕士专业学位。体育

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立开创了体育硕士培养的新渠道，搭起了我国体育专业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培养平台。

迄今我院已招收 423（在职）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330 名全日制体育硕士。 

热忱欢迎从事专业运动训练，包括中小学和大学的运动训练人员、各级运动竞赛的管理人员、中高级体育

锻炼的指导人员等报考。 

招生说明 

一、招收人数：2014 年我院拟招收硕士研究生 260 名左右（含推免生），具体招生人数以教育部下达的当年招生计

划为准。 

二、报考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必须符合下列学历等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自考本科生和网络教育本科生须在报名现场确认截止日 

期（2013年 11月 14 日）前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方可报考）；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学历后满 2年（从毕业后到 2014年 9月 1日，下同）或 2年以上，达到 

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且符合招生单位根据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业务要求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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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含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

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5）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三、报名程序 

1、网上报名。报考 2015年硕士研究生一律采取网上报名。 

网上报名时间：2014年 10月 10日—31日每天 9:00-22:00（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 

预报名时间：2014年 9月 25 日—9月 28日每天 9:00-22:00。 

考生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yz.chsi.com.cn ，教育网址：

http://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浏览报考须知，按教育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

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凡不按要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

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在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报信息。 

推荐免试生须在 9月 28日前在研招网报名。 

2、 现场确认 

（1）现场确认时间：2013 年 11月 10日至 11月 14日。逾期不再补办。 

考生到报考点指定的地方进行现场确认。 

考生提交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校学历

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和网上报名编号，由报考点工作人员进行核对。 

自考本科生和网络教育本科生须凭已经取得的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方可办理网上报名现

场确认手续。 

未通过网上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在现场确认时应提供学历（学籍）认证报告。 

所有考生均要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经考生确认的报名信息在考试、复试录取

阶段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缺一不可，只进行网上报名而未经现场确认者，报名无效。 

四、考试： 

1、初试 

2013年 12月 25日-2014年 1月 6日，考生可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网下载打印《准

考证》。《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参加初试。 

初试日期：2014年 1 月 4日至 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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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上午 8:30-11:30,下午 14:00-17:00 

具体考试科目详见天津体育学院 2014 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说明表 

 

天津体育学院 2014 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说明表 

报考专业 初试科目 初试专业课内容 

体育学专业基

础综合考试内

容折算办法 

备注 

课 程 与 教

学论 

思想政治理论（100 分）、英
语一（100 分）和教育学专
业基础综合（300 分） 

参照 2013 年研究生

入学考试教育学专

业基础综合考试大

纲 

 全国统一命题 

体 育 人 文

社会学 

思想政治理论（100 分）、英
语一（100 分）和体育学专
业基础综合一（体育概论
100 分、运动心理学 100 分
和教育学基础 100 分，共
300 分） 

体育概论 4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一为

学校自命题，报考专业考试

内容折算办法参见表下举

例说明★ 

运动心理学 40% 

教育学基础 20% 

运 动 人 体

科学 

思想政治理论（100 分）、英
语一（100 分）和体育学专
业基础综合二（人体及运动
解剖学 150分和人体生理学
150 分） 

人体及运动解剖学 5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二为

学校自命题，报考专业考试

内容折算办法参见表下举

例说明★ 人体生理学 50% 

体 育 教 育

训练学、民

族 传 统 体

育学 

 

思想政治理论（100 分）、英
语一（100 分）和体育学专
业基础综合三（运动训练学
100 分、运动心理学 100 分
和运动生理学 100 分，共
300 分） 

运动训练学 4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三为

学校自命题，报考专业考试

内容折算办法参见表下举

例说明★ 

运动心理学 40% 

运动生理学 20% 

康 复 医 学

与理疗学 

思想政治理论（100 分）、 

英语一（100 分）、西医综合

或中医综合（300 分） 

考生可以根据所学

专业在西医综合或

中医综合中选择一

门 

 

全国统一命题；参照西医综

合或中医综合考试大纲 

体育硕士 

思想政治理论（100 分）、 

英语二  （100 分）、 

体育综合（300 分） 

运动训练学 40% 体育综合为学校自命题，报

考专业考试内容折算办法

参见表下举例说明★ 
学校体育学 40% 

运动生理学 20% 

★例如： 

 报考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考生甲“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一”的卷面成绩分别为：《体育概论》90 分、 

《运动心理学》85 分、《教育学基础》60 分。 

则考生甲该科目的最后成绩＝（300×40%×90）/100+（300×40%×85）/100+（300×20%×60）/100＝246 分。 

2.复试：复试时进行专业课笔试、英语笔试及综合面试，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和体

育硕士还须进行运动技能考试。同等学力考生复试时须加试（笔试）两门本科主干课程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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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制 

三年，其中体育硕士专业学位学制以教育部下达文件要求为准，一般为二年。 

六、推荐和接收免试生 

我院接收校内外的推荐免试生。欢迎具有推免资格院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报考我院，请考生随时关注并浏

览我校研究生部网站的最新通知。 

七、其他事项 

1. 根据我院学科发展需要，2014 年我院运动人体科学专业、康复医学与理疗学专业拟从全国重点（含 211）

院校的生命科学、基础与临床医学专业的毕业生中招收部分硕士生。凡 CET 四级以上水平，学习成绩优秀，具

有一定科研或临床经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和在职人员均可报考。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并减免学制期间部分学

费。 

2. 近年各专业第一志愿报考我院符合国家统考初试要求的考生基本上被录取。 

天津体育学院 2014 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单位代码：10071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卫津南路 51 号 
联系部门：研究生部招生办公室                    邮编：300381 

联系电话：022－23016498；022－23012194（传真）  联系人：高老师 

电子信箱：tjus10071@163.com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招生 

人数 

260 

初试考试科目 
复试考试科目及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01 体育课程心理健康促进与评价 孙延林 

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
综合 

④--无 

 

01、02、04、05 方向复试科目：
体育教学论。03 方向复试科目：
体育英语概论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体育概论、
运动心理学。 

02 体育课程政策与管理 韩  丁 

03 体育英语 
于晓丹 

张天霞 

04 残障人体育教育 

金  梅 

戚克敏 

李   芳 

05 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 王慧琳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01 运动员（队）素质教育与管理 李克敏 

2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1 体育学专业基础
综合一（体育概论、运
动心理学和教育学基
础） 

④--无 
 

 

复试科目：体育社会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学校体育学、
体育管理学 

 
 

02 体育管理与发展战略 

李宗浩 

肖林鹏 

蒋志学 

李  明 

03 运动行为与社会心理 
姚家新 
孙延林 

04 体育法学 于善旭 

http://211.68.236.20:2008/office/xzjg/yjsb/daoshijieshao/李芳.m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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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学校体育学 

王慧琳 

何敬恩 

王佃娥 

06 体育社会学 

苏连勇 

韩  丁 

邵雪梅 

07 社会体育 王旭光 

08 体育经济与产业 

邵淑月 

叶加宝 

邹国防 

王笑梅 

09 体育文化与新闻传播 

杨茜萍 

李  军 

吴文峰 

丁中林 

杨  珍 

李  鹏 

张晓丹 

刘  欣 

10 环境体育健康 韩鲁安 

040302 运动人体科学 

01 细胞与分子运动生理学 

张  勇 

吉力立 

刘健康 

文  立 

廖  鹏 

赵  斐 

冯  红 

赵云罡 

姜  宁 

3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① 702 体育学专 

业基础综合二（人体及
运动解剖学和人体生
理学） 

④--无 

 

复试科目：运动生理学 

 

注：02 方向：“军事作业与训练运
动生理学”系与军事医学科学院
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联合培
养。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运动生物化学、体育保健学 

 

 02 军事作业与训练运动生理学 
刘洪涛 

马  强 

03 健康促进与应用运动生理学 
刘善云 

谭思洁 

04 运动康复 

黄力平 

刘  洵 

卢铁元 

05 运动生物力学 

徐冬青 

李静先 

孟庆华 

王  芸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01 运动训练过程调控与管理 

李宗浩 

王  健 

徐  莉 

李  赞 

谢  云 

9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3 体育学专业基础
综合三（运动训练学、

 

复试科目：运动训练学基础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学校体育学、
体育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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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运动员心理训练与调控 

姚家新 

张忠秋 

吉承恕 

金亚虹 

胡咏梅 

戴  群 

何一粟 

张连成 

运动心理学和运动生理
学） 

④--无 

03 田径教学理论与方法 

沈连国
葛  青 

刘洪俊 

邹国防 

张  良 

04 乒乓球教学理论与方法 

李振彪 

徐金陆 

李广海 

05 足球教学理论与方法 

刘志云
张志东 

田志琦 

李  强 

王炜华 

06 网球教学理论与方法 

刘世军 

刘保华 

黄  霆 

付  辉 

07 篮球教学理论与方法 

闫育东 

李  实 

赵  晶 

朱越彤 

李庆波 

08 排球教学理论与方法 

孙  敬 

张  欣 

张晓丹 

09 体操教学理论与方法 

王  健 

孟昭鑫 

马桂霞 

张运亮 

刘锦瑶 

周松鹿 

10 游泳教学理论与方法 

熊发洲 

朱  笛 

刘  强 

严  红 

11 舞蹈表演教学理论与方法 
刘  颖 

董  焱 

12 柔道摔跤教学理论与方法 
陈桂岺 
孙庆国 

13 藤球教学理论与方法 毛俊生 

14 体能训练 

金宗强 

鲍春雨 

刘  展 

15 体育测量与评价 谷丽颖 

16 体育信息与应用 齐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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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04 民族传统体育学 

01 武术教学理论与方法 

梅杭强 

王忠山 

杨祥全 

丁保玉 

薛  欣 

解乒乒 

1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03 体育学专业基础
综合三（运动训练学、
运动心理学和运动生理
学） 

④--无 

复试科目：运动训练学基础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学校体育学、
体育管理学 

100215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01 神经疾病与运动康复 

黄力平 

李庆雯 

王宁华 

周  石 

杜金刚 

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西医综合或 307

中医综合 

④--无 

 

 

复试科目：康复医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内科学、外科学 

 

 

02 运动心脏康复 刘  洵 

03 运动神经肌肉控制基础及应用 

徐冬青 

李静先 

王  芸 

04 骨关节疾病与运动损伤康复 
吕尤焱 

叶伟胜 

05 呼吸系统疾病运动康复 夏俊娣 

0452 全日制体育硕士 

045201 体育教学 

045202 运动训练 

045204 社会体育指导 

各专业
领域指
导教师 

8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
204 英语二 

③346 体育综合（运动
训练学、学校体育学、
和运动生理学） 

复试科目：运动训练学基础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运动心理学、
体育管理学 

 

 

天津体育学院 2014 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参考书目 

初试科目 参考书名 出版社及出版年月 作者 

101 思想政治理论 统考科目   

201 英语一 统考科目   

204 英语二 统考科目   

306 西医综合或 307 中医综合 统考科目   

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统考科目   

701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一 

《体育概论》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叶加宝、苏连勇 

主编 

《运动心理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 

2006 年 6 月印刷 

体育学院通用教 

材（全国体育教

材委员会编） 

《教育学基础》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第一版） 
编写组 

702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二 《运动解剖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胡声宇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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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第二版） 

《生理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第六版） 姚泰主编 

703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三 

《运动训练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 年版（2007

年 6 月印刷或 2008 年印刷） 

体育学院通用教

材（田麦久主编） 

《运动心理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 

2006 年 6 月印刷 

体育学院通用教

材（全国体育教

材委员会编） 

《运动生理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2 年第一版） 
王瑞元主编 

346 体育综合 

《运动训练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 年版（2007

年 6 月印刷） 

体育学院通用教

材（田麦久主编） 

《学校体育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 周登嵩主编 

《运动生理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2 年第一版） 
王瑞元主编 

复试科目： 参考书名 出版社及出版年月 作者 

体育教学论 《体育教学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第一版） 
毛振明主编 

体育英语概论 
《体育人文英语—

体育教育与奥运》 
天津体育学院自编教材 张天霞主编 

体育社会学 《体育社会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7 年版 
吕树庭、刘德佩

主编 

运动训练学基础 《运动训练学基础》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马冬梅 

运动生理学 《运动生理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2 年第一版） 
王瑞元主编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三版） 南登昆主编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专业 加试科目 参考书名 出版社及出版年月 作者 

课程与教学论 

体育概论 《体育概论》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

社，2005 年版 

叶加宝、苏连勇 

主编 

运动心理学 《运动心理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 
体育学院通用教材 

体育人文社会学 
学校体育学 《学校体育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体育学院通用教材 

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金钦昌主编 

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李祥主编 

体育管理学 《现代体育管理》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 肖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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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9 年印刷 

体育教育训练学/

民族传统体育学 

学校体育学 《学校体育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体育学院通用教材 

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金钦昌主编 

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李祥主编 

体育管理学 《现代体育管理》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

社，2009 年印刷 
肖林鹏 

运动人体科学 

运动生物化学 《运动生物化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9 年第一版 
冯美云主编 

体育保健学 《体育保健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1 年第一版 
姚鸿恩主编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内科学 《内科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陆再英、钟南山 

主编 

外科学 《外科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吴在德、吴肇汉 

主编 

体育硕士 

运动心理学 《运动心理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 
体育学院通用教材 

体育管理学 《现代体育管理》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

社，2009 年印刷 
肖林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