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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训练学二级学科（040303）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职教体育教师和应用型高级专

门人才，坚持德才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原则，要求硕士研究生应达到：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

品德修养、事业心和责任感。

2.在体育学学科领域内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体育科

学的现代实验方法和技能，了解本学科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

工作与科学研究工作的表达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3.熟练掌握专项运动的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有较高的运动技术水平。

4.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和科学研究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外语应用能力和体

育科研应用能力。

二、体育教育训练学简介与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体育教育训练学（Theory of Sports Pedagogy and Training,040303）属

于教育学门类（Education Science,04）下一级学科体育学（Science of Physical

Culture and Sports，0403）下设四个二级学科之一，是研究体育教育和运动训

练基本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学科。它以现代教育教学理论和运动人体科学理论为基

础，研究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的规律，为球类、田径、体操等诸多体育运动项目

的教学、训练、科研与管理提供科学指导。该学科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层次体育

教育、运动训练人才的重任，与我国教育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关系密切，对于

促进我国大、中、小学体育教育教学改革，提高运动训练的科学性，促进全民健

身活动的开展，促进国际体育交流等，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二）研究方向

1.专项体育教学、训练

本研究方向主要从事各专项体育教学原理、教学方法及各专项的运动训练理

论与方法研究（本方向专项包括田径、体操、篮球、排球、武术、小球运动、健

身健美、体育舞蹈等运动项目）。

2.体育教学、训练基础理论

本研究方向主要从事体育教学理论、运动训练理论的基础研究。该方向以体

育学、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运动医学等领域理论为基础，研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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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运动训练的机制、原理、方法等方面。

3.体育与健康促进

本研究方向主要研究体育运动对人体的形态、机能、心理及社会适应能力等

方面的作用机制；体育运动在保健康复、养生等方面的作用以及通过体育活动方

式促进健康的手段和方法等方面的研究。研究以生理学、营养学、康复学等学科

理论为基础，开展与体育健康促进相关研究。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3年，最长不超过 5年。课程学

习时间不少于 1.5 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短于 1年，在规定时间内

因个人原因未完成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的研究生，如超过 5年，按肄业处理。学

制实行弹性学制，成绩特别优秀者可提前至 2.5 年毕业，但必须在预期毕业时间

的前 6个月向研究生部提出毕业申请。

四、培养方式

研究生的培养方式，采取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相结合的办法。硕士研究生既

要深入掌握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又要掌握本专业职业技术教育知识，具有从事

专业技术工作的能力。

研究生全部培养过程，主要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必要时可聘请校内、外具

有丰富体育运动专业实践经验的高级人员联合指导。

指导教师根据学位条例和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每个研究生制订出切实可行的

培养计划，充分发挥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加强和研究生的联系，教学相长。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硕士研究生课程包括学位课程与非学位课程两大类。硕士研究生总学分应

不少于 42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为 37 学分，必修环节 5学分。课程学习中学位课

程为 25 学分，非学位课程为 12 学分（每学分以 16 学时为标准安排教学）。学位

课包括学位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三类；非学位课主要包括专业方向

课、素质教育课和补修课。

1．学位课程（共 25 学分）

（1）学位公共课（共 4门，11 学分）

学位公共课包括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外语（含阅读、听力）、专业英语四门课程。

（2）专业基础课（共 2门，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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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基础课按一级学科开设，是研究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

本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基本课程。本专业开设：运动生理学和体育运动心理学两门。

（3）专业核心课（共 5门，10 学分）

专业核心课是指本专业领域内具有本专业特色的，有利于学生拓展学科知识

面的基本课程，本专业开设体育学原理、体育教学论、运动训练学、体育科学研

究方法和体育统计与 spss 五门课程。

2．非学位课程（共 12 学分）

非学位课程主要包括专业方向课、素质教育课和补修课。

（1）专业方向课（共 7门，8学分）

专业方向课是为研究生进一步深化本研究方向的专业基础理论、扩大本研究

领域知识面及相应能力培养而设置的方向性课程。其中专业方向课共开设 7门课

程，研究生需要至少完成 8学分的课程学习，其中研究方向理论与实践和体育学

研究进展为两门限选课程，学生必选。

（2）素质教育课（共 3门，4学分）

素质教育课是为加强研究生素质教育，拓宽本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而开设的

选修课程。素质教育课 3门，至少选修 2门完成 4学分。

（3）补修课（共 2门，不计学分）

补修课是为非体育专业学生与同等学力学生专门开设的课程，目的在于提高

该生的专业基础知识能力，为该类学生更好地完成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阶段的

学习奠定良好的学科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

硕士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程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公共课

S03A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18 1 1 必修 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6 2 2 必修 历史文化学院

S05A004 外语（含阅读、听力） 96 3+3 1、2 必修 外国语学院

S11A005 专业英语 32 2 2 必修 体育学院

专业基

础课

S11B001 运动生理学 32 2 1 必修
体育学院

S11B002 体育运动心理学 32 2 1 必修

专业核

心课

S11C001 体育教学论 32 2 1 必修

体育学院

S11C002 运动训练学 32 2 2 必修

S11C003 体育学原理 32 2 2 必修

S11C004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32 2 1 必修

S11C005 体育统计学与 SPSS 32 2 2 必修

非 专业方 S11D001 专业方向理论与实践 64 4 2 限修 体育学院 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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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位

课

向课 选修

8 学

分

S11D002 体育学研究进展 32 2 1 限修

S11D003 运动技术分析 32 2 3 选修

S11D004 运动处方与医务监督 32 2 3 选修

S11D005 体育文献检索 32 2 3 选修

S11D006 体育学实验方法 32 2 3 选修

S11D007 专项运动技术 32 2 3 选修

素质教

育课

S03E001 中国传统文化 32 2 3 选修 历史文化学院
至少

选 4

学分

S11E002 体育健康课程 32 2 3 选修 体育学院

S08E003 中外经典艺术作品赏析 32 2 3 选修 艺术学院

S12E004 音乐治疗学 32 2 3 选修 音乐学院

补修课
S03F001 专项运动技术 32 / 1/2/3 必修

体育学院 *
S03F002 体育概论 32 / 1/2/3 必修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 1 3/4/5 必修 体育学院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3 必修 体育学院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1 5 必修 体育学院

实践活动（助教、助研、助管） 2 3/4/5 必修 体育学院

总学分 42

*注：进校 1.5 年内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本学科专业两门课程，不计学分。

六、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考试可采用闭卷笔试、开卷考试、口试、

课程论文、实践考核（如实验）等不同的形式；学位课程应进行考试，具体考试

方式可以根据课程特征，由任课教师自行安排，成绩按百分制评定，70 分为合

格；非学位课可采取考试或考查方式，中为合格，考核成绩按“优秀”、“良好”、

“中”，“合格”和“不合格”五级制评分。

七、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主要包括学术活动、开题报告、学位论文中棋检查和实践活动四部

分，共计 5学分。必修环节等宜用考查的方式进行，成绩按“优秀”、“良好”、“中”、

“合格”和“不合格”五级制评定，达到“合格”才能获得学分。

1.学术活动（1学分）

“学术活动”是拓宽研究生视野，促进研究生关注和了解学科前沿进展的重

要环节。各专业应根据本学科、专业的实际，规定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听取的学术

讲座次数（一般不少于 6次），规定研究生作学术报告的次数（至少 1次）。其中

学术报告至少 1次，参加活动后撰写不少于 400 字小结。学校鼓励研究生积极参

加跨学科学术交流和国内外访学活动。

2.开题报告（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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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由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组成。硕士研究生撰写开题报告之前

应阅读至少 40 篇国内外重要文献。文献综述部分对课题有关的前人工作进行总

结和归纳，字数不少于 5000 字。研究计划部分就选题意义、研究内容、预期目

标、研究方法、实施方案、时间安排等作出论证。开题报告一般应在第三学期完

成，开题报告必须在审核小组会上宣读并答辩。审核小组由至少 3位具有高级职

称的教师组成，提倡邀请外单位专家参加，审核小组组长必须是硕士生导师担任。

审核小组听取开题报告后，作出通过或不通过的决议。开题报告审核同意后，报

体育学院和研究生部备案。

3.学位论文中期检查（1学分）

中期考核包括研究生自评总结、课程学习情况审核、学位论文进展情况检查

以及导师对研究生政治思想表现、学习和科研能力的评定，最终由学院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作出综合评定意见。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是保证研究生学

位论文质量的重要措施,具体要求如下：

（1）由学科组织论文中期检查小组，每个小组由 3～5人组成。检查小组成

员必须具有硕士生导师资格。

（2）中期检查的主要内容：论文工作是否按开题报告预定的内容及进度安

排进行；已完成的研究内容及结果；目前存在的或预期可能出现的问题；论文按

时完成的可能性。

（3）中期检查的形式：检查以答辩的方式进行，硕士研究生用 10～15 分钟

向检查小组汇报工作，然后接受 10～15 分钟的提问。

（4）硕士生在介绍论文工作时，应借助多媒体、挂图等，阐述自己目前已

完成的研究工作（已取得的成果），拟完成的研究工作（预计获得的成果）；如期

完成整个论文工作的可能性，存在的问题与困难；后期工作计划。

（5）检查小组应对硕士生的工作进行认真的评议，对完成工作量较少，阶

段成果不明显的要督促其加快工作进度；对存在问题较严重或困难较大的，应要

求其导师及早调整方案，做出适当处理。

4.实践活动（2学分）

实践活动包括专业实践活动与“三性”实践活动。

（1）专业实践

为使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研究生须结合专业学习、论

文写作积极参与专业实习（含教育类专业的教育实习）、社会实践，并撰写实习

（实践）报告。研究生专业实践一般在第 4或第 5学期进行，实习时间不能少于

一个月。专业实践的认定材料必须包括实习单位的证明材料和实践报告两部分。

（2）“三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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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实践是指科研实践、教学实践、社会实践。研究生在校攻读硕士学

位期间，必须参加“三性”实践。

实践活动结束后，认定材料包括实践单位及导师的证明材料和实践活动报告

两部分，实践活动结束后统一撰写一篇实践活动报告。

八、学位论文

1.硕士学位论文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全面训练，培养综合运用所

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硕士研究生能否获得硕士

学位的重要依据之一。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一般至少要用一年的时间完成

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或导师小组指导下，独立设计和完成某一

科研课题。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各培养单位应注意抓好学位论文的

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等过程环节，组织好预答辩、答辩等工作。

2.硕士学位论文应为学术性论文，凡是通俗性、泛论性或单纯叙述他人成果

的文章或翻译材料，不能做为硕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由中英文摘要及关键

词、目录、论文主体（含文献综述、实证部分或理论演绎分析部分、结论）、附

录、参考文献、后记等部分组成，具体格式要求参见《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关于硕

士学位论文格式的规定》。

3.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1）选题应努力体现本专业的学科前沿和社会

发展与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学术价

值、应用价值和创新性；（2）学位论文应是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的研

究结果；（3）论文的结论和所引用的资料应详实准确；（4）论文正文的字数一般

不得少于 3万字，符合学位论文的规范，其基本的理论和应用成果达到可以在专

业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4.硕士研究生入学后至论文答辩前，应以第一作者并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术刊物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

篇或者被国家一级学会主办的全国性（国际）性学术会议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

全文收录 1篇（学生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未完成

者，不得申请论文答辩。

5.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了学

术论文发表的要求后，按照《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

6.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毕业论文答辩采取论文公开答辩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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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必读书目及相关重要学术期刊

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研究生文献阅读主要书目和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作者或出版单位 备注（必读或选读）

1 体育事业“十二五”规划文件资料汇编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2 中国优势竞技项目制胜规律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3 运动训练科学化探索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4 竞技参赛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5 运动生物力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6 最新排球训练理论与实践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必读

7 体育系统仿真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8 体育控制理论 湖南科技出版社 必读

9 美国田径训练指南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10 田径体能训练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11 现代力量训练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12 篮球运动研究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13 体育运动中的力量与快速力量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14 体育文献检索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15 竞技体操高级教程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16 运动选材原理与方法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17 体育人文学导论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18 体育科研研究方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19 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进展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20 运动生理学实验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21 加强学校体育工作 推进阳光体育运动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22 运动生物化学实验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23 高级运动生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24 体育运动与健康促进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25 运动训练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26 体育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与实践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27 体育人力资源管理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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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体育教育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29 体育科学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30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31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32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33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34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35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36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37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38 体育学刊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39 体育与科学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40 体育文化导刊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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