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 2020 年上半年硕士学位

论文答辩公告（一）

一、答辩委员会

主席: 胡庆山 华中师范大学 教 授、博士生导师

委员: 姚 洁 河南工程学院 教 授、硕士生导师

王新平 河南大学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赵明楠 河南大学 博 士、硕士生导师

刘海涛 河南大学 博 士、硕士生导师

秘书: 刘丽颖 河南大学

二、答辩人

A01 高深 体育教师刻板印象成因分析与消解策略

A02 李健达 中等职业学校气排球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

A03 黄素珍
河南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初中）体育活动开展满足学生需求状况

及对策研究

A04 郭爽 校园足球特色小学足球课程内容一体化建设探索研究

A05 朱亚琪 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投入与学业成就的关系研究

A06 黄肖迪 趋避动机视域下大学生体育课堂学习行为研究——来自河南省的调查

三、答辩形式、时间

网络答辩 腾讯会议

时间：8 月 20 日上午 8：00-12：00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 2020 年上半年硕士学位

论文答辩公告（二）

一、答辩委员会

主席: 李 琳 华东师范大学 教 授、博士生导师

委员: 杨明利 河南大学附属小学 高级教师

吕旭涛 河南大学 教 授、硕士生导师

许亚丽 河南大学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王玉珍 河南大学 博 士、硕士生导师

秘书: 赵功炎 河南大学

二、答辩人

A01 田峰 河南省校园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与输送通道调查研究

A02 王静 中小学兼职体育教师聘任制度研究

A03 高云 粗大动作发展对 3-6 岁幼儿身体素质的影响研究

A04 娄洋 河南省三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职后培训现状及对策研究

A05 蔡良玉 成功体育教学模式影响初中足球课学生自信心水平实验研究

A06 王腾腾 郑州市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与社会足球俱乐部合作状况的调查分析

三、答辩形式、时间

网络答辩 腾讯会议

时间：8 月 20 日上午 8：00-12：00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 2020 年上半年硕士学位

论文答辩公告（三）

一、答辩委员会

主席: 董翠香 华东师范大学 教 授、博士生导师

委员: 杨明利 河南大学附属小学 高级教师

苏 静 河南大学 教 授、硕士生导师

王新平 河南大学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丹 娟 河南大学 博 士、硕士生导师

秘书: 刘海涛 河南大学

二、答辩人

A01 任海龙 河南省小学曳步舞特色大课间现状调查与发展对策研究

A02 黄昊 河南省武术特色学校地方拳种调查研究

A03 王政 河南大学篮球公共选项课运用 PBL 教学法的实验研究

A04 肖乡子 河南省体育教师工作量及劳动保护研究

A05 薛冰 河南省体育教育一流专业建设高校教学环境优化研究

A06 侯大坤
新乡市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小学）与青少年业余足球俱乐部合作状况的

研究

A07 陈钰天 核心素养背景下郑州市高中体育教学实践研究

三、答辩形式、时间

网络答辩 腾讯会议

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14：30-18：30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 2020 年上半年硕士学位

论文答辩公告（四）

一、答辩委员会

主席: 李 琳 华东师范大学 教 授、博士生导师

委员: 孙思哲 安阳师范学院 教 授、硕士生导师

闫建华 河南大学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习雪峰 河南大学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许亚丽 河南大学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秘书: 赵功炎 河南大学

二、答辩人

A01 张桦文 SPARK 课程理念应用于小篮球课堂的实验研究

A02 王晨旭 登封市武术学校学生毕业状况调查研究

A03 古盼辰 二战后美国体育教师教育制度的演变及启示

A04 王钊 幼儿足球教师胜任力指标模型构建研究

A05 俞丽晖 河南省冰雪运动跨界跨项选材可持续发展研究

A06 李季泽 河南省小篮球赛事研究

A07 周扬 应用超声心动图技术对不同训练背景专业运动员心脏结构及功能的研究

三、答辩形式、时间

网络答辩 腾讯会议

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14：30-18：30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 2020 年上半年硕士学位

论文答辩公告（五）

一、答辩委员会

主席: 胡庆山 华中师范大学 教 授、博士生导师

委员: 姚 洁 河南工程学院 教 授、硕士生导师

周 珂 河南大学 教 授、博士生导师

陈 治 河南大学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薄 冰 河南大学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秘书: 刘丽颖 河南大学

二、答辩人

A01
IVAN BYCHKOV（伊

万）

Pedagogical conditions for improving the speed-strength

training of students - Greco-Roman style wrestlers based

on the matrix method of selecting exercises

A02

ALEKSEI

KODENTSOV （雷

昕）

An analysis of media coverage of the Pyeongchang 2018 Winter

Olympic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verage of the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s

A03
KSENIIA TIURINA

（卡尼娅）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Chen style Taijiquan on

physical health of children aged 10-12 in Russia

A04

ANTONINA

RUZHANSKAIA（佟尼

雅）

俄罗斯 15-17 岁女生体育参与阻碍因素研究

A05
IRINA BARANOVA

（莉娜）

Professional Prepa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A06 牛亚光
光-传统中学乒乓球运动队教练员执教能力评价指标的构建

与实证研究

A07 吴捷 开封市排球传统项目学校排球训练开展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三、答辩形式、时间

网络答辩 腾讯会议

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14：30-1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