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项目名称

黄园 生物能量反馈技术在游泳运动员训练监控与恢复中的应用研究

张援 广东省优秀运动员运动性睡眠障碍的识别诊断，顺势疗法及恢复调控

段小平 基于竞技体育信息管理平台的广东田、游、举、划项目备战十四运赛事成绩分析系统的构建

高照 HIIT运动结合人参皂苷Rh3通过AMPK/SIRT1途径对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改善作用及机制研究

谭荣韶 抗阻运动与血液透析患者的肌肉减少症的作用研究

祝林芳 解放军（广东）跆拳道运动员张梦宇东京奥运会竞争对手的技战术特征研究

李兆伟 依托武术进校园打造城市体育品牌路径研究——以鹤山市为例

孙健 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广东省青少年业余体校发展策略与路径研究

钟少婷 梁小静备战全运会提高竞技能力的关健技术研究

边宇 广东省优秀运动员体能测评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杜锋 优秀篮球运动员的特异性脑机制研究

李吉如 基于多传感器的皮划艇技术信息及生理信息集成系统的研发与应用

孙纲 关于羽毛球即时回放系统的研究

宋爱晶 广东省优秀运动员高尿酸流行病学及机理研究

文韬 广东省优秀举重运动员运动生物力学技术模型特征的研究

王晓军 富氢水提高运动员竞技表现状态的研究

韦延召 脚踝扭伤的个人化顺势疗法治疗成效研究与模型创建(第一阶段)

麦国强 短跑、跳跃项目运动员年度周期运动负荷与运动表现发展规律研究

唐斌 广东省女子自由式摔跤队备战2021年陕西全运会重点夺金运动员机能诊断与训练监控研究

佘曦 广东省重点羽毛球女子双打运动员备战全运会的技战术分析

白慕炜 广东省花样游泳运动员不同训练周期肠道菌群研究

蔡玉燕 广东省青少年运动员“学训矛盾”的对策研究

岑国斌 广东省体育装备制造企业优化升级中的服务创新研究

曾超凡 “课程思政”背景下广东省高校运动员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陈宝玲 体教融合背景下广州市田径传统小学后备人才培养研究

陈斌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视域的粤北乡村体育发展战略研究

陈昌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体育旅游空间布局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陈昌盛 “体医结合”视角下城市社区体育组织共生协同发展模式研究

陈华 广东省电子竞技产业政策研究

陈建才 优秀网球男子单打运动员关键分发球质量的综合评价研究

陈静霜 “互联网+”背景下体育场馆网络服务管理平台构建研究

陈美红 反策市场双驱动下广东省青少年户外营地活动建设与发展研究

陈青彪 新时期运动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

陈少宇 广东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实力提升研究

陈滔 广东省业余羽毛球教练员等级评定标准研究

陈卫汉 广东省优秀男子青少年水球运动员选材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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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祥慧 粤港澳“人文湾区”建设背景下广州马匹运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陈小慧 大型体育赛事运营的风险防控研究

陈晓 对IGR人群实施体医融合分级干预模式的研究

陈志毅 广东男子自由式摔跤运动员梁少峰核心得分技术表面肌电特征分析

崔曼峰 体育产业从业人员需求模型与培养模式研究

邓雯娇 广东省射击手枪运动员损伤评估及康复训练对运动表现的优化研究

董合玲 大学生体质弱势群体的身心健康研究

董文华 体教融合背景下加强青少年运动员文化素质的对策研究

董颖 广东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研究

杜熙茹 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实现路径与机制研究

段华 “互联网+”背景下数字媒介的体育消费研究

房作铭 复杂系统理论视角下足球专项体能训练设计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冯培明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广东武术推广策略研究

冯卫 《沉浸式社交媒介对青少年体育参与行为促进的研究

符春凤 孕期运动干预对分娩结局的影响

郭梁 核心稳定性训练影响跳板跳水起跳动作的生物力学机制研究

韩春远 小学生体能促进与评估体系研究

何华 对疫情背景下瑜伽+互联网居家健身方法的研究

何佳莉 慢性疾病预防视阈下体医融合的理论研究

何建伟 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困境、机遇与出路研究

贺晓玉 运用verification phase判定广东省青少年赛艇运动员最大摄氧量的研究

侯梦儒 广东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中多元主体关系归正研究

胡静雯 粤港澳大湾区马拉松赛事大数据信息库构建与应用研究

胡可欣 多媒体技术在竞技游泳训练中的应用研究

胡倩 粤港澳大湾区电子竞技的传播逻辑与模式研究

胡玉娜 自编大学生居家健身动作的实施及有效性研究

黄波 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及对策研究

黄波（华师） 青少年自由泳运动员划水周期内速度变化研究

黄德沂 《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0年）》背景下的广东省近五年社会足球场地建设研究

黄东怡 岭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数字化传播研究

黄继珍 港澳台地区中华体育文化认同研究

黄瑞敏 体教融合的内涵解析及发展路径研究

黄薇薇 信息技术背景下水下节拍器对竞技游泳技术改进的应用研究

黄元骋 智能化时代体育电子产品消费转型研究

季健民 皮划艇（静水）功能性力量训练方法的应用研究

贾宝童 社会支持视角下广东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的现实困境和优化路径

贾佳 广东乒乓球男队技战术训练评定标准构建与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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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志亮 VAR（视频助理裁判）技术在我国足球职业联赛运用的现状及前景研究

姜志军 广州市青少年体育素养提升研究

荆纯祥 功能性动作筛查预测普通高校学生运动损伤的效度研究

康琰琰 能量代谢联合膳食营养分析在运动员体重控制中的应用研究

赖晓红 快速伸缩复合练习在不同材质地面训练效果对比的研究

兰亚红 运动员早期膝关节软骨损伤的MRI表现及其诊分析

李超 动力链视域下广东青年男排备战全运会期功能性训练对发球技术优化的研究

李端英 基于数字化训练与监控技术对高水平运动队体能测试与评价的应用研究

李浩华 全运会视域下广东省柔力球队核心竞争力的提升策略研究

李婷 深圳市重点游泳运动员备战全运会训练过程监控研究

李薇 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的社会效益研究

廖自园 体教融合背景下运动员文化教育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研究

林彬 "体医融合"背景下搭建老年中医特色健康管理服务体系

凌敏 功能内稳态视觉下篮球运动实力表征的数据挖掘研究

刘晨 “疲三针”无创伤疗法对高水平水球运动员训练疲劳恢复效果的研究

刘皓 广东省高水平运动员退役后的自主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刘剑虹 结合疫情防控和体质监测开展广州市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的研究

刘晶 广东青青少年文化教育情况调查与分析

刘珺 基于实体化背景下广东省飞镖协会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

刘娉娉 少儿体育训练模式研究

刘书芳 限制性血流（BFR）训练对重竞技运动员膝关节伤后本体感觉的影响

刘祥友 粤港澳大湾区“体医融合"的现状、影响因素与政策建议研究

刘晓光 中医杨氏经络疗法对运动员体能影响的研究

刘元强 广东体育小镇建设现状及发展路径研究  

娄婧婧 广州市不同人群体育锻炼认知和行为调查及健康促进研究

罗俊波 广东省群众体育品牌赛事建设与发展研究——以气排球运动为例

罗平 青少年运动员大腿外侧肌群对髌韧带弹性模量的影响

罗伟权 全民健身视域下广州市广场舞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马少辉 广东省大众竞技体操技能等级标准的研究

麦粤徽 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视野下的广东省体育观众研究

孟婷 排舞项目国内与国际竞赛规则对比分析

牛爱军 传统体育加强香港居民民族认同及促进文化融合的研究

牛晓梅 体医结合理念下校园五禽戏促进青少年健康的实践研究

欧阳建飞 基于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资源的定向运动研学旅行课程化开发研究

潘凤英 基于社区健康营造理念下我省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研究

彭举华 举重运动员呼吸功能与腰痛发生的相关性研究 

漆亮 广东省广场舞发展现状与赛事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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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雪峰 广东省体育高危项目经营许可及管理系统研究

乔玉 广东省大型体育场馆服务中制度运行机理及调解研究

邱永红 大学生的户外运动风险认知特点及其对户外运动参与行为的影响 

申霖 优秀皮划艇运动员个体训练模式的构建研究

施闻 广东省二沙重点运动员膳食营养管理研究

宋晴 胜任力视角下广东省排球裁判员培训体系研究

宋永旺 广东省女子手球优秀运动员备战十四运会运动训练过程科学监控与竞技状态调整的研究

苏敷志 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区域协同发展路径探究

苏晴 短跑、跳跃运动员训练周期中血液IGF-1变化的监控研究

隋志宇 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下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培训机构协同发展机制研究

孙晨晨 “互联网+”时代体育产业创新人才培养研究

孙晓宁 广州市小篮球运动的开展瓶颈与改进策略研究

谭静仪 基于机器学习的运动员心脏疾病数据分析和预测研究

谭平英 广东省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的现实困境与破解策略

谭亦斌 广东省射击射箭项目全运备战心理科技攻关与服务

汤海燕 虚拟现实技术（VR）在广东省传统优势难美项目的应用研究

田学礼 广东省体育产业与周边产业融合态势测度与评价

田中 以汕头亚青会为例探析体育场馆赛后功能转换

佟亮 解放军（广东）张梦宇全运会女子-67kg级运动员主要对手的技战术特征研究

王红震 广东省乒乓球男队备战第14届全运会重点队员技战术训练和比赛的监控与分析

王会娟 深化改革背景下广东省单项体育协会治理机制与路径研究

王菁 广东省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运行机制研究

王磊 广东省击剑项目产业化发展现状研究

王露露 广东省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区域特征及实现均衡化的对策研究

王鹏 女运动员月经管理软件升级维护及推广

王石峰 粤港澳大湾区基层体育社团承接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研究

王素娥 体医结合背景下广东省青少年健康促进探索与实践研究

王伟 广东省青少年体质健康动态监测体系构建与实践

王钊 广东省公共体育场馆功能改造与机制改革的路径研究

王锥鑫 潮汕地区绿道体育发展与公共服务研究

温继鹏 身体功能性训练在广场舞中的融合应用研究

巫杰 三人篮球运动员竞技表现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实证研究

吴家琳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广东居民居家健身服务需求与策略研究

吴丽霞 从“体教结合”到“体教融合”——青少年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吴猛 青少年击剑运动员选训结合动态选材研究

吴义华 新时代治理格局下广东省游泳救生员培训现状、前景与路径研究

吴永钧 广东省健美操品牌赛事发展策略与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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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跃峰 “体医融合”中医运动处方促进慢性病康复的康养模式研究

吴者健 广东省青少年举重运动员伤病调查与康复治疗研究

吴稚安 粤港澳大湾区体育舞蹈主动协同发展研究

伍谋 广州市公共体育场馆服务半径的研究

武胜奇 粤港澳大湾区联合打造马拉松赛事品牌研究

肖红 大型赛事体育展示策划与运行研究

肖徽样 广东省高校体育场馆公共体育服务信息化的构建研究

谢戴西 广东高水平马拉松赛事网络关注度及网络影响力评估的研究

谢和志 心率监测在3x3篮球项目中应用的拓展研究

熊晓春 短跑、跳跃运动员血流限制抗阻训练（BFR-RT）的应用研究

熊焰 粤港澳大湾区竞技之乡多元协同治理研究

徐惠 “健康中国2030”背景下广东省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中公益与商业协调互动发展的研究

徐智芳 足球活动促进幼儿身心发展的研究

徐中秋 体育功能性音乐在青少年身体素质练习中的创新应用研究

许瑞平 青少年运动员大脑执行功能研究

许新 从评分规则的演变剖析花样游泳未来发展趋势---以广东花样游泳队为例

杨波 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下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体育教学协同发展机制研究

杨杏萍 髋膝关节周围肌肉群抗阻训练对膝关节炎的炎症反应及步态功能的影响

叶诗敏 广东省女子足球运动员文化教育情况调查与分析

尤田 优秀女子艺术体操运动员王某某东京奥运会前的个体化康复治疗

袁涛 VR 技术在体育领域的应用研究

袁旭 广东省排舞赛事运营管理研究

袁旭明 广东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全民健身服务站点建设标准的研究

岳文言 广东省体育用品品牌建设研究

岳艳丽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建视域下广东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研究

昝登良 体医结合的康复对促进广东省高职院校老年群体体育锻炼的效果研究

张芳 退役运动员再就业创业研究——以广东省武术队退役运动员为例

张红星 基于广东省现状的国家体育产业政策解读落实研究

张虹 全媒体时代大学生居家健身现状、特点及行为形成机制研究

张华文 粤港澳大湾区足球青训模式的比较研究

张甲秀 广场舞对女性老年人群身体机能及睡眠状况的影响

张瑾 广东省职业运动员运动性贫血流行病学调查

张晋 “后省运时代”肇庆市全民健身活动研究

张淼 振动训练对排球运动员功能性踝关节不稳的干预研究

张婷 基于核心素养导向的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研究项目论证

张新涛 体医融合慢病（2型糖尿病）人群运动处方的临床应用研究

张枝尚 青少年体育健身评估指标体系构建与优化

第 5 页，共 6 页



姓名 项目名称

招祥柱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居家健身的理念及方法的实验研究

赵大亮 构建广东省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探索

赵乐 功能性训练在普通高校羽毛球队训练中的应用

赵淼 功能性训练对广东省游泳运动员自由泳游动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赵巍 广东省青少年啦啦操俱乐部建设现状与发展模式研究

赵媛媛 弹力带健身操训练对中年女性肩关节活动度影响研究

郑朝沙 粤港澳大湾区全民健身机制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研究方法

郑胜 功能性训练对广东男排发球技术的影响研究

郑裔军 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效益评估体系研究

钟丹 我国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开设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周二三 国内外篮球训练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

周龙辉 体医结合背景下社区体育服务模式创新研究

周新红 广东佛山武术文化小镇建设研究

周新乐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广东“大体操”模式融合发展研究

周亚辉 我国男子职业篮球运动员竞技动力机制研究

祝捷 青少年足球运动集体效能的测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研究—以足球项目为例

庄巍 体教融合理念下广东省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第 6 页，共 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