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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艳

姓    名 张丽艳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77.11 职务/职称 副教授

学    历 硕士 电子信箱 411350142@qq.com

办公电话 85099523 办公地点 北苑340

讲授课程 通识体育课程

研究方向 体育教育训练学

主要学习工作经历：
1995.09-1999.07   武汉体育学院   本科
2004.09-2006.07   东北师范大学   研究生
1999.07-至今     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教师
 
教学工作：
自1999年工作以来，公开发表论文24篇，第一作者16篇，核心期刊5篇，EI1篇，获得论文报告会二
等奖、三等奖各一篇；主持D类课题3项，参加D类课题8项，参加E类课题3项，均排名第二位；以第
一主编身份和第一副主编出版体育编著3部，教材副主编和参编5部，获东北师范大学教学成果奖一
等奖2项。本人始终工作在大学公共体育教学与高水平运动队训练第一线，承担大学公共体育篮球、
太极拳、体能训练等教学、高水平阳光组运动队训练、大学生课余训练、学校群体赛事及《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等工作。

社会兼职：
无

科研信息：
论文、著作、教材：
1.层次化结构式体育与健康教程  著作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7-09
2.高校公共体育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研究  论文 教育发展研究 2017-04-01
3.现代篮球学练指导实用教程 著作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2016-11
4.第30届奥运会中、日女排主要技术运用效果的比较研究  论文 体育科技 2016-10-01
5.体育师范生职业认同感的实证研究  论文 福建体育科技  2016-08-01
6. 大学结构式体育教程（第二版）  著作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6-07
7. 大学体育健康教育实习理论及实践探究  论文 教育发展研究  2016-06-01
8. 大连市中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提升策略研究 论文 文体用品与科技  2016-02-01
9. 大学结构式体育教程 著作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5-09-01
10. 第20届男足世界杯8强阶段球队头顶球技术运用特点分析 论文 中国学校体育  2015-07-01
11. 增强青少年体质的策略研究-基于对体育教育的反思 论文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3-20
12. 增强青少年体质的策略研究——基于对体育教育的反思 论文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3-01
13. 全纳教育视野下学校体育环境发展“瓶颈”与突破 论文 中国学校体育 2015-01-01
14. 大学结构式体育健康教程(2014升级版)  著作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4-12
15. 我国学校体育政策法规的回顾与展望 论文 中国学校体育  2014-06-01
16.study on the maximum deviation of basketball`s shllting angle and speed based on
numerical simulation（EI） 论文 BioTechnology:An Indian Journal  2014-02-01
17. 现代篮球技战术学练设计方法新探讨 著作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3-11
18. 体育专业大学生学习压力与学习倦怠 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 论文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3-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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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国优秀男子自由式摔跤运动员膝、踝关节肌力矩峰值的特征 论文 体育学刊 2013-07-28
20. 现代教育思想在高校篮球教学中的应用 著作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3-05-01
21. 体育教育在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中的重要作用 论文 高校体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2013-04-01
22. 篮球运动促进初中生人格发展的研究 论文 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12-20
23. 高校网球教学创新性研究理论与实践 . 著作.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2-12
24. 大学结构式体育健康教程 著作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2-11
25. 体育教育在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中的重要作用 获奖 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学校体育协会 2012-07-
22
26. 运动队教练员普及急救知识和技能的必要性及对策 论文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1-12-01
27. 大学体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探析 论文 东北师大学报 2011-06-20
26. 体育与健康教育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干预的可行性研究 论文 东北师大学报 2011-06-20
27. 论高校体育文化与传统体育文化的融合 论文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06-20
28. 吉林省高校开展定向运动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论文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11-06-20
29. 基本心理学视角下的体育教育人格塑造功能 论文 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03-20
30. 大学体育基础教程再版 著作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0-11
31.体育教育对大学生心理干预的研究 论文 高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2010-09-01
32.B体制与健康研究（含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体育教育对大学生心理干预的研究  论文 高校体育改革
与发展研究 2010-09-01
33. 析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管理 论文 中国体育教练员 2006-12-01
34. 吉林省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管理现状及对策论文 中国体育教练员  2006-12-01
35. 结构式体育与健康教程 著作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6-10
36. 第十届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  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学校体育协会  2006-07-17
37. 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偶像教育” 论文 21世纪高师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  2006-07-01
38. 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管理因素分析 论文 21世纪高师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  2006-07-01
39. 21世纪高校女大学生体育课程改革诌议 论文 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04-20
项目：
1.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现状及发展对策 省级学会规划项目 D级 2012年
2.高校体育教学中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和谐发展的研究  吉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D级 2011
年
3.大学公共体育资源开发与公务员健康促进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 2010年
4.体育与健康教育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干预的实验研究*吉林省教育厅项目 2010年
5.高师体育院系不同专项选修班学生运动知觉的研究  省级学会规划项目 2010年
6.吉林省田径运动后备人才"教体结合"培养模式的研究 省级学会规划项目 2010年
7.我国高水平运动队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  省级学会规划项目 2008
8.吉林省高校定向运动开展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 2008年
9.不同运动强度下达学生运动知觉能力变化特点的研究 其它项目（学会、政府部门委托等） 2007年
10.长春市城区老龄人群体育生活方式的调查研究 其它项目（学会、政府部门委托等） 2006年
11.社会体育竞赛管理系统研究 其它项目（学会、政府部门委托等）   2006年
12.社会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对吉林省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研究  其它项目（学会、政府部门委托等）
2002年
获奖情况：
第十三届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  体育教育在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中的重要作用  二
等奖
第十届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  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偶像教育” 三等奖
指导学生获奖：
2014年全国大学生北方赛区攀岩比赛  乙A男子团体第二名
2014年全国大学生北方赛区攀岩比赛  乙A女子团体第三名
工作获奖：
2011年9月吉林省军事阅兵比赛中荣获第一名；
2010—2011年度学校 “创先争优”活动中，先后被学校评为院（处）级优秀共产党员
2007——2008年度获得学校工会活动积极分子称号；
2011年度“创先争优”活动中，被评为院级优秀共产党员；
荣获国家一级篮球、网球、排球裁判员资质；
2008-2009年获得35岁以下教师身体素质测试中获得第一名；
连续19年代表学院参加校教工接力赛获得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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