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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jscx2015001 刘兰娟 1310003003 司虎克 全球化时代瑜伽在中国的推广路径研究 博士 2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

2 yjscx2015002 刘小明 1310003004 王兴 CBA俱乐部成长性研究 博士 2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

3 yjscx2015003 朱玉珍 1310003014 张庆文 运动因素干预对神经元钙传感蛋白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研究 博士 2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

4 yjscx2015004 段丽梅 1310104001 戴国斌 学校武术身体认知教育研究——以形意拳为个案 博士 2 武术学院

5 yjscx2015005 李守培 1310104004 郭玉成 中国武术理论发展研究——人人、身心、天人的三重维度 博士 2 武术学院

6 yjscx2015006 蔡明 1310302001 娄淑杰
高脂饮食诱发肥胖损害大鼠学习记忆能力的内质网应激相关机
制

博士 2 运动科学学院

7 yjscx2015007 陈熙 1310302002 邹军 机械应力对小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化及Wnt信号通路的影响 博士 2 运动科学学院

8 yjscx2015008 梁雷超 1310302007 刘宇 不同骑行姿势对下肢动力学的影响研究 博士 2 运动科学学院

9 yjscx2015009 刘宇 1310302008 陈佩杰
骨骼肌急性损伤修复过程中巨噬细胞相关肌肉再生因子作用机
制研究

博士 2 运动科学学院

10 yjscx2015010 王世强 1310302012 常芸 基于TGF-β1/Smad信号通路探讨运动性心肌纤维化的发生机制 博士 2 运动科学学院

11 yjscx2015011 周跃辉 1310302021 周成林 运动对大鼠尼古丁成瘾所致认知损伤的影响及神经机制 博士 2 运动科学学院

12 yjscx2015012 冯维胜 1310421003 曹可强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第三方评估研究 博士 2 经济管理学院

13 yjscx2015013 刘东宁 1310501004 李建国
生态文明背景下我国沪外运动发展研究——“生态文明型户外
运动”发展模式构建

博士 2 体育休闲与艺术学院

14 yjscx2015014 吴迪 1310501006 刘志民 城市新市民体育赛事参与及推动机制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博士 2 体育休闲与艺术学院

15 yjscx2015015 甄媛圆 1310501007 缪佳 论英国文化对世界竞技体育的影响力 博士 2 体育休闲与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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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yjscx2015016 彭国强 1410003006 舒盛芳 美国体育大国成长的战略选择研究 博士 2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

17 yjscx2015017 王东海 1410302003 刘宇 不同骑行状态下人体下肢多关节运动控制策略的研究 博士 2 运动科学学院

18 yjscx2015018 宋祺鹏 1410302007 毛德伟
太极拳和广场舞练习对老年人上下楼梯时身体姿势控制能力的
影响

博士 2 运动科学学院

19 yjscx2015019 陈德权 1410302008 衣雪洁
运动性雄性早期肥胖（能量正平衡）下性腺发育不良的影响及
机制

博士 2 运动科学学院

20 yjscx2015020 田雪文 1410302014 冯连世
过度运动大鼠免疫失衡JAK/STAT 信号通路机制及
蛹虫草干预研究

博士 2 运动科学学院

21 yjscx2015021 陆颖之 1410302020 周成林
情绪对乒乓球运动员提取知觉预测关键线索的影响及其神经机
制

博士 2 运动科学学院

22 yjscx2015022 张兰兰 1410302021 张剑 冥想调节负性情绪的脑网络连接模式研究 博士 2 运动科学学院

23 yjscx2015023 郭玮 1410302023 任杰
乒乓球锻炼对阿尔茨海默病人视空间工作记忆的影响：行为和
神经机制研究

博士 2 运动科学学院

24 yjscx2015024 徐家熹 1410421007 李海
情境感知下体育彩票开奖频率对彩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
制

博士 2 经济管理学院

25 yjscx2015025 邵凯 1410501006 董传升 体育团队冲突与沟通研究 博士 2 体育休闲与艺术学院

26 yjscx2015026 陈君 1320003002 司虎克
中美体育用品技术创新特征研究——以足、篮、排球及其相关
专利为例

硕士 1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

27 yjscx2015027 何晶 1320003007 舒盛芳 上海市初中《体育与健身》教科书使用情况调查研究 硕士 1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

28 yjscx2015028 梁丽娜 1320003016 施之皓 青少年乒乓球训练方法的科学化改革研究——以上海市队为例 硕士 1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

29 yjscx2015029 史旭东 1320003020 项贤林 大数据视域下上海男排副攻攻防能力的个案分析 硕士 1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

30 yjscx2015030 杨爽 1320003026 张庆文 “学校体育”研究热点与演化特征分析 硕士 1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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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yjscx2015031 姚莹莹 1320003027 杨烨 基于改善肥胖幼儿身体形态的体育游戏干预研究 硕士 1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

32 yjscx2015032 于小丹 1320003028 吴贻刚 上海市公立小学体育教师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硕士 1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

33 yjscx2015033 耿敬敬 1320104005 朱东 太极康复操对上海市强制隔离女戒毒人员康复效果的研究 硕士 1 武术学院

34 yjscx2015034 何宝庆 1320104008 李建文 上海市中小学武术传承实证研究——以十所中小学为例 硕士 1 武术学院

35 yjscx2015035 郭友德 1320104009 刘静 太极拳对慢性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影响及神经机制研究 硕士 1 武术学院

36 yjscx2015036 孙玉科 1320104020 朱东 不同刺激方式下武术套路与格斗项目运动员击打效果比较研究 硕士 1 武术学院

37 yjscx2015037 朱若红 1320104026 丁丽萍 民族传统体育学硕士学位论文科研方法应用情况 硕士 1 武术学院

38 yjscx2015038 陈炳霖 1320302004 邹军 全身振动训练对慢性腰痛患者躯干本体感觉影响的研究 硕士 1 运动科学学院

39 yjscx2015039 段林茹 1320302008 刘无逸 抗阻呼吸训练缓解脑卒中后构音障碍的疗效研究 硕士 1 运动科学学院

40 yjscx2015040 焦佳欣 1320302015 庄洁 基于能耗测定的小学生花样跳绳运动干预研究 硕士 1 运动科学学院

41 yjscx2015041 刘欢 1320302020 张春华 集中和分散力量锻炼结合有氧运动对中老年女性体质的影响 硕士 1 运动科学学院

42 yjscx2015042 龙志 1320302021 王人卫
肌内效贴布对健康青年大学生踝关节本体感觉的影响及机制研
究

硕士 1 运动科学学院

43 yjscx2015043 牛战斌 1320302026 王茹
不同运动方式对上海市老年人群血脂的影响及与
rs756660基因多态性的关联性研究 硕士 1 运动科学学院

44 yjscx2015044 王思娅 1320302034 庄洁 基于能量代谢仓的少年儿童静态活动能量消耗的测定 硕士 1 运动科学学院

45 yjscx2015045 温子星 1320302038 危小焰 仿上肢截肢者抗水平扰动平衡响应的研究 硕士 1 运动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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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yjscx2015046 文天静 1320302039 陆大江
学龄前儿童体质健康与静态生活方式相关因素的研
究----2014年上海长宁区4-6岁儿童体质监测为例 硕士 1 运动科学学院

47 yjscx2015047 辛磊 1320302041 娄淑杰 甲烷对SD大鼠运动性骨骼肌炎症反应的康复效应 硕士 1 运动科学学院

48 yjscx2015048 杨晨 1320302045 刘宇 下肢外加负荷对于短跑途中跑动力学与运动学的影响 硕士 1 运动科学学院

49 yjscx2015049 侯爽 1320307002 任杰 乒乓球运动经验对抑制控制能力的影响 硕士 1 运动科学学院

50 yjscx2015050 李翠翠 1320307004 周成林 运动改善内源性雌激素缺失引发的认知损伤及机制研究 硕士 1 运动科学学院

51 yjscx2015051 彭洁予 1320307005 李安民 难美型项目运动员动作记忆的优势 硕士 1 运动科学学院

52 yjscx2015052 沈诚 1320307006 张剑
篮球运动员的动作表象：专业技能的动作表象与非
专业技能动作表象的fMRI研究 硕士 1 运动科学学院

53 yjscx2015053 李雅 1320421004 李海 体育彩票危机事件中彩民信任受损及修复机制研究 硕士 1 经济管理学院

54 yjscx2015054 许蓉蓉 1320421011 杨倩 上海市高校户外体育社团风险评估研究 硕士 1 经济管理学院

55 yjscx2015055 陈莹利 1320501001 谭小勇 全球体育法若干基础理论问题研究 硕士 1 体育休闲与艺术学院

56 yjscx2015056 王学彬 1320501009 郑家鲲 上海市公共体育服务发展规划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 硕士 1 体育休闲与艺术学院

57 yjscx2015057 马宇飞 1320524003 王红英 生态文明视角下上海市广场舞项目开发的研究 硕士 1 体育休闲与艺术学院

58 yjscx2015058 李东锦 1420003004 吴瑛 壁球项目技战术软件研发与应用 硕士 1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

59 yjscx2015059 谭景旺 1420003005 吴雪萍 律动训练对老年人身体功能改善的研究 硕士 1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

60 yjscx2015060 胡海涛 1420003012 施之皓 体教融合的理论与实践——以中国乒乓球学院为例 硕士 1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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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yjscx2015061 类延钊 1420003013 高学民 上海市中小学体育场地对外开放运行机制的研究 硕士 1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

62 yjscx2015062 宋亚刚 1420003024 司虎克 基于知识图谱的国内外高校网球运动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硕士 1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

63 yjscx2015063 王乐 1420205003 张业安 网络与手机对青少年体质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 硕士 1 体育新闻与外国语学院

64 yjscx2015064 杨赫 1420205004 杜友君 “回归”与“探求”——电视体育节目娱乐热的冷思考 硕士 1 体育新闻与外国语学院

65 yjscx2015065 杨俊喆 1420205010 肖焕禹 我国体育微直播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 硕士 1 体育新闻与外国语学院

66 yjscx2015066 庞晓玮 1420205011 杨剑锋 体育报道中女性形象异化分析 硕士 1 体育新闻与外国语学院

67 yjscx2015067 殷姿 1420205016 路云亭 新世纪中国体育明星的超体育表演实证分析 硕士 1 体育新闻与外国语学院

68 yjscx2015068 柯丹丹 1420302001 陆大江 智能化健身步道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硕士 1 运动科学学院

69 yjscx2015069 延领 1420302003 徐昕 AMPK对运动性心肌肥厚的影响 硕士 1 运动科学学院

70 yjscx2015070 杨亚南 1420302031 刘冬梅 抗阻训练对胰岛素抵抗大鼠骨骼肌细胞外基质的影响 硕士 1 运动科学学院

71 yjscx2015071 李雪佩 1420307008 章建成 高水平运动员多目标追踪能力的脑网络连接模式研究 硕士 1 运动科学学院

72 yjscx2015072 肖荷 1420423001 刘东锋
大型体育赛事在转播中的赞助曝光效果评价——基于利用眼运
动技术测算观众信息处理对赞助回忆的影响

硕士 1 经济管理学院

73 yjscx2015073 刘丹 1420423002 刘兵 赛事产品属性、场认知方式影响体育赛事消费研究 硕士 1 经济管理学院

74 yjscx2015074 周进 1420423016 黄海燕
体育赛事旅游产品的创新与设计——以F1赛事上海站旅游产品
创新与设计为例

硕士 1 经济管理学院

75 yjscx2015075 裴雷 1421534008 张莹 公园环境下休闲体力活动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硕士 1 体育休闲与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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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yjscx2015076 胡成 1421534012 陆莉萍 基于SWOT分析沪台两地市民运动中心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硕士 1 体育休闲与艺术学院

77 yjscx2015077 太极 1422005019 罗永洲 中国武术文化在贝宁共和国的传播与重构 硕士 1 体育新闻与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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