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衡阳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体育综合》考试大纲

一、试卷结构

（1）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30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2）答题方式：闭卷、笔试。

（3）试卷内容结构

学校体育学、运动训练学、运动生理学，各 150分，三选二。

（4）题型结构及比例（一门课程）

a名词解释题：6小题，每小题 5分，共 30分

b简答题：5小题，每小题 14分，共 70分

c论述题：2小题，每小题 25分，共 50分

二、考试内容与考试要求

《学校体育学》

1 学校体育的历史沿革与思想演变

考试内容

国内外学校体育的产生概况、国内外学校体育发展的主要思想、国内外学校

体育发展现状及趋势

考试要求

（1）识记：国内外学校体育发展的基本历程

（2）理解：国内外学校体育发展中代表人物及其贡献；不同学校体育思想

对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影响；国内外学校体育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应用：学校体育研究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

2 学校体育与学生的全面发展

考试内容

学校体育对学生身体发展、心理发展、社会适应发展以及学生动作发展作用

与实施要求

考试要求



（1）识记：学校体育对学生动作发展的意义、作用与要求

（2）理解：学校体育对学生身体发展的作用与要求；学校体育对学生心理

发展的作用与要求；学校体育对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发展的作用与要求

3 我国学校体育的结构与目的、目标

考试内容

我国学校体育的基本结构、我国学校体育目的与目标的层级体系与具体内容

考试要求

（1）识记：我国学校体育的基本结构及作用；我国学校体育的地位与作用；

我国学校体育目的与目标的制定与具体内容；我国学校体育目的与目标的层级体

系

（2）理解：实现我国学校体育目的与目标的基本途径和要求

4 我国学校体育的制度与组织管理

考试内容

我国代表性学校体育制度、我国学校体育的组织管理系统

考试要求

（1）识记：我国学校体育代表性的制度内容及其实施意义

（2）理解与应用：我国学校体育的组织管理体系

5 体育课程

考试内容

体育课程的概念与特点、体育课程的学科基础、体育课程标准、体育课程改

革与发展

考试要求

（1）识记：体育课程的概念与特点；体育课程的学科基础及其作用；体育

课程标准制定的意义、理念与设计思路；体育课程标准实施的过程与实施要点及

实施策略

（2）理解与应用：体育课程标准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6 体育教学

考试内容



体育教学要素、本质与特点、体育教学目标、体育教学内容、体育教学方法、

体育教学主体、体育教学组织与管理、体育教学的类型与特点、体育课教学的结

构、体育实践课密度与运动负荷、体育实践课的备课与分析

考试要求

（1）识记：体育教学的概念、本质与特点；体育教学目标概念、制定及要

求；体育教学内容的概念、特点、选择及要求；不同体育实践课的类型及特点；

体育实践课结构的内涵及设计依据

（2）理解与应用：体育教学方法的概念、选择与应用、常用体育教学方法

的实施；体育教学组织形式及特点；体育教学目标设计、体育教学内容选择、体

育教学方式选择与设计中存在的典型性问题；体育实践课密度和负荷的测试及评

价；体育实践课的备课内容和分析方法；当前中小学体育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7 体育教学设计与实施

考试内容

体育教学设计过程与要素、不同层级体育教学设计方法、步骤与要求

考试要求

（1）识记：体育教学设计之于体育教学的重要作用

（2）理解与应用：体育教学设计的基本过程与要素；学段、学年、学期、

单元、课时体育教学设计的方法、步骤与要求；体育教学设计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8 体育课程学习评价与教学评价

考试内容

体育课程学习评价与教学评价的目的、评价内容、评价对象、评价方法及评

价的具体操作与应用

考试要求

（1）识记：体育课程学习评价的目的、评价内容、评价对象和评价方法；

体育教学评价的目的、评价内容、评价对象和评价方法

（2）理解与应用：体育课程学习评价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体育教学评

价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9 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考试内容



体育课程资源的概念、特点及分类、体育课程内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体育

课程场地器材设施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体育课程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体育课

程时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考试要求

（1）识记：体育课程资源的概念、特点及分类；体育课程内容资源开发的

意义、价值、作用和开发利用的方法

（2）理解：体育课程场地器材设施资源开发的意义、价值、作用和开发利

用的方法；体育课程人力资源开发的意义、价值、作用和开发利用的方法；体育

课程时间资源开发的意义、价值、作用和开发利用的方法；体育课程资源开发利

用对于体育课程教学的意义和价值；体育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中存在的典型

性问题

10 课外体育活动

考试内容

课外体育活动、课余体育训练和课余体育竞赛开展的意义与价值、组织形式、

组织实施

考试要求

（1）识记：课外体育活动、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开展的意义与价值；课外

体育活动、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的常见组织形式

（2）理解与应用：课外体育活动、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的组织实施；课外

体育活动、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开展的典型性问题

11 体育教师与终身学习

考试内容

体育教师的地位与劳动特点、体育教师的特征、体育教师的基本条件与职责、

体育教师的培养与培训

考试要求

（1）识记：体育教师的特征；体育教师的基本职责与工作内容及特点

（2）理解：体育教师培训的意义价值及常见形式；体育教师培养与发展的

趋势



《运动训练学》

1 竞技体育与运动训练

考试内容

竞技体育的概念、构成与基本特点，竞技体育的现代社会价值

考试要求

（1）识记：竞技体育的涵义、构成和基本特点；运动训练的涵义和基本特点

（2）理解：运动训练的直接目的与终极目标；运动训练与运动员选材的关系；

运动训练与运动竞赛的关系

2 项群训练理论

考试内容

项群训练理论的建立及其科学意义、竞技运动项目的分类及项群体系的构

成、项群训练理论的应用

考试要求

（1）识记：项群和项群训练理论的内涵；项群训练理论的科学意义；完整

的运动训练理论体系的三个层次；三种分类体系的结构

（2）理解与应用：一般、项群和专项训练理论研究的侧重点；各运动项目

在三种分类体系中的不同归属

3 运动成绩与竞技能力

考试内容

运动成绩及其决定因素、运动员竞技能力及其构成因素、运动员状态诊断与

训练目标建立

考试要求

（1）识记：竞技水平、竞技能力、训练水平的概念；决定运动成绩的三大

主要因素；构成竞技能力的五大因素；状态诊断在训练中的重要作用；起始状态

诊断的基本内容和训练目标的基本内容

（2）理解与应用：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非衡特征的涵义和运动员竞技能力

非衡结构的补偿效应的涵义

4 运动训练的基本原则

考试内容

竞技需要原则、动机激励原则、有效控制原则、系统训练原则、周期安排原

则、适宜负荷原则、区别对待原则、直观教练原则、适时恢复原则的释义、科学



基础及训练学要点

考试要求

（1）识记：训练实践中应遵循的原则；训练原则、系统训练原则、周期安

排原则、竞技状态的概念；竞技需要原则、系统训练原则、周期安排原则的科学

基础；竞技状态发展的三个阶段和训练大周期的结构（三个时期）；训练周期的

类型及其时间构成；负荷量和负荷强度的评价指标；渐进式地增加负荷量度的四

种基本形式；训练实践中常用的恢复手段

（2）理解与应用：一个训练大周期中三个时期的主要任务；竞技状态的发

展过程与训练大周期中三个时期划分的关系

5 运动训练方法与手段

考试内容

运动训练方法与手段概述、模式训练法和程序训练法、八种运动训练的具体

操作方法(分解训练法、完整训练法、重复训练法、间歇训练法、持续训练法、

变换训练法、循环训练法、比赛训练法)、运动训练的常用手段（周期性单一练

习手段、混合性多元练习手段、固定组合练习手段、变异组合练习手段）

考试要求

（1）识记：运动训练方法、运动训练手段、模式训练法、程序训练法、分

解训练法、间歇训练法和循环训练法的涵义；分解训练法、循环训练法和比赛训

练法的类型；循环训练法的三种组织形式

（2）理解与应用：重复训练法和间歇训练法的特点及异同；持续训练法的

特点

6 运动员体能及其训练

考试内容

体能训练释义及基本要求、身体形态释义及不同项群运动员的形态特征、训

练方法及要求、力量素质释义及各种力量素质的评定及训练负荷量度的确定、力

量训练的方法与手段及基本要求、速度素质释义及各种速度素质的评定及训练的

基本要求、耐力素质释义及各种耐力素质的评定及训练负荷量度的确定、耐力训

练的方法和手段及基本要求、柔韧素质定义及柔初训练的方法和手段及基本要

求、灵敏素质释义及敏训练的主要手段及基本要求

考试要求

（1）识记：相对力量和速度障碍的涵义：力量素质、速度素质和耐力素质



的分类；决定体能发展水平的三个因素：反应速度训练的常用手段；产生速度障

碍的主观原因

（2）理解：体能训练的重要意义；各种类型的力量素质和速度素质的内涵；

反应速度训练中应注意的问题

7 运动员技术能力及其训练

考试内容

运动技术的定义及基本特征、运动技术原理、动作要素与技术结构、影响运

动技术的因素(主体因素、客体因素)、技术训练常用方法（直观法与语言法、完

整法与分解法、想象法与表象法、减难法与加难法）、运动技术训练的基本要求

及运动技术评价

考试要求

（1）识记：运动技术的涵义；运动技术的基本特征；动作要素；影响运动

技术的主客体因素

（2）理解与应用：联系实际，阐明如何处理好技术的规范化与运动员个体

差异的关系

8 运动员战术能力及其训练

考试内容

竞技战术的定义及构成、战术的分类、战术训练方法（分解与完整训练法、

减难与加难训练法、虚拟现实训练法、想像训练法、程序训练法、模拟训练法、

实战法）、战术方案的制定、战术训练的基本要求

考试要求：

识记：竞技战术、战术指导思想、战术意识、制胜规律的定义；竞技战术的

构成因素和分类

9 运动员心理能力与运动智能及其训练

考试内容

运动员心理能力定义、运动员心理能力训练的常用方法及几种心理现象及克

服方法

考试要求

识记：模拟训练法的概念；运动员心理能力训练的常用方法和克服心理紧张

的方法

10 运动员多年训练的计划与组织



考试内容

制定多年训练计划的必要性、全程性多年训练训划、区间性多年训练计划

考试要求

识记：多年训练计划的类型

11 运动员年度训练的计划与组织

考试内容

年度训练中的周期安排、大周期训练计划的基本构成模式、年度训练过程中

比赛系列及负荷的动态变化

考试要求

（1）识记：训练大周期、单周期、双周期、多周期的涵义和大周期的类型

（2）理解和应用：年度训练中单周期和双周期的安排特点及应用实例

12 周课训练的计划与组织

考试内容

训练周的计划与组织、训练课的计划与组织

考试要求

（1）识记：小周期的类型：训练课的类型和结构；制订课训练计划的主要

内容

（2）应用：能按训练课计划的基本格式和要求制订一份可具体实施的课训

练计划

13 运动队伍的管理

考试内容

我国运动队管理工作的科学基础、运动队管理的主要任务与组织实施要求、

教练员与运动员

考试要求

识记：运动队管理工作的科学基础；运动队管理的主要任务与组织实施要求

《运动生理学》

1 肌肉活动

考试内容

肌肉收缩的原理、肌肉收缩的形式、骨骼肌不同收缩形式的比较、肌肉收缩

的力学特征、不同类型骨骼肌纤维的形态、生理及代谢特征、骨骼肌纤维类型与

运动的关系、肌电的研究与应用



考试要求

（1）识记：肌纤维的微细结构；肌肉的生理特性；静息电位和动作电位形

成的原因；肌肉收缩原理

（2）理解与应用：肌肉的收缩形式与力学特征；肌纤维类型与运动的关系

2 能量代谢

考试内容

肌肉活动与物质能量代谢的相关概念、糖代谢与运动能力、脂肪代谢与运动、

蛋白质代谢与运动

考试要求

（1）识记：糖、脂肪、蛋白质代谢；三个供能系统各自特征以及与运动强

度、时间的对应关系；肌肉活动时能量供应的代谢特征

（2）理解与应用：能量统一体概念及在体育实践中的应用；肌肉活动时影

响能量代谢的因素

3 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

考试内容

神经系统功能活动的基本原理、视觉、听觉、位觉和本体感觉的基本结构和

功能、躯体运动的神经控制

考试要求

（1）识记：脑干对肌紧张、对节律性运动的调控掌握姿势反射；视觉、听

觉、位觉和本体感觉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大脑皮质、基底神经节、小脑的运动调

节功能

（2）理解与应用：运动功能的整合

4 内分泌调节

考试内容

激素的概念及激素的作用机制、主要激素的生物学作用、运动与内分泌功能

考试要求

（1）识记：激素作用的机制；激素分泌的调节

（2）理解与应用：主要应激激素对运动的应答和适应的基本规律

5 血液与运动



考试内容

血液的功能、渗透压和酸碱度、运动对红细胞和血红蛋白的影响

考试要求

（1）识记：血液的基本组成成分及运动对其影响；血液的主要理化性质；

血液的运输功能

（2）理解与应用：血液的调节功能

6 呼吸与运动

考试内容

呼吸运动与肺通气、气体的交换、氧气的血液运输与氧解离曲线的意义、呼

吸运动的调节、运动时的合理呼吸

考试要求

（1）识记：肺通气功能的评定；气体交换的原理；气体的交换过程

（2）理解与应用：运动与呼吸；肺通气功能对训练的反应与适应；影响气

体交换的因素；肺换气功能的评定；呼吸中枢及其呼吸的反射性调节

7 血液循环与运动

考试内容

心肌的生理特性、心脏的泵血功能与评价、心输出量和心脏做功、血管中的

血压和血流、运动对心血管功能的影响

考试要求

（1）识记：心肌的生理特性；心动周期、心率、心音、血压的概念，心脏

的泵血过程；动脉血压形成过程及影响因素；微循环的三条通路的主要功能；静

脉血压，掌握影响静脉回心血量的因素

（2）理解与应用：心泵功能的评价指标；影响心输出量的因素；心血管活

动的神经支配；心血管系统对运动的反应及适应

8 消化、吸收与排泄

考试内容

消化与吸收、肾的结构与泌尿功能、运动对肾功能的影响、运动性蛋白尿

考试要求

（1）识记：能源物质的消化与吸收过程；肾的泌尿功能



（2）理解与应用：运动对消化和吸收的影响；肾在维持机体酸碱平衡作用；

运动对肾功能的影响

9 身体素质

考试内容

身体素质概述、力量素质的生理学基础及力量素质的训练、速度素质的生理

学基础及速度素质的训练、耐力素质的生理学基础及其训练、灵敏与柔韧素质

考试要求

（1）识记：影响肌肉力量的因素；有氧耐力及无氧耐力素质的生理学基础；

速度素质的生理学基础

（2）理解：肌肉力量训练的若干生理学原则；最大摄氧量的概念、影响因

素；乳酸阈概念

（3）应用：肌肉力量训练的手段和方法；速度素质的训练方法；有氧耐力

及无氧耐力素质在运动实践中的意义；发展灵敏和柔韧能力的训练方法

10 运动与身体机能变化

考试内容

赛前状态对运动能力的影响及准备活动的生理作用、影响“极点”与“第二

次呼吸”的因素、稳定工作状态、运动性疲劳概念及产生机制、判断运动性疲劳

的指标及方法、恢复过程的一般规律、促进人体功能恢复的措施

考试要求

（1）识记：运动过程中人体机能状态变化的规律和各阶段的特点及其生理

机制；准备活动的生理作用以及影响准备活动生理效应的因素；“极点”与“第

二次呼吸”的概念、产生原因及其影响因素

（2）理解与应用：运动性疲劳发生的部位；运动性疲劳的特点；产生运动

性疲劳的可能机制；运动性疲劳的诊断；恢复的一般规律；机体能源贮备的恢复；

促进人体功能恢复的措施

11 运动技能的形成

考试内容

运动技能形成的过程、各阶段的动作表现、形成的原因及教学要点

考试要求



（1）识记：运动技能的分类；课的形成过程

（2）理解：运动技能不同的特点及不同阶段技能学习的要求

12 肥胖、体重控制与运动处方

考试内容

肥胖、体成分、身体指数等概念以及肥胖与体重控制的意义、肥胖主要发病

机制、肥胖的防治理论、运动减肥机制、运动处方

考试要求

（1）识记：肥胖及其危害；肥胖的分类；造成肥胖流行的主要原因

（2）理解与应用：肥胖的诊断指标；体成分估算方法；减体重方法及注意

事项掌握运动减肥的可能机制及减肥运动处方的制定原则、分类、内容、制定与

实施

13 环境与运动

考试内容

热环境对人体运动的影响及热习服、预防热危害的原则及补充体液的原则与

方法、冷环境和水环境对人体运动运动的影响及人对水环境的适应、高原环境对

人体的影响和高原适应的生理机制以及对运动训练的影响、高原环境对运动能力

的影响及高原训练方法、生物节律及其机制、生物节律与运动训练的关系、时差

反应及调整

考试要求

（1）识记：体温的概念、人体保持体温相对恒定的原理；热环境运动时的

生理反应；热环境运动对人体的热伤害

（2）理解：冷环境对人体运动的影响；水环境与运动能力；高原环境对人

体的影响和高原适应的生理机制；高原训练方法；生物节律的概念；生物节律的

特点

（3）应用：生物节律与运动训练的关系；时差反应及调整

三、参考书目

学校体育学：

1 潘绍伟,于可红主编.学校体育学（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2 周登嵩主编.学校体育学.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



运动训练学：

田麦久主编. 运动训练学(第2版).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年8月.

运动生理学：

邓树勋,王建,乔德才,郝选明.《运动生理学》（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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