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广东省青少年校园足球暨学生体质提升专项课题拟立项课题名单 

序

号 

地市/

高校 
承担单位 姓名 课题名称 

立项 

类型 

1 广州市 广州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 陆青雯 家园共育下中大班幼儿足球活动的创新实践研究 普通 

2 广州市 广州中学 张  玲 借助智能灵敏仪教学对初中女生中考足球综合能力的影响研究 普通 

3 广州市 广州市从化区城郊中学 曹基现 农村初中校园足球学练赛教学模式提升学生体质的实践研究 普通 

4 广州市 广州市增城区第一中学 何华兴 “教会、勤练、常赛”理念下高中校园 足球教学策略研究 普通 

5 广州市 广州市第三中学 张立胜 广州市越秀区校园足球的供需矛盾与消解路径 普通 

6 广州市 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嘉行学校 王福权 
校园足球“阶梯式多平台”模式研究-——以九年一贯制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

嘉行学校为例 
普通 

7 深圳市 深圳市第七高级中学 陈  贤 
足球改革试验区背景下全国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足球教师现状与发展对策研

究——以深圳市为例 
普通 

8 深圳市 深圳市福田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张仕宜 校园足球课堂专项体能训练对学生体质提升实效性研究 普通 

9 深圳市 深圳市龙华区丹堤实验学校 皮云云 小学校园足球课程评价体系的建立研究 普通 

10 深圳市 坪山区同心外国语学校 温世鹏 
专项师资与场地缺乏困境下校园足球活动开展现状及对策研究——以坪山区

公办中小学为例 
普通 

11 深圳市 深圳市福田区园岭小学 梅燕歧 基于数据监测的校园足球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的实践研究 普通 

12 珠海市 珠海高新区唐家小学 杨伟财 
《“校、家、社”一体化研究背景下——基于小学校园足球运动推广路径选

择和实践研究》 
普通 

13 珠海市 珠海市第二中学 周  波 打造校园足球文化“五进”模式的案例研究 普通 

14 珠海市 珠海中山大学附属小学 林世荣 珠海高新区中小学校园开展全员足球运动技能擂台的实践研究 普通 

15 珠海市 珠海市香洲区广生小学 卫永军 珠海市香洲区校园足球联赛体系创新研究 普通 

16 珠海市 珠海市金湾区第一小学 李黎明 以校内课后服务为平台提升校园足球水平的实践研究 普通 

17 汕头市 汕头市林百欣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林  娜 汕头市中职学生体质健康现状调查与提升策略研究 普通 



18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初级中学 林淑睿 基于“教学共同体”的区域校园足球发展的实践研究 普通 

19 佛山市 佛山市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何永东 以校园足球文化促进小学生品质提升的实践研究 普通 

20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东平小学 冯泳文 小学校园足球训练梯队建设模式的研究 普通 

21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官窑中心幼儿园 董  艳 基于感统理论的幼儿户外体育活动实践研究 普通 

22 河源市 河源市直属机关幼儿园 袁秀燕 民间游戏融入幼儿园足球活动的实践与研究 普通 

23 河源市 河源市源城区教师发展中心 吴承红 源城区校园足球竞赛体系的构建及发展 普通 

24 梅州市 兴宁市大坪中心小学 张志杰 校园足球 2.0 时代发展八大体系实践研究 普通 

25 东莞市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香市中学 罗自辉 体适能训练在初中男子业余足球训练中应用的实践研究 普通 

26 东莞市 东莞外国语学校 詹鉴峰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足球课程一体化建设的实践研究—以东莞外国语学校为例 普通 

27 东莞市 东莞市樟木头镇实验小学 刘  魁 区域内跨学段足球联动机制促学生综合素质水平提升研究 普通 

28 东莞市 东莞市大朗镇第一小学 郭文冠 “一课一赛”小学体育教学实践研究 普通 

29 东莞市 东莞市东坑镇中心小学 李润秋 小学校园足球“学、练、赛”一体化教学策略研究 普通 

30 中山市 中山市古镇高级中学 郭华生 大单元视域下初中足球教学设计与实践研究 普通 

31 中山市 中山市三乡镇光后中心小学 陈  峰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下小学足球家庭作业的构建与实践研究》 普通 

32 中山市 中山市东区竹苑小学 施南华 
中山市东区校园足球教学落实巜广东省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堂教学基本要

求》情况研究 
普通 

33 中山市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黄思宁 
“双减”政策下普惠型足球课后服务运行机制行动研究——以中山市中山纪

念中学初中部为例 
普通 

34 中山市 中山市实验中学 黄金柱 中巴足训法对湾区初中男子足球特长生体质健康影响的对比研究 普通 

35 中山市 中山市华侨中学 王浩华 高中校园足球课内外“双课”联动提升学生体质的实证研究 普通 

36 江门市 台山市第一中学 刘长亮 数量与质量：台山市校园足球师资队伍建设的方向辩思 普通 

37 江门市 江门市蓬江区教育局政体与安全股 姚  薇 基于校园足球理念下对小学足球“课课赛”的教学实践分析 普通 

38 江门市 江门市江海区江南小学 梁丽容 校园足球因地制宜的教学研究 普通 

39 阳江市 阳西县方正小学 林广义 运用趣味游戏提高小学中高年级足球教学效率的研究 普通 

40 省直属 广东省公安厅幼儿院 史力玲 负面清单下的幼儿足球活动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以广州市 4所幼儿园为 普通 



例 

41 高  校 中山大学 张晓宇 体教融合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高校足球思政教育模式构建 普通 

42 高  校 广东工业大学 张华文 运动医学视野下广州高校足球队运动员损伤现状及训练路径研究 普通 

43 高  校 广州航海学院 马宝壮 学习共同体视域下校园足球教师能力发展研究 普通 

44 高  校 广东科技学院 冬继峰 智能穿戴设备辅助校园足球体能训练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普通 

45 高  校 惠州学院 肖海婷 “双减 ” 背景下广东省校园足球资源重整与优化路径 普通 

46 高  校 韶关学院 赵文龙 广东省校园足球政策基层执行力提升研究 普通 

47 高  校 广东金融学院 贾  宏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身体运动功能训练研究 普通 

48 高  校 岭南师范学院 张宝钰 广东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综合评价研究 普通 

49 高  校 广东白云学院 易志成 “学、练、赛”教学模式在民办高校足球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普通 

50 高  校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郭明涛 青少年校园足球现状审视及优化路径探析-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 普通 

51 广州市 广州市知用学校 周活新 老城区小场地校园足球的实践与探索 自筹 

52 佛山市 佛山市禅城区镇安小学 郭  坚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发展的实践研究 自筹 

53 韶关市 韶关市曲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谢国剑 韶关市中小学校园足球联赛存在的问题与优化  路径研究 自筹 

54 惠州市 龙门县教师发展中心 赵厚伍 
山区中小学校园足球运动发展对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影响研究——以惠州市

龙门县为例 
自筹 

55 汕尾市 汕尾市城区汕尾中学 许安乐 核心力量训练对初中生足球基本技术的影响研究 自筹 

56 湛江市 湛江市机关第一幼儿园 许  智 幼儿足球游戏开发的实践研究 自筹 

57 肇庆市 广东肇庆中学 陈东明 “足球游戏化教学”在高中校园开展的实验研究 ---以广东肇庆中学为例 自筹 

58 潮州市 潮州市湘桥区城南实验中学 程伟权 潮州市校园足球开展现状及其创新路径探究 自筹 

59 高  校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林燕荣 体教融合背景下校园足球提升青少年体质的路径研究 自筹 

60 高  校 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 付爱丽 基于智慧校园平台的足球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研究--以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

院为例 

自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