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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体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教材建设经历了初期、成熟和发展 3 个时期；科学基础方

法论呈现的新特点，对构建体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质的研究方法引起重视，

体育科学研究应重视研究方法的理性问题。体育科学研究方法教材编写应全面贯彻国家教育、体

育方针，贯彻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方案》和《普通高等学校

体育教育本科专业各类主干课教学指导纲要》的精神，体现高起点、新内容、重实用的思想；并

遵循编选并重、对学生自主性学习支持、系统性和重点突出及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人文教育相

统一的原则；新教材结构层次主要由方法论、研究方式和具体方法与技术三大部分内容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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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construction and system re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of  
scientific physical education research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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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of scientific physical education research methods i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namely, preliminary stage, mature stage and development stage. New characteristics 

shown in fundamental scientific methodology have provided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physical education re-

search methodological system with directional guidance; substantial research methods have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in scientific physical education research,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ationality of research methods. 

The author also put forward that in the compil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of scientific physical education researches 

methods, we should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 education and physical education guidelines of China, and the es-

sence of Regular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Plan for Commo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n China and Ma-

jor Regular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Teaching Guide for Commo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ssued by Minis-

try of Education, embody such compilation ideas as high starting point, new content and valued practical applica-

tion, an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equally valued compilation and selection, supporting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

ing, highlighted systematical arrangement and key contents, and unifying knowledge lecturing with capability culti-

vation and cultural education. Structurally new teaching materials are mainly composed of three major parts, 

namely, methodology, research method and specific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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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高等体育院校大力培

养具有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已成

为非常紧迫的战略任务。综观我国体育科学的快速发

展，其创新主要体现在“推进学术观点的创新、学科

体系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3 个方面，在这 3 种

创新中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基础，没有科学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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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术观点和学科体系的创新。

目前，随着本科生及研究生教学规模的不断扩大，从

事体育科学研究与实践工作的人数也日益增多。无论

是在本科生还是在研究生的教育培养中，研究理论与

方法都是非常重要的课程。近年来，虽然出版了不少

关于体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著作、教材，对探讨体育科

学研究方法及其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长期从

事这方面的教学工作中，总感觉到现有著作与教材仍

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因此，构建新的体育科学研究方

法体系，给予其合乎专业水平的关注，是亟待研究和

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1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教材建设的回顾 

1.1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教材建设初期 

20 世纪 50~60 年代，我国大量引进前苏联高校教

材，翻译、参考前苏联教材，教材编写也基本沿袭前

苏联的教材体系，在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初创时期

解决了教材从无到有的问题，为建国初期培养大量高

级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体育院校的教材建设与我国

高等体育专业教育的形成与发展紧密联系，1958 年 9

月前国家体委下发《六个体育学院座谈会纪要》中提

出了关于编写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问题；1960 年 2 月

《教育部、国家体委关于全国体育学院、体育专科学

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科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提

出“要求学生掌握科学理论知识，初步具有进行体育

科学研究能力”[1]；1961 年体育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

首次编辑出版了体育学院本科系列讲义，对于学生科

学知识和研究能力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基础理论课及

专业技术课中。随着 1977 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和招生规

模的扩大，邓小平同志在百废待兴之时亲自抓教育，

抓教材建设，很快克服了十年动乱造成的“书荒”，

开始按他提出的“教材要反映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

平”指示去做。1978 年 7 月前国家体委在《关于认真

办好体育学院的意见》中提出了“搞好教材建设是提

高教育质量的基础”的意见，并要求在 1980 前编审出

版一套质量较高的通用教材以及相当数量的教学参

考书。1980 年原国家体委颁布了《关于试行体育学院

体育系教学计划和体育学院学生学籍管理的暂行规

定的通知》，将体育科学研究和毕业论文课程学时设

定为 200 学时，占当时教学计划总学时的 6.54%。与

此同时，各体育院系把编写高质量的教材与教学参考

书列为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就体育科学研究方

法教材建设而言，许多编著者汲取国内相关学科教材

编写的内容和体系，结合我国体育院校办学及专业课

程设置的情况，出版了一些教材与自编讲义。该时期

代表性的教材和著作是王义润、田麦久编著的《体育

科学研究程序与方法》及黄明教等编著的《体育科研

与科研量化》，这些教材与著作初步形成了体育科学

研究方法的教材体系，但在当时体育科研方法还没有

普遍进入本科学生的课堂。 

1.2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教材建设的成熟期 

至“七五”教材建设末期，我国累积出版高校教

材万余种，高校教材体系基本形成。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全面深入，要求高校教材具有

“先进性”，有的教材要走向世界，以适应对外开放

的需要。1994 年原国家教委出台《高等教育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立 221 大项、985

个子项目，1万多名教授参加了该项目的改革和研究。

随后，高等师范教育也出台了同样的改革计划，2 个

计划的目标是出版 100 个左右的改革方案和 1 000 本

左右的“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各个学科专业教材

体系和内容的创新力度都很大。原国家教委 1991 年颁

布的《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教学计划》[2]和 1997

年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本科专业

课程方案（试行）》均将体育科学研究方法列为必修

课程[3]。体育教育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推动了包括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在内的系列课程和教学内容

的改革。该时期由于体育院系教学计划的调整，多数

院系将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设置为必修课程，其教材建

设可谓是硕果累累，部分院校自编了一些教材和讲

义，以供教学的急需。同时，随着研究生、成人教育、

岗位培训等工作的开展及课程体系改革的深入，更新

了教材机制，扩充了教材内涵，其代表性的有黄汉升、

容仕霖主编的《体育科学研究方法》，周登嵩编著的

《体育科研概论》，张颂歧、罗跃兵编著的《体育科

学研究方法》等。 

1.3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教材建设的发展期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其特征就是以人为

本，以创新为灵魂，以知识为产品，以全球为背景。

大学教育必须围绕知识经济的特征来考虑，适应时代

对人才培养的要求。高等学校为了适应这些要求，实

施了全方位的改革。2001 年 3 月教育部颁布《关于“十

五”期间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提

出“逐步建立以国家规划教材为重点，门类齐全，适

应培养面向 21 世纪的高素质、创造型人才需要的教

材体系，即包括多学科、多类型、多层次、多品种系

列配套的体系”[4]。各个院校及学科专业纷纷出台了

“十五”教材建设规划及管理措施，突出“精品教材”

意识，使我国高校教材建设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与此

同时，教育部提出了“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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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强能力、重创新”的复合型体育教育人才的培

养目标，体育科学研究方法成为高等体育类专业学生

的重要课程，有创新特点的教材建设迫在眉睫。该时

期代表性的教材或著作有张力为编著的《体育科学研

究方法》，郑旗、李吉慧编著的《现代体育科学研究

的理论与方法》等。其主要特点是体育科学研究中的

一些新方法、新手段、新内容写进了教材，学科体系

和教材体系较为完善，注重对学生创新能力和科研实

践能力的培养，内容质量和出版质量上有了突破，各

出版社在编辑、出版、印刷等环节上，精心组织，精

心施工，提升了著作的水平和教材的实用性。 

1.4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教材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前所述，高等教育全方位的改革，其切入点主

要是优化课程结构，推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

手段的现代化进程。这既是科学技术与信息技术迅猛

发展的呼唤，又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回顾体育

科学研究方法教材建设的历程，总的来说教材建设滞

后于教学改革的实践，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部分教材或著作低水平重复严重，机械地移植

同类教材，不能满足按照新的专业目录修订的教学计

划和课程设置的教改需要。 

2)部分自编教材或著作内容庞杂，书越编越厚，

学生越看不懂，与体育科学研究的实践联系不太紧

密。 

3)教材的基本术语不规范，很少能体现体育教育

改革方向和体现体育专业特色。 

4)典型或案例教学的应用比例较低，方法的介绍

理论根据不足或不系统，从而影响了学生科学素养、

科研能力、探索精神的提高。 

5)教材考虑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不够，缺少辅助教

材、教学参考书。 

 

2  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发展动态及对新教材

建设的启示 
近年来，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选题和立项逐年增

多，研究方法的出版物数量剧增，其覆盖面之广、研

究之深、操作性之强是体育界所难以想象的。尤其是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其研究方法的进展令人惊

讶！但回首体育界对于研究方法的漠视，在某种程度

上来说，影响了体育学科建设的发展。总的来看，科

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一些动态，为构建新的体育科学

研究方法体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2.1  科学基础方法论的研究十分活跃 

当代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迅速发展起来并走到科学的前沿，以至于形成了“人

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足鼎立的当代大科

学体系。科学基础方法论，揭示的是隐藏在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活动中共同的表征人类科学最

基本特性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及实现的机制[5]。科

学基础方法论呈现出一些新的现象和特点，给整个体

育科学研究带来新的活力。科学基础方法论对体育科

学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同的层面： 

科学基础方法论的观念向体育科学的不断渗透；

具有普遍性的一般科学方法向体育科学中的快速移

植；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某些具体

学科的专门方法被体育科学引进。 

2.2  科学研究中质与量研究取向和方法 

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具有质和量的两种规定

性，质和量构成科学研究的两个取向或两个侧重点。

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在方法论原则、研究程序、步骤，

收集资料的方法上都存在着差别[6]。自然科学主要是

在认识论框架下展开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是在价

值论框架下展开研究。它们对体育科学研究及教材体

系构建的启发是： 

1)它们是既有区别又互相补充的研究方法，把质

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结合起来是体育科学研究的必然

要求。 

2)体育科学研究要抱着“学习—实践—提高”的

态度来认识这一动向，具体的措施之一，就是把“质

的研究”写进教材，进入课堂，加强其基础知识和方

法训练，提高其应用水平，大胆进行“质的研究”的

“中国化”的相关问题。 

3)质与量的研究，各有适用时机与特点，有适合

于其研究的基本问题类型，体育科学研究中已有成功

的案例，但它不同于国内一般所称的“定性研究”，

任何一种方法的应用都有其局限性，应该用科学的态

度来对待方法的应用，洋为中用，选用典型方法和经

典内容[7]。 

2.3  各门学科研究方法论与方法应用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的这几年，根据各种不同

的学科及各研究问题的不同，国内学界对于方法论、

研究方法乃至研究方法出版物的传播等问题出现了

系统的总结与反思，其突出的问题是：研究方法问题

的探讨和出版主要集中在各学科内部，如教育研究方

法、心理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体育科学研

究方法等。每本教材或著作都有面面俱到的文献法、

调查法、案例法、访谈法、实验法等，但很少有对某

一方法进行深入研究的图书，以至于绝大多数学生虽

然上了课，除了记住几个名词和对一些方法的理论和

应用略知一二之外，至于什么情况下选择什么方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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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恰当，什么类型问题选择什么方法，具体怎么操作

等细节问题，仍然处于无理性状态。另一个动向是学

界通过系统的反思，呼吁大专院校加强对学生乃至研

究人员的研究方法意识和方法素养培养力度的问题。

研究者认为，受过系统专业训练的人员成为推动各门

学科研究发展的主力军，研究者的整体素质也较高。

而这些素质的培养，必然面临大量的具体方法和技术

手段的引入和学习问题，同是也呼吁图书出版的编辑

和策划人员提高责任心，以及教材传播、更新出版与

管理机制改革完善等问题。 

 

3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新教材的构建 

3.1  新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体育方针和科教兴体战略；

贯彻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

专业课程方案》和《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

各类主干课教学指导纲要》的精神。体现高起点、新

内容、重实用的编写思想。“高起点”，就是从组织编

写队伍入手，以建设“精品教材”为目标，从国际、

国内最先进的理论、方法、技术、手段出发，高质量

地完成教材；“新内容”，就是在编写框架、编写内容、

编写体例等多方面反映前人成果，传达最新信息；“重

实用”，要求教材要紧密结合体育发展的需要，培养

高素质的人才需要，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和科研实践能

力培养，既要有一定理论深度，又要体现科研中的实

用性和可操作性，适应新世纪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

宽、能力强、素质高的人才需要。 

3.2  新教材编写的基本原则 

教材编写要从体育专业学生的特点出发，注意学

生科研的实际需求，不要拘泥于已有的教材体系，大

胆融入学生能力培养的内容，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1)“编”、“选”并重的原则。 

在教材编写中，收集一切有用的信息材料，努力

完善体育科学研究方法教材体系。“编”，可以把自己

优秀的科研成果编进去，“选”可以把别人成果、相

关成果经典内容选进去。 

2)注重教材对学生自主性学习支持的原则。 

教材编写的内容要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学

习兴趣，能提供学生自由学习与探究的机会及可能，

应把培养学生科研能力、探索精神列为教材目标。 

 3)系统性和重点突出的原则。 

教材要体现体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内在结构特点、

方法的本质特征，方法的来源和发展，方法的选择与

运用等系统知识问题，又要考虑到重点内容突出的问

题，力争在教材体系和内容上做到系统性和重点突出

的高度统一。 

4)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人文教育相统一的原则。 

要求在选择教材内容和编写体系时既要注重素

质教育和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又要将科学教育与人

文教育相统一，有必要渗透科学学、人文科学素养、

学术道德、科技伦理等相关的基本知识和内容。 

3.3  新教材编写的结构层次 

体育是人的社会活动之一。体育的对象是人的身

心和社会。在长期的体育运动实践中，在体育科学的

探索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体育运动的科学基础主要有

3 个：一是体育生物科学，又称之运动人体科学；二

是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三是体育技术科学。由于体育

科学体系的复杂性，各学科研究问题的目的不一，因

而各学科常用的研究方法可能有所不同，但不管何种

方法，从方法论的层面来看，就其方法的内在结构都

内含着 5个方面要素：一是有明确活动目的与方向的

方法层次；二是有关于达到目的方向所必须通过的途

径的方法层次；三是有达到目的方向所必须采取的策

略手段的方法层次；四是有关于达到目的方向必须运

用工具的方法层次；五是有运用工具所必须遵循的操

作程序的方法层次[8]。 

方法的内在结构及其特征是对各学科研究中方

法系统的共性描述，但对体育科学而言，除了认识这

些方法共性外，还必须构建反映本学科特点的方法体

系。这一体系的结构层次主要由三大部分内容构成[9]： 

1)方法论：主要包括方法论的基础知识、逻辑学

基础知识（逻辑思维方式、形象思维方式、直觉思维

方式等）。对科学研究有重大影响的哲学思想，如辩

证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范式理论、证伪

思想、后现代主义思想等。 

2)研究方式：研究过程中采取的具体形式、具体

类型和操作方式，表明研究的主要手段与步骤。研究

方式包括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类型，同时研究方式表

明课题的研究者主要通过何种途径得出问题的结论。

研究方式往往被划分不同类型。如社会调查研究、实

验研究和质的研究。 

3)具体方法与技术：指研究各阶段使用的具体方

法、技术，包括资料收集方法，资料分析方法和其他

技术手段或工具。近几年在体育科学研究中应用的具

体手段、技术、工具很多，有的代表性很强，如量表

编制的技术，比赛技术战术统计，问卷信度、效度检

验的技术，数据处理的技术等。 

3.4  新教材编写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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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

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教材的质量直接体

现着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发展水平，也直接影响本

科教学的质量。”[10]高等学校既是教材需求和使用单

位，又是教材编写任务的承担单位，在教材建设中起

着主体作用。面对“全球化”“网络化”“学习化社会”、

“知识创新”等一连串字眼，努力博采众长，合理取

材，是教材编写过程中秉承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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