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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范式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运动训练学的发展，得出以下结论：运动训练学理

论范式包含的 6个维度，即理论框架、历史背景、研究取向、实践成果、代表人物、学术传统。
通过对出版的运动训练学教材专著、运动训练学教研室的设立以及课程的开设、体育期刊的创办

3个因素的考察，确定 1981年至今为中国运动训练学的系统化发展阶段，其中 20世纪 90年代以
后又为系统的深入、细化阶段，在理论研究、价值取向等方面发生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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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of sports training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paradigm,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the science of sports train-

ing includes 6 dimensions, namely, theoretical framework, historical background, research orientation, practical 

achievement, representative character, and academic tradition. By examining such 3 factors as published mono-

graphs of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 science of sports training, establish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s 

for the science of sports training as well as the opening of relevant cours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hysical educa-

tion periodicals, and determined that the period from 1981 to this day is the stage of systematic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of sports training in China, in which the period after the 1990s is the stage of improvement and refinement 

of the system, and in this stage adjustments have been made to such aspects as theoretical study and value orient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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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不仅要了解事物之间

的结构与功能，而且要认识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换

言之，也就是研究系统的动态特征和演化规律。运动

训练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综合性应用学科，在中国的体

育科学研究中已有半个世纪。在时代的进步、竞技体

育事业的发展的进程中，中国运动训练学也在一次次

蜕变中持续着自身的历史进程，走上了引进——摸索

——系统化的变革与发展之路。在运动训练学的发展

演变过程中，对于学科本身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然而，遗憾的是，运动训练学作为一个理论系统，

每一次变革与发展的来龙去脉及其背后深层次的原

因，如对中国运动训练学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脉络的梳

理，各时期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思想基础、研究取

向、代表人物、理论框架以及对运动训练实践产生的

影响等，目前国内外尚无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所

以，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本文从范式理论的视

角审视中国运动训练学的发展。由于研究条件的局限

性，本文只对中国运动训练学系统化发展阶段的理论



 
第 2期 唐晓辉等：中国运动训练学系统化发展阶段理论范式的研究 67  

 

范式进行研究。 

事实上，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讲，对学科发展从理

论背景、价值取向、理论框架、研究技术方法等几个

方面进行研究，就是用范式的方法论审视学科发展。 

范式概念和理论，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1]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作中系统提出的。概括

库恩的范式理论，可以看出：“范式”是包括规律、理

论、标准、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信息，是某一学科领

域的世界观，它为某一时期的科学家集团所共有，持

同一范式的科学家因其有着共同的信念、价值标准、

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技术而组成了一个“科学共同

体”。具体而言，库恩的“范式”概念包括如下内容：

1）范式是一种全新的理解系统，即有关对象的本体论、

本质与规律的解释系统；2）范式是一种全新的理论框

架，即构成该学术群体的研究基础及范围、概念系统、

基木范畴和核心理论；3）范式提供的是一种全新的理

论背景，即范式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学术活动的大平台、

论坛、舞台；4）范式是一种方法论和一套新颖的基本方

法；5）范式表征一种学术传统和学术形象，标志着一门

学科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或“成熟标志”[2]。 

运动训练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综合性学科，与其他

学科一样，它的每一次演进，都在昭示着一种新的价

值取向、行为方式等的诞生，昭示着新思想观念与旧

观念之间的转换。这种转换实际上是学科发展中一场

范式的转换，表明人们在研究思想观念上，从一种范

式向另一种方式的转换。从范式的视角对中国运动训

练学系统化发展阶段进行研究，也是完善其学科体系

的需要。 

将范式的概念引入运动训练学理论的研究，从科

学哲学的角度探讨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是全面审视

运动训练学发展的需要，对规范、指导未来学科研究

可提供借鉴。 

通过对范式理论的理解，对半世纪以来中国运动

训练学发展的脉络进行梳理，在专家访谈的基础上，

确定运动训练学理论范式包含的 6 个维度，即理论框

架(研究基础及范围、概念体系、基本范畴和核心理

论)、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竞技体育制度)、研究取向(理

论价值、实践价值)、实践成果(代表性运动员及运动

成绩)、代表人物(人物思想及著作)、学术传统(独立学

科成立的条件)、学术活动平台（中国运动训练学学

会成立、训练学教研室成立、硕博学位点成立等)。 

 

1  中国运动训练学系统化发展阶段的界定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运动训练学在中国已经经

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

过家兴、田麦久、延峰、刘健和、徐本力等就对中国

运动训练学理论历史进行过研究。但是由于所处时代

的不同以及划分标准不一，研究并没有理出统一、清

晰的历史发展脉络。本研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

中国运动训练学历史发展的重新梳理，确定中国的运

动训练学经历4个发展阶段：引进阶段(1953~1957年)、

初步形成与发展阶段(1958~1962 年)、恢复与发展阶段

(1976~1980 年)、系统化发展阶段（1981 年至今）。 

研究以系统化发展阶段为重点。之所以称这一阶

段为中国运动训练学系统化发展，是因为：1)运动训

练学教材的出版。1981 年 7 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组

织了全国几所体育学院的学者以协作的方式开始了

《运动训练学》的编写工作，于 1983 年完成了一本当

时在我国影响较大的《运动训练学》内部教材。1986

年 2 月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由北京体育学院

过家兴主编的我国第一部体系较完整的《运动训练学》

教材。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徐本力、董国珍、田

麦久、延峰、胡亦海、刘建和、王永盛、宋继新等人

相继正式出版了一批运动训练学和有关运动训练理论

与方法方面的专著和教材(见第 68 页表 1)。目前，我

国已初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运动训练科学的理论

体系，运动训练学专著和教材也达到了 10 余部之多，

在国际上有较高的影响。2)运动训练学教研室的设立

以及课程的开设。上海体育学院于 1982 年首先在运动

系本科和专科中正式开设了运动训练学课程；1985 年

北京体育学院成立我国第一个运动训练学教研室，并

于 1995 年拥有了博士授予权。1982 年以后，有 6 所

直属体院和 10 所地方体院，以及全国许多师范院校体

育院系均先后开设了运动训练学课程。运动训练学已

从原《体育理论》课程中独立出来，成为全国体育院

校中开设的一门新的课程。3)体育期刊的创办。在 2004

年确定的 13 种体育类核心期刊中，8种是这一时期创

立的。体育学术期刊的创办，拓展了运动训练学理论

交流、传播的渠道与平台。 

同时应该注意到 20 世纪 90 年代起，中国的竞技

体育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的

发展也在系统化的过程中不断深入、细化，在理论研

究、价值取向等方面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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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83～2005 年运动训练学专著、教材内容体系 

年份 作者 理论体系 内容结构 1） 

1983 
田麦久、
延峰 

A1 训练学
专题选讲 

3.运动训练学的发展、任务及内容；5.运动训练理论与原理；12.训练过程的
计划与控制；13.运动员选材；14.少儿、女子身体训练特点 

1986 过家兴 
A2 运动训
练学 

1.竞技体育地位与作用；2.运动训练的目的、任务特点；3.运动训练学的发展、
任务及内容；4.运动训练中的适应过程；5.运动训练理论与原则；6.运动训练
方法与手段；7.竞技能力构成、模型；8.身体训练；9.技战术训练；10.心理、
智能训练；12.训练过程的计划与控制；13.运动员选材；14.少儿、女子身体
训练特点；15.运动队、运动训练的管理 

1988 喻幕侃 
A3 现代运
动训练理论
与方法 

1.竞技体育地位与作用；2.运动训练的目的、任务特点；4.运动训练中的适应
过程；5.运动训练理论与原则；8.身体训练；9.技战术训练；10.心理、智能
训练；12.训练过程的计划与控制； 
14.少儿、女子身体训练特点 

1988 
田麦久、
武福全，
等 

A4 运动训
练科学化探
索 

1.竞技体育地位与作用；2.运动训练的目的、任务特点；3.运动训练学的发展、
任务及内容；4.运动训练中的适应过程；6.运动训练方法与手段；8.身体训练；
9.技战术训练；11.运动员状态的科学诊断；12.训练过程的计划与控制；13.
运动员选材 

1989 吴郁都 
A5 训练学
概论 

4.运动训练中的适应过程；5.运动训练理论与原则；6.运动训练方法与手段；
8.身体训练；9.技战术训练；12.训练过程的计划与控制；17.其他 

1990 徐本力 
A6 运动训
练学 

1.竞技体育地位与作用；2.运动训练的目的、任务特点；3.运动训练学的发展、
任务及内容；4.运动训练中的适应过程；5.运动训练理论与原则；6.运动训练
方法与手段；7.竞技能力构成、模型；8.身体训练；9.技战术训练；10.心理、
智能训练；12.训练过程的计划与控制；13.运动员选材；14.少儿、女子身体
训练特点 

1990 
体育学院
通用教材 

A7 运动训
练学 

1.竞技体育地位与作用；2.运动训练的目的、任务特点；3.运动训练学的发展、
任务及内容；4.运动训练中的适应过程；5.运动训练理论与原则；6.运动训练
方法与手段；7.竞技能力构成、模型；8.身体训练；9.技战术训练；10.心理、
智能训练；12.训练过程的计划与控制；14.少儿、女子身体训练特点；15.运
动队、运动训练的管理 

1994 王永盛 
A8 现代运
动训练 

2.运动训练的目的、任务特点；4.运动训练中的适应过程；6.运动训练方法与
手段；13.运动员选材；14.少儿、女子身体训练特点；15.运动队、运动训练
的管理；17.其他 

1999 
体育院校
函授教材 

A9 运动训
练学 

1.竞技体育地位与作用；2.运动训练的目的、任务特点；3.运动训练学的发展、
任务及内容；4.运动训练中的适应过程；5.运动训练理论与原则；6.运动训练
方法与手段；7.竞技能力构成、模型；8.身体训练；9.技战术训练；10.心理、
智能训练；12.训练过程的计划与控制；13.运动员选材；14.少儿、女子身体
训练特点；15.运动队、运动训练的管理；17.其他 

2000 田麦久 
A10 运动训
练学 

1.竞技体育地位与作用；2.运动训练的目的、任务特点；3.运动训练学的发展、
任务及内容；4.运动训练中的适应过程；5.运动训练理论与原则；6.运动训练
方法与手段；7.竞技能力构成、模型；8.身体训练；9.技战术训练；10.心理、
智能训练；11.运动员状态的科学诊断；12.训练过程的计划与控制；14.少儿、
女子身体训练特点；15.运动队、运动训练的管理；17.其他 

2000 

王家宏、
金健秋、
刘志民，
等 

A11 运动选
材、运动训
练学、运动
竞赛学 

1.竞技体育地位与作用；2.运动训练的目的、任务特点；5.运动训练理论与原
则；6.运动训练方法与手段；8.身体训练；9.技战术训练；10.心理、智能训
练；12.训练过程的计划与控制；13.运动员选材；14.少儿、女子身体训练特
点；16.运动竞赛 

2005 马冬梅 
A12 运动训
练学基础 

2.运动训练的目的、任务特点；3.运动训练学的发展、任务及内容；5.运动训
练理论与原则；6.运动训练方法与手段；8.身体训练；9.技战术训练；10.心
理、智能训练；11.运动员状态的科学诊断；12.训练过程的计划与控制；13.
运动员选材；14.少儿、女子身体训练特点；15.运动队、运动训练的管理 

2005 

王家宏、 
肖洁、 
刘志民，
等 

A13 运动选
材、运动训
练学、运动
竞赛学 

1.竞技体育地位与作用；2.运动训练的目的、任务特点；5.运动训练理论与原
则；6.运动训练方法与手段；8.身体训练；9.技战术训练；10.心理、智能训
练；12.训练过程的计划与控制；13.运动员选材；14.少儿、女子身体训练特
点；16.运动竞赛 

       1）内容频数：1为 9、2为 11、3为 8、4为 8、5为 11、6为 11、7为 5、8为 11、9为 11、10为 9、11为 4、12为 12、13为 9、 
14为 10、15为 7、16为 2、17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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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运动训练学系统化发展阶段的范式 

2.1  理论框架 

通过查询北京体育大学图书馆及其网站，围绕运

动训练、运动员选材、运动竞赛、竞技体育管理、体

能训练等，共收集 101 本 1978 年至今的关于运动训练

理论的教材专著。对其中以运动训练学或相近书名的

13 本教材专著(见表 1)进行统计分析，显见在中国运

动训练学理论发展到系统化阶段，构建了以竞技体育

的地位和作用，运动训练的目的、任务和特点，运动

训练学发展历程、任务、内容，运动训练中的适应过

程（训练适应、负荷与恢复），运动训练原则，运动训

练方法与手段，竞技能力构成及模型，身体训练，技、

战术训练，心理、智能训练，训练过程和控制，少儿、

女子运动员训练特点，运动员选材等为主体的运动训

练理论内容框架。 

运动训练学理论体系的系统化，并不表示理论研

究被框架所限制，而是一个动态发展演化的过程，表

现出了专题性、细致化的特点。从 90 年代开始，中国

一些运动训练学学者，在专题性的运动训练学理论建

设上做出了新的贡献，如项群训练理论、训练控制原

理、节奏性训练原理、竞技状态调控原理、训练诊断、

模式训练与训练模型的建立等。同时，对体能训练理

论(见表 2)、运动员选材(田麦久的《竞技能力模型与

选材标准》1995)、运动竞赛过程(过家兴、延峰、李

少丹《体能类部分项目重大比赛赛前训练规律的研究》

1991)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一方面使运动训练

学理论体系更加丰富、充实，另一方面也为训练实践

提供更为直接的理论支撑。 

 

表 2  体能训练理论体系 

内容体系 1) 

年份 作者 理论体系 
生理学基础 生物化学基础

体能训练的基
本问题 

竞技体能训
练体能训练
测量评估 

其他 

1989  E1身体训练 耐力训练  
力量、耐力、速
度、灵敏、柔软
素质训练 

 
综合身体

素质训练 

1999  E2 身体素质
训练 

耐力、肌肉
力量、速度
训练，柔软
性、灵敏性

 
力量、耐力、速
度、灵敏、柔软
素质训练 

  

1999 杨亚琴 E3素质练习 

耐力、肌肉
力量训练，
柔软性、灵
敏性 

 

力量、耐力素质
训练， 
灵敏、柔软素质
训练 

  

2002 杨世勇等 E4 体能训练
学 

耐力、肌肉
力量、速度
训练，柔软
性、灵敏性

体能训练内
容、体能训练
原则 

运动素质的敏
感期、身体形态
及其训练、身体
机能及其训练、
力量、耐力、速
度、灵敏、柔软
素质训练 

运动损伤 

各项群运

动员体能

训练、运

动素质 

2003 刘书元 E5 警察体能
训练   

力量、耐力、速
度、灵敏、柔软
素质训练 

专项身体素
质、运动损伤  

2003 南仲喜 E6 身体素质
训练 

耐力、肌肉
力量、速度
训练，柔软
性，协调性
训练 

 

训练计划， 
力量、耐力、速
度、柔软素质训
练，协调能力训
练 

训练的营养
与恢复、运动
损伤 

 

2006 吴东明 E7体能训练 

耐力、肌肉
力量、速度
训练，柔软
性、灵敏性

运动能力的代
谢基础、体能
训练的生物化
学基础、提高
体能训练的营
养食品 

训练计划、负荷
特点及控制，力
量、耐力、速度、
灵敏、柔软素质
训练 

生理生化指
标在训练中
的应用、训练
的营养与恢
复 

 

1)内容频次：柔软素质训练为 7；耐力训练、速度、灵敏素质训练为 6；肌肉力量训练、柔软性为 5；速度训练、灵敏性为 4；运动损伤、其他为 3；
训练计划、训练的营养与恢复为 2；其余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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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历史背景 

1)社会背景。 

任何活动，不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社会的，

其背后都有某种意识和观念在起作用，并支配着各种

活动的开始和延续。这种意识和观念又源于人们通常

所说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自鸦片战争以来，争取

民族独立，振兴民族经济、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全

面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崛起与腾飞，是世纪中华民族

的中心任务。它构成了时代的基本内容、社会历史的

中心、民族意识的中心，也规定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基

本性质和走向。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迎来了春天，

为了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国人民选择了竞技体育

作为窗口，并希望通过这个窗口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

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以及军事等方面的

强盛。竞技体育的这种社会背景决定了为其服务的运

动训练理论也处于同样的社会需要层次。 

2)竞技体育背景。 

20 世纪 80 年代对于中国体育的重要意义之一，

在于把中国竞技体育纳入了世界体育体系之中，使之

成为世界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的一部分。1979 年中国

奥委会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并于 1980

年首次参加冬季奥运会。1984 年重返奥运赛场的中国

体育代表团在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后的第一天便展示出

新兴世界体育强国的风采，许海峰在男子手枪慢射比

赛中所获得的金牌，不仅是本届奥运会的第一块金牌，

更是实现了炎黄子孙在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一

雪百余年“东亚病夫”耻辱。自此之后，在封闭 35

年之久的中国竞技体育开始了在世界舞台上的表演。

1995 年“奥运争光计划”的推行，2001 年中国申办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无不在鼓舞与鞭策着中国

竞技体育以及与之相应的训练理论的发展。 

2.3  研究取向 

同所有科学的理论一样，运动训练学既要体现理

论的完整性，又要注重实践的应用性。针对现代竞技

体育变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运动训练学理论应客观、

准确、及时地反映当前竞技体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

前沿，既要体现对训练实践成功经验的梳理与提炼，

又要在集成各个体育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

断地丰富、深化和完善运动训练与竞赛理论。 

1)理论取向。 

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是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科学

研究对研究主体提出的要求。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我国一些体育理论

学者已经敏锐地注意到国际上一般训练理论与训练学

的创立和发展趋势，积极引进了前苏联、民主德国等

国的运动训练学思想。一批体育学院体育理论教师转

而从事训练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和运动训练学的学科建

设。 

由于运动训练学的理论体系主要是引进东欧国家

的研究成果，由于社会制度、训练体制，以及训练实

践的不同，原有的训练体系与中国的训练实践存在着

客观差异，需要对其消化、整合与创新，为此，这一

阶段之初的研究重点放在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上，将

中国竞技体育训练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归纳、提炼，

上升为理论以补充运动训练理论。 

2)实践取向。 

进入 90 年代，运动训练学的发展在理论体系完整

化的同时，重心向训练实践倾斜。 

由于竞技体育的飞速发展，运动训练实践中涌现

出的新问题亟待解决，同时也反映出原运动训练学理

论在回归与指导训练实践的不完善。训练实践与训练

理论所提出的新课题，更加激励运动训练学专家学者

研究的热情，在这一阶段内，对问题从深度与广度的

多维方向展开了有意义、有价值的探索。这些研究主

要涉猎：对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与选材的研究，更加

关注对竞赛过程的研究，对高水平运动员训练过程系

统安排的研究，解读教练方法与竞技能力挖掘。 

2.4  实践成果 

在中国运动训练学系统化发展阶段，也正是中国

的竞技体育走出国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过程，

中国运动员在亚运会、奥运会中的表现及成绩见证了

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 

中国自 1974 年参加第 7届德黑兰亚运会起，奖牌

总数从第 3名、第 8届的第 2名，到 1982 年第 9届便

开始稳居第 1，在亚洲竞技体育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体育代表团征战奥运之路，在其快速向前的进程

中，更显示了中国竞技体育强国崛起的路程。 

中国竞技体育的飞跃，需要科学训练理论的科研

攻关、解决训练实践的难题；同时也正是科学训练理

论的全面介入与支撑，为中国竞技体育创造一个又一

个的辉煌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2.5  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 

这一时期以来，中国在运动训练科学研究领域涌

现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构成了中国运动训练

学理论研究的主体，其关于运动训练学的见解、观点、

主张奠定了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的基础，为中国运动

训练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过家兴。过家兴为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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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理论、运动训练理论体系构建、教练员、运动竞赛

过程方面的研究具有突出贡献。 

1983 年，受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训练学分会委

托，过家兴教授牵头编写了我国第一本运动训练学专

著，这本具有开创性的专著为积极探索我国运动训练

学教材体系、框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作了思想和

方法的准备，该专著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后来被编写在

运动训练学的教材中。他主编的《教练员手册》是课

程理论应用的延伸，为教练员科学训练提供了系统的

方法，《中国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研究》从哲学的高度

帮助人们认识竞技项目规律、特点，是解读运动训练

学课程理论应用实践有较大价值的参考书。 

2)田麦久。田麦久于 1981 年获西德克隆体院博士

学位，是我国第一位体育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主要奠基人之一，在运动训练基

本理论、项群训练理论、训练过程控制、运动员竞技

能力结构模型、运动竞赛研究卓著。 

田麦久教授具有原创性的《项群理论》研究，填

补了原运动训练学一直延承德国、前苏联等国家的一

般训练学和专项训练学两个层次理论研究体系的缺

陷，构建了一般训练理论、项群训练理论和专项训练

理论完整的科学体系。由田麦久教授主编的“九五”

国家重点教材《运动训练学》，集中反映了中国当前竞

技体育训练理论研究的创新成果与本土化特色，2002

年该教材荣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2.6  学术平台 

任何一门科学学科的发展，必须植根于一定的学

术传统之中，有一定的学术平台作为其生长、发育的

沃土。 

中国运动训练学发展到系统化阶段，逐步构建了

以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训练学分会、体育院校运

动训练学教研室、体育期刊为轴线的一系列学术研究、

交流、传播平台（前文已有阐述）。运动训练学教研室

的建立为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及教师的培养、教练员

培训、学术交流提供了平台；而先前创立的运动训练

学科学学会，以及这一时期学术期刊的创办为学术交

流、传播更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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