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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体育课程设置与评分办法
一、课程设置
一年级（第一学期、第二学期）、二年级（第三学期、第四学期）均开设专项选修课。
同时在四个学年均开设体育公共选修课。
为由于身体健康状况而不能参加正常体育课程的一年级、二年级学生开设体育保健课。
二、体育选课
1、学生每学期通过教务处网站进行选课。
2、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课程。
3、具体选课办法参照体育教学部制定的选课手册。
三、考核与成绩评定
1、体育课是考查课，采用十级评分制。每学期评定一次，成绩达 D 以上者，可获得一个学分。
2、体育保健课需要有校医务部门的证明，课程成绩评定只评 D 和 F，D 可获得一个学分。
3、各种类型课程的身体素质考核，根据国家最新《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方案》
，并采用由体育教
学部汇编的各年级统一评分标准评定成绩。
4、按学校学籍规定的考核条例执行，学生每学期缺课时数达到总学时的三分之一以上者（含病、
事假），该学期不予评定成绩，须重修。无故旷课一次在平时成绩里扣 15 分，事假一次扣 10 分，
病假一次扣 5 分，迟到或早退一次扣 5 分。
5、课外体育锻炼出勤率一学期不得低于规定次数的 85%，否则本学期体育成绩最高为 F.
6、理论考试：所有四学期均以专项理论为主，由任课教师命题。
7、平时成绩包含运动参与和综合能力两项内容。运动参与评定内容：课堂出勤率和课外出勤率；
综合能力评定内容：主要包括技术能力、自信心、竞争能力、组织能力、合作、创新能力等。
8、体育成绩病假、缓考的学生，应在下学期开学后的三周内找任课教师进行补考，若学生未参
加补考或在正常补考时未能通过，则按学校学籍管理规定进行重修。
四、关于体育保健课的办理办法
1、学生因慢性病或伤病不能参加正常体育课，须带好病史证明，在开学前三周内到学校医务部
门鉴定后办理证明，体育教学部认可、教务处备案后方能进入体育保健班。
2、学生如慢性病或伤病痊愈，能参加正常体育课，须带好医院病史证明，在开学三周内到学校
医务部门鉴定后办理证明，体育教学部认可后方能退出体育保健班，进入正常体育班学习。
五、关于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相关规定
1、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通知（ 教体艺[2007]8 号）
规定学生在校期间每学年必须接受一次体质健康测试，测试成绩每学年评定一次。学生毕业时
体质健康标准的成绩和等级，按毕业当年得分和其他学年平均得分各占 50%之和进行评定。
2、学生《标准》测试成绩达到良好及以上者，方可参加三好学生、奖学金评选。《标准》成绩
不及格者，在本学年度准予补测一次，补测仍不及格，则学年《标准》成绩为不及格。
3、因病或残疾学生，可向学校提交免予执行《标准》的申请，经医疗单位证明，体育教学部门
核准后，可免予执行《标准》，并填写《免予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申请表》，存入学生
档案。对确实丧失运动能力、免予执行《标准》的残疾学生，仍可参加三好学生、奖学金评选，
毕业时《标准》成绩可记为满分，但不评定等级。
4、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其《标准》成绩记为不及格，该学年《标准》成绩最高记为 59 分：
（1）评价指标中 1000 米跑（男）、800 米跑（女）的得分达不到及格者；
（2）体育课无故缺勤，一学年累计缺勤次数超过 1/10 者。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体育课程教学内容简介
一、专项选修课
1、男子篮球 2、女子篮球 3、男子足球 4、排球（男女）5、乒乓球（男女）6、羽毛
球（男女）7、网球（男女）8、男子兴趣 9、男子散打 10、跆拳道（男女）11、健美（男）
12、木兰扇 13、健美操 14、艺术体操 15、踏板操 16、瑜伽 17、普拉提 18、高尔夫 19、
游泳 20、速度滑冰 21、冰壶
二、体育保健课
21、体育保健班
三、公共选修课
22、体育舞蹈 23、形体训练 24、太极拳入门 25、木兰剑

专项选修课
男子篮球
（一）理论知识
篮球运动发展概括简介。
1、现代篮球运动发展的趋势和动态。
2、了解现代篮球技术发展规律。
3、篮球运动基本战术分析和介绍。
4、篮球运动的比赛规则与技术学习之间的关系。
5、如何参加篮球比赛及观赏篮球比赛的相关介绍。
（二）基本技术
1、持球:单、双手持球手型。
2、传接球：单、双手各种传接球
（单手肩上、勾手、双手胸前、头上、反弹球）
3、运球：原地左右手运球、变向、转身。
4、投篮：原地单手肩上投篮、跳投、行进间高低手投篮。
5、移动：变向跑、滑步、转身、侧身跑、后退跑、跨跳步急停。
6、封盖：（结合规则介绍）
。
7、抢篮板：（结合规则介绍）
。
（三）基本战术
1、传切配合
2、掩护配合
3、人盯人防守及破人盯人防守
4、联防基本阵型（介绍）
5、阵地进攻战术体系（介绍）
6、攻防全场紧逼（介绍）

女子篮球
（一）理论知识
1、篮球运动的发展概况简介。
2、现代篮球发展的趋势和动态。
3、分析、了解未来技术的结合与发展规律。
4、篮球运动基本技、战术分析与介绍。
5、篮球运动的比赛规则介绍。
6、学会观赏篮球比赛的相关要点介绍。

26、舞龙

(二)基本技术（部分技术）
1、持球：单、双手持球手型。
2、传、接球：双手胸前传、接球。双手胸前反弹传、接球。
3、运球：原地左、右手运球。直线运球。绕“8”字运球。
4、投篮：原地单手肩上投篮、原地双手胸前投篮、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
5、移动：变向跑、滑步等基本脚步移动。
（三）基本战术（介绍）
1、传切配合。
2、快攻配合。
3、阵地进攻战术基本体系。
4、联防基本阵型。
5、人盯人防守及破人盯人防守。

男子足球
（一） 理论部分
1、足球运动的起源和发展概况。
2、足球比赛阵型和战术演变。
3、足球比赛主要规则和裁判法。
4、足球基本技术和基本战术的简单分析。
5、足球比赛的基本组织法。
（二） 技术部分
1、球性练习：脚背正面颠球、脚内侧扣拨球、脚底拖球等。
2、踢球技术：脚内侧踢球、脚背正面踢球、脚背内侧踢球等。
3、停球技术：脚内侧停球、大腿停球、胸部停球等。
4、运球技术：脚背外侧运球（直线和曲线）。
5、头顶球技术：原地正面头顶球。
6、掷界外球技术。
7、抢截球技术。
（三） 战术部分
1、个人战术：选位与盯人、摆脱与跑位。
2、集体战术：二过一战术（踢墙式、直传斜插、斜传直插、回传反切、交叉掩护）、半场进攻和防守、全队攻
防队形。

排球（男女）
（一） 理论知识
1、排球运动简介
（1）起源、特点、场地设备；
（2）我国排球运动的发展概况及参加国际比赛情况；
（3）世界排球运动简况及动
态
2、排球运动规则与裁判法
（1）规则（略）；
（2）裁判法（略）
3、排球运动基本技术与战术分析
（1）了解排球六大基本技术动作要求，掌握垫球、传球、发球技术的动作要领；（2）了解排球战术组织过程，
掌握基本战术配合要求；
（3）组织学生看电影、电视、录像，布置课外阅读排球教科书有关章节，组织课堂讨
论。
4、排球竞赛组织方法
（1）竞赛规程的制订；（2）排球运动的裁判法、竞赛制度；（3）成绩计算方法
5、排球运动技术战术教法
（1）结合实践课进行分析；（2）组织学生看“技术、战术教法”录像，并组织课堂讨论。
（二） 基本技术
1、准备姿势与移动：准备姿势结合发、垫、传、扣、拦等技术进行教学，移动（并步、交叉步、跨步和跑）。
2、垫球：主要教材—一正面双手垫球，接发球；备用教材——背向垫球、侧垫球、挡击球。
3、发球：主要教材——正面上发手球；备用教材——上旋球或飘球。
4、传球：主要教材—一正面双手上手传球，一般二传；备用教材——背传。

5、扣球：主要教材——双脚起跳正面扣球；备用教材——扣快球。
6、拦网：主要教材——单人拦网；备用教材——双人拦网。
（三） 基本战术
1、进攻战术：主要教材——“中一二”进攻战术（包括换位后组成“中一二”进攻战术），
“边一二”进攻战术。
2、防守战术：主要教材——单人拦网下的防守战术，无人拦网下的“一三二”防守战术，“心、边跟进”防守
战术。

乒乓球（男女）
(一)理论知识
1、乒乓球运动概述；
2、乒乓球基本理论
3、乒乓球基本技术分析。
4、乒乓球比赛裁判法及竞赛组织编排工作。
（二）乒乓球基本技术
1、基本步法：单步、滑步、跨步、交叉步、结合步、还原步。
2、发球：平击发球、正手发下旋加转与不转球。
3、推挡球（基础班）：快推、加力推（介绍）
、减力推（介绍）。
4、攻球（基础班）：正手快攻、正手扣杀（介绍）
、反手快攻。
5、左推右攻（基础班）。
6、搓球（基础班）：慢搓、快搓（介绍）
、搓加转与搓不转（介绍）。
7、弧圈球（提高班）：正手加转弧圈球、正手前冲弧圈球（介绍）
。
（三）基本战术介绍
1、左推右攻型打法的基本战术：发球抢攻；推挡侧身抢攻；左推右攻。
2、弧圈型打法的基本战术：发球抢拉；搓中抢拉。

羽毛球（男女）
（一）理论知识
1、羽毛球运动的发展概况。
2、羽毛球运动的技术、战术。
3、羽毛球比赛的常识与规则介绍。
4、羽毛球运动的生理、心理特征及锻炼价值。
（二） 基本技术
1、握拍法：正手握拍、反手握拍
2、步 法：A 上网步法：跨步上网、垫步上网、蹬跳上网
B 后退步法：正手后退步法、头顶后退步法、反手后退步法
C 两侧移动步法
D 起跳腾空步法。
3、发球技术：A 正手发球： 正手发高远球，正手发网前球，正手发平高球
B 反手发球： 反手发网前球，反手发平快球。
4、击球技术：A 高手击球：高远球，吊球，扣杀球，
B 低手击球：半蹲快打，接杀球, 正、反手中场平抽球，
C 网前击球：放网前球，搓球，挑对角线球，推球，扑球。
（三）基本战术
1、单打战术：A 发球抢攻战术；B 重复快压底线后杀、吊战术；C 快拉四方球结合突袭战术
D 打对角线球的战术。
2、双打战术：A 攻人战术；B 轮攻战术；C 攻半场战术；D 拉开左右后场的战术；E 攻中路战术。

网球（男女）
（一） 理论知识
1、基本理论

2、专项理论：
（1）网球运动整体介绍，基本技术要领；
（2）网球比赛规则，裁判法；
（3）网球双打比赛基本战
术。
（二） 基本技术
1、网球握拍方法、垫球、拍球等基本技术练习。
2、正手击球、下手发球练习。
3、移动中击打墙球练习。
4、上手发球技术练习。
5、底线对打练习。
6、截击球练习。
7、网球教学比赛。
（三） 基本战术
1、单打战术
2、双打战术

男子兴趣
（一）理论部分
1、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医学的基本知识。
2、田径、篮、足、乒乓、羽毛球发展概况与锻炼价值。
3、田径、篮、足、乒乓、羽毛球基本竞赛规则与裁判法。
（二）基本技术
1、田径：跑、跳基本技术。
2、篮球：移动、传接、投篮等基本技术。
3、足球：脚内侧、内外侧脚背传接球技术。
4、乒乓：直拍推挡与正手攻球技术。
5、羽毛球：高远球、吊球、杀球基本技术。
6、太极拳：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
（三）基本战术
1、田径：中长跑体力分配与节奏控制。
2、篮球：传切、掩护等进攻战术，二三联防等防守战术。
3、足球：二过一等简单进攻配合。
4、乒乓：接发球抢攻与对攻战术。
5、羽毛球：四方球与压底线战术。
6、太极拳：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

男子散打
（一）理论知识
1、散打运动概况。
2、散手基本技术，动作组合分析。
3、散打运动注意事项。
4、散打运动裁判知识。
5、如何欣赏散打表演。
（二） 基本技术
1、直拳、摆拳、勾拳基本拳法组合及其运用。
2、鞭腿、侧踹、正蹬基本腿法的运用和拳法组合。
3、散打中各摔法的学习。

跆拳道（男女）
（一）理论知识
1、跆拳道运动概况
2、跆拳道比赛规则及其裁判法
3、跆拳道基本技术，动作组合分析

4、如何观赏跆拳道比赛。
（二）基本技术
1、基本实战姿势
2、跆拳道基本步法中的前进步及后退步。
3、跆拳道基本拳法。
4、跆拳道基本腿法中的前踢，横踢，侧踢，后踢，推踢、双飞，后旋踢，劈踢，勾踢等基本腿法。
5、跆拳道基本技术小组合技术。
6、跆拳道基本套路太极一章、太极二章、太极三章基本技术。
（三）基本战术
1、跆拳道基本战术主动进攻；2、防守反击基本战术。

健美（男）
（一）理论知识
1、健美运动发展概况及其健身价值；2、健美运动的特点及注意事项；3、健美竞赛规则及裁判法。
（二）基本技术
器材要求：哑玲 杠铃 联合器
1、颈 部：自身对抗，颈屈伸
2、肩带部：颈前、后推举 直臂前平举，侧平举，上举，直立上拉
3、上肢：正、反握弯举
颈后屈伸，背后拉，仰卧撑，坐推举，腕屈伸。
4、腰背部：仰卧推举，俯卧撑，仰卧飞鸟，双臂屈伸，屈体划船，引体向上，颈后引体，俯卧拉，俯窝拉，窄
上拉。
5、腹部：仰卧起坐，仰卧举腿，两头起，摆举，单杠悬垂举腿，负责转体，负重侧出体。
6、下肢：深蹲，箭步蹲，足尖蹲，提蹲，半静蹲，骑跨拉。

木兰拳（女）
(一) 理论知识
1、武术运动的概述。
2、武术运动的基本技术特点。
3、武术运动的形式、内容与分类。
4、武术运动的规则与裁判法。
(二)基本技术
1、手型：拳、掌、勾
2、步型：弓步、马步、仆步、虚步、歇步、前点步、坐莲步、坐盘、叉步等
3、手法：请拳、搬拳、托掌、云手、推掌、按掌、撩掌、双绞手等
4、步法：上步、退步、盖步、插步、后扫步、旋转步、展转步等
5、腿法：前蹬腿、上踢腿、勾踢、采莲腿等
6、平衡：提膝平衡、后举腿平衡、燕式平衡、探海平衡、望月平衡
(三) 套路学习
1、木兰拳 28 式规定套路
2、初级剑术
3、木兰扇 38 式规定套路

健美操（女）
（一）理论知识
1、健美操运动简介：（1）起源、特点；（2）我国健美操运动的发展概况及参加国际比赛情况；
（3）世界健美操运动简况及动态。
2、健美操运动规则与裁判法：（1）规则（略）；
（2）裁判法（略）
；
3、健美操运动基本技术分析：（1）结合实践课进行分析；（2）组织学生看电影、电视、录像。
4、健美操运动与音乐：（1）结合实践课进行分析；（2）组织学生看各种风格的比赛录像，并组织课堂讨论。
（二）基本动作
1、头颈：各种抬头、转头。
2、手：五指并拢的掌、五指分开的掌、拳。
3、臂：直臂、屈臂。
4、腿：直立、开立、举、弓步、蹲。

5、躯干：前屈、侧屈、后屈。
（三）成套动作
1、团体健美操：自由组合四人一组完成一套较为简单的健美操套路
2、个人健美操：单独完成一套相对复杂的健美操套路。
3、自由编操：自已编一套健美操

艺术体操（女）
（一）理论知识
1、艺术体操运动简介：
（1）起源、特点；
（2）我国艺术体操运动的发展概况及参加国际比赛情况；
（3）世界艺
术体操运动简况及动态。
2、艺术体操运动规则与裁判法：（1）规则（略）；
（2）裁判法（略）
；
3、艺术体操运动基本技术分析：（1）结合实践课进行分析；（2）组织学生看电影、电视、录像。
4、艺术体操运动与音乐：（1）结合实践课进行分析；（2）组织学生看比赛录像，并组织课堂讨论。
（二）基本动作
1、脚位：一位、二位、三位、四位、五位、正步、八字步、丁字步。
2、手位：一位、二位、三位、四位、五位、六位、七位。
3、手臂：摆支动、绕环、波浪。
4、躯干：各种波浪。
5、跳步：踏点跳、大跨跳等
6、步伐：柔软步、足尖步、变换步、华尔滋等
（三）成套动作
1、一般艺术体操：徒手练习
2、器械艺术体操：球操组合、带操组合

踏板操（女）
1、有氧踏板操运动概况
2、有氧踏板操的基本特点、要求
3、有氧踏板操的编排原则
4、如何观赏有氧踏板操
（二）有氧踏板操的基本技术
1、基本动作
（1）上肢动作—--屈臂，手臂侧举，上举，手臂绕环，冲拳。
（2）下肢动作—--直立，开立，并步，前踢腿，后摆腿，侧摆腿，踏跳，吸腿跳，分并跳。
（3）脚步动作—--点板，上下踏板，过板、跳板。
2、踏板操组合动作 （按教材内容学习）
3、结合把杆形体练习。

瑜伽（女）
（一）理论知识
1、瑜伽的起源与发展；2、练习瑜伽的注意事项；3、练习瑜伽的作用。
（二）基本技术:
1、呼吸控制法的技巧和功效； 2、瑜伽体式； 3、收束法、清洁法； 4、冥想。

普拉提（女）
（一）理论知识
1、普拉提的起源与发展； 2、练习普拉提的注意事项；3、练习普拉提的作用。
（二）基本技术:
1、普拉提呼吸方法；2、普拉提体式。

高尔夫（男女）
（一）理论知识

1、高尔夫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2、高尔夫运动礼仪
3、高尔夫球击球、飞行原理
4、高尔夫比赛的形式、方法、规则及主要赛事简介
（二）基本技术
1、握杆
2、击球准备
(1)准备姿势；(2)站位；(3)击球前的瞄准；(4)球的位置
3、全挥杆技术
(1)起杆；(2)上杆；(3)顶点；(4)下杆；(5)释放；(6)击球；(7)送杆；(8)前挥；(9)收杆
4、推杆技术
(1)推杆握杆法；(2)击球准备；(3)推杆的挥杆；
（三）基本战术
1、稳扎稳打
2、心理战术

游泳（男女）
（一）理论部分
1、游泳运动的起源、演变与发展
2、游泳运动的特点
3、游泳运动的价值
4、游泳运动的基本理论
5、游泳运动的技术类型
6、游泳运动的竞赛规则
7、水上救护基本方法与原则
8、游泳运动对健康的促进作用
（二）基本技术
1、蛙泳技术；2、自由泳技术；3、蝶泳技术；4、出发、转身技术；5、水上救护技术、心肺复苏术

速度滑冰（男女）
（一） 理论知识
1、速度滑冰的起源与发展；
2、速度滑冰与短道速滑的区别；
3、速度滑冰的概述:基本技术理论及锻炼身体价值；
4、速度滑冰的比赛规则与运动欣赏。
（二） 基本技术
1、陆地模仿练习：滑冰的基本姿势模仿；直道滑行模仿。
2、速度滑冰冰上练习：原地练习（冰上站立；冰上站立蹲起；原地踏步；重心移动练习）；冰上行走练习；单
腿蹬冰双脚滑行练习；双脚交替蹬冰和交替滑行；直弯道滑行技术；起跑技术。
3、速滑停止练习：内八字停止法；转体内外刃停止法。
（三） 基本战术
介绍速滑基本战术：领先滑跑战术、跟随滑跑战术、掩护与配合战术、弯道超越战术。

体育保健课
体育保健班
（一）理论知识
1、了解掌握太极拳、健身气功历史溯源
2、熟知太极拳、健身气功的特点和习练要领
（二）基本技术
1、手型：拳、掌、勾
2、步型：弓步、马步、仆步、虚步、歇步等
3、手法：太极拳基本十三势

（三）基本套路
1、健身功法：掌握五禽戏、八段锦功法、了解六字诀的技术风格
2、太极拳：八式太极拳、十六式太极拳

公共选修课
体育舞蹈
（一）理论知识
1、体育舞蹈的基础理论；2、体育舞蹈的基本特点、要求；3、如何观赏体育舞蹈。
（二）体育舞蹈的基本技术：
1、基本动作
（1）体育舞蹈的基本站立姿势；（2）体育舞蹈的角度和方位；（3）握姿与舞姿；（4）基本步法。
2、体育舞蹈组合动作练习：
（1）华尔兹的基本组合练习；（2）拉丁舞中恰恰和伦巴舞的基本组合。

形体训练
（一）理论知识
1、形体训练运动概述
2、形体训练运动对人体的作用
3、形体训练运动的训练手段与方法
（二）基本动作
1、舞蹈基本步伐与动作练习
（1）芭蕾基本手位、脚位；（2）柔软步；（3）足尖步；（4）弹簧步（向前、向侧）；
（5）足尖跑；
（6）变换步
（向前、向后、向侧）
；（7）华尔兹步（向前、向侧、向后、转体 180 度）
2、把杆练习
（1）擦地（向前、向侧、向后）；
（2）压脚跟（向前、向侧、向后）
；（3）压腿（正面、侧面、后面压耗腿）
（4）向前向后画半圆；（5）向前向后绕腿；（6）吸腿小弹腿
3、 形体操及各种舞蹈组合

太极拳入门
（一）理论知识
1、武术运动的概述。
2、武术运动的基本技术特点。
3、武术运动的规则与裁判法。
4、太极拳的运动特点和基本技法。
（二）基本技术
1、手型：拳、掌、勾
2、步型：弓步、马步、仆步、虚步、歇步等
3、手法：朋、履、挤、按、采、列、肘、靠、分、云等
4、腿法：弹腿、蹬腿等
（三）套路学习
1、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

木兰剑
（一）理论知识
1、木兰剑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2、木兰剑的运动特点和练习方法。
3、木兰剑的运动与科学健身。
（二） 基本技术
1、握剑法
2、手型：剑指
3、步型：弓步、虚步、歇步、前点步、坐盘、叉步等
4、剑法：点剑、云剑、刺剑、劈剑、崩剑、提剑、斩剑、架剑、扫剑、挂剑、穿剑、削剑、撩剑等
5、步法：上步、退步、盖步、插步、后扫步、旋转步、展转步等

6、腿法：前蹬腿、上踢腿、勾踢、采莲腿等
7、平衡：提膝平衡、后举腿平衡、燕式平衡、探海平衡、望月平衡
（三） 套路学习
1、木兰剑 48 式规定套路

舞龙
（一）理论知识
1、中国舞龙运动的价值功能
2、舞龙运动技术的基本要素
3、舞龙运动竞赛规则的通则
4、舞龙运动技术的风格特点
5、舞龙运动技术的内容分类及分级
（二）基本技术
1、握法、步法、舞法、鼓乐法、8 字舞龙类动作
2、游龙类动作、穿腾类动作、跳滚类动作、组图造型类动作

上海工程大学体育课程任课教师简介

谢敏 女 1964 年，籍贯上海，教授
上海体育学院毕业，现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体育教学部主任。上海篮球协会副秘书长、全国大
学生“五人制足球”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上海中专、技校高评
委成员。
开设课程：篮球

彭杰 男 1962 年 2 月 籍贯浙江杭州 教授
篮球国家一级裁判，在国家与省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了并完成了江苏省级和上
海市教改立项，多次获优秀课程和校优秀教学质量奖、成果奖。作为教练员多次率男、女篮球
队参加全国大学生运动会、CUBA 联赛与上海市和松江区等各类赛事，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开设课程：篮球
人生格言：只有付出才有可能得到回报！

刘伟 男 1960 年 4 月，籍贯辽宁， 副教授
1987 年毕业于哈尔滨体育学院体育系，冰球国家一级裁判员，原国家冰球队运动员，参加过多
次国际比赛，多次取得国内比赛冠军。黑龙江省冰雪运动协会理事。率领我校足球队参加全国
五人制足球比赛获得优异成绩。
开设课程：滑冰、足球、冰壶

葛耀君 男 1978 年 12 月 籍贯山东莱州 副教授
2003 年 6 月上海师范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毕业，主持过多项课题，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
发表论文十余篇。篮球国家二级裁判员，拥有国家游泳协会颁发的等级教练员证书。2012.9 被
评为第十一届校优秀青年教师。
开设课程：乒乓球
人生格言：永不言败

刘中英 男 1969 年 12 籍贯安徽枞阳 副教授
1994 年 7 月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排球国家二级裁判员。校羽毛球队教练，曾带队获 2014 年
上海市第十五届运动会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团体第五名和男双第四。2013 年上海市第十五届运动
会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团体第六名和男单第四名。松江区大学城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团体第一名和
男双第二名。
开设课程：羽毛球

邓培红 女 1968 年 10 月 籍贯江苏常州 副教授
1992 年 6 月本科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运动训练专业（武术套路专业）。2008 年硕士毕业于上海
体育学院武术学院，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1992 年-1998 年上海体育学院武术系留校任教。1998
年 9 月-至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体育教学部任教。武术套路国家级裁判、木兰拳国家级裁判、
舞龙舞狮国家级裁判。上海市武术协会会员、健身气功国家级社会指导员。
开设课程：木兰拳、木兰剑、太极拳、养生功法、舞龙

孙建国 男 1957 年 9 月 籍贯山东牟平 副教授
篮球国家一级裁判员。从事体育教学工作已有三十四年，主要进行体育的基础教学和篮球专项
的教学工作，以及学校高水平篮球队的训练、比赛工作。近三年来，平均每学年十六个教学班
的教学工作量和两篇论文的发表。
开设课程：篮球
人生格言：勤勤恳恳工作，诚诚实实做人。

李华 男 1976 年 7 月 籍贯宁夏 副教授
1999 年 7 月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203-2014 上海体育学院国内访问学者，排球国家一级裁判员，
篮球国家二级裁判员，田径国家二级裁判员。校排球队教练，2011 年获得“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青年教学明星”荣誉称号。
开设课程：排球、高尔夫
人生格言：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薛玉佩 男 1972 年 9 月 籍贯江苏 副教授
1998 年 6 月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篮球国家一级裁判员。
开设课程：健美

王文秀 女 1977 年 1 月，籍贯安徽定远，副教授
2006 年 6 月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毕业，田径国家二级裁判员。担任本校
的教工及学生的瑜伽社团及晋阶课程的指导老师；每年多次参加国内外瑜伽大师的培训，并已
获得双语教学瑜伽的资格证书。
开设课程：瑜伽、普拉提
人生格言：习惯决定成功与失败、性格决定命运、心态决定一切！

褚昕宇 女 1982 年 3 月，籍贯内蒙古，副教授
2006 年 6 月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体育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生毕业，2011-2012 年上海
体育学院国内访问学者，上海体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在读，2011 年获校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13
年获校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开始课程：网球、健美操、乒乓球

钱赫亮 男 1980 年 4 月，籍贯吉林磐石，副教授
2006 年 6 月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心理学研究生毕业，2012 年—2013 在上海体育学院进行国内访
问学者的学习。2011 年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五四优秀青年”称号。2008 年起担任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高水平足球队教练员工作至今，带队获得 2009—2010 成都中国大学生室内五人制足球联
赛全国总决赛第七名，2010 上海市第十四届运动会五人制足球比赛季军，2010 上海市第十四届
运动会 11 人制足球比赛第五名，2010 年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高校组足球比赛（西区复
赛）冠军，2010 松江第二届运动会高校组足球比赛冠军，2010 年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高
校组足球总决赛二等奖 2011 年上海市足球锦标赛（11 人制）第四名，2011 年上海市足球锦标
赛（五人制）亚军，2013 年“特步”全国五人制足球联赛（上海赛区）冠军，2014 年“特步”
全国五人制南区足球联赛第九名。
开设课程：足球、滑冰、冰壶
人生格言：天道酬勤

邹薇 女 1980 年 8 月，籍贯辽宁，副教授
1999-2001 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训练专业，2009 年获得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硕士
学位。国家一级裁判员，多次在国际大赛中担任裁判工作，此外还具备亚洲健身指导员资格。
2007 年获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优秀班主任导师”
、2008 年获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优秀共青团员”、
2008 年获得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称号。
开设课程：健美操、女子形体训练、航空形体
人生格言：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吴淞荦 女 1961 年 11 月，籍贯浙江嘉兴，讲师
1984 年 6 月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2005 年至 2008 年担任校女子篮球队教练，带队多次取得上
海市各级别比赛优异成绩。
开设课程：篮球

邱月荣 男 1963 年 4 月，籍贯上海，讲师
1985 年 6 月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
开设课程：足球

种静萍 女 1970 年 8 月，籍贯河北，讲师
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教育学专业毕业，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人文硕士，多年来教授艺术体操，航空
形体等课程。
开设课程：艺术体操、航空形体

苏海曼 女 1976 年 6 月，籍贯广西，讲师
1998 年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2012 年上海市高校教师田径比赛 100 米获第 3 名，铅球获第 8 名，
2012 年上海市高校教师游泳比赛获第 5 名。
开设课程：健美操、航空形体
格言：快乐运动，运动快乐。

武军 男 1976 年 12 月，籍贯山西，讲师
1999 年 6 月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田径十项全能运动员，1999 年-2005 年任我校田径运动队主
教练。
开设课程：男子散打

人生格言：开心比其它重要!

徐泽 男 1976 年 8 月，籍贯湖北武汉，讲师
2000 年 6 月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武英级，担任校武术队教练，曾带队获得上海市武术锦标赛
8 金 23 银，上海市大学生武术比赛二等奖，上海市武术阳光大联赛一等奖 1 次；二等奖 3 次。
开设课程：散打、高尔夫
人生格言：自强不息！

刘诺 男 1978 年 5 月，籍贯山东威海，讲师
2001 年 7 月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系，田径国家一级裁判员，篮球国家三级裁判员。2001 年
至今担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田径队教练，在上海各类田径比赛取得较好的成绩，所带学生获得
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2014 年松江大学城田径比赛中，男子跳高第二名，女子跳高第一名，女
子铅球第三名。2010 年担任上海地铁代表团田径教练，在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职工运动会中
获得田径男子 100 米跑、4*100 米接力跑第三名的成绩。
开设课程：男子兴趣、田径

王鹏举 男 1974 年 6 月，籍贯河南，讲师
1999 年 6 月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育训练系，乒乓球国家二级裁判员，校乒乓球队教练，
曾带队获得 2013 年上海市大学生乒乓球联赛二等奖。
开设课程：乒乓球
人生格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郭浙勇 男 1979 年 2 月，籍贯浙江，讲师
2001 年 6 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田径国家二级裁判员，攀岩国家一级裁判员，毽球国家一级
裁判员。

开设课程：男子兴趣、滑冰、冰壶、飞行体育

王磊 男 1979 年 2 月，籍贯江苏淮安，讲师
2001 年 6 月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毕业后进校工作至今，一直从事与篮球相关工作，作为校女
篮、校男篮教练带队参加上海市大学生比赛及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带领普通生校女篮、
校男篮参加松江大学园区及上海市大学生篮球比赛，三对三篮球赛，均取得优异成绩。
开设课程：篮球
人生格言：我相信，只要你喜欢，愿努力，一定能提高！

金美祥 男 1978 年 1 月 籍贯江苏东台，讲师
曾担任校女子篮球队主教练，带队获得上海市阳光大联赛篮球比赛一等奖 1 次、二等奖 2 次。
上海市大学生运动会篮球比赛第四名 2 次。上海市阳光大联赛龙舟比赛二等奖 1 次，三等奖 2
次。校教工骑行协会负责人。
开设课程：排球、游泳
人生格言：爱拼才会赢

郑振昆 男 1977 年 6 月，籍贯福建德化，讲师
2001 年福建集美大学体育学院毕业，2004 年 6 月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毕业。
2012-2013 年华东师范大学国内访问学者。校网球队教练，2005 年组建校网球队并担任教练至
今，多次带队参加松江大学园区运动会网球比赛、上海市阳光体育联赛网球比赛、中国大学生
网球锦标赛等，获得优异成绩。
开设课程：网球
人生格言：诚实为人，踏实做事

高东青 男 1976 年 3 月，籍贯山东潍坊，讲师
2001 年 7 月毕业于山东曲阜师范大学，2005 年 6 月上海体育学院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生毕业。
2012-2013 年上海体育学院国内访问学者。校跆拳道队教练。2013 年带领跆拳道普通学生获得
松江大学园区冠军 2 枚，亚军 5 枚。2013 年所带跆拳道普通生参加上海市首届跆拳道锦标赛获
得金牌 5 枚，银牌四枚，铜牌 7 枚，上海市团体总分第二名。
开设课程：跆拳道、散打
人生格言：尽心尽力，超越自我

丁国华 男 1978 年 10 月，籍贯安徽黄山，讲师
2005 年 6 月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毕业，上海体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在读。
2012-2013 年华东师范大学国内访问学者。田径国家一级裁判员。2007 年获得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开设课程：网球
人生格言：天道酬勤

施海平 男 1980 年 6 月，籍贯上海，讲师
2006 年 6 月上海师范大学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毕业。
开设课程：足球

王彦收 男 1980 年 12 月，籍贯河南周口，讲师
2007 年 6 月厦门大学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毕业，攀岩国家一级裁判，田径国家二级
裁判，排球国家二级裁判。长期担任教工羽毛球协会、学生羽毛球社团指导老师。在上海市大
学生体育协会攀岩分会担任科研部副部长职务。曾带队参加全国大学生攀岩锦标赛获得个人第
三名、团体第五名的成绩。多次带队参加上海市阳光大联赛获一等奖。曾获得 2011 年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五四优秀青年标兵称号。
开设课程：羽毛球、游泳、高尔夫
人生格言：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常先坤 男 1984 年 11 月，籍贯安徽怀远，讲师
2010 年 7 月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毕业。
人生格言：有梦，只有勇敢地去追求并付诸行动才有圆梦的可能。
开设课程：散打、羽毛球

蔡二康 男 1984 年 8 月，籍贯河南，讲师
2010 年 7 月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体育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网球国家一级裁判员，田径国
家二级裁判员。
开设课程：网球、乒乓球

聂焱鑫 女 1988 年 8 月，籍贯湖南湘潭，助教
2012 年 6 月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毕业，曾接受过 20 余年的专
业体操训练和专业健美操及啦啦操训练，多次代表中国、上海参加健美操、啦啦操国际、国内
大赛并获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其中包括连续四年代表中国参加在美国奥兰多举办的啦啦队世
界锦标赛，并获得 2011 年技巧啦啦队国家杯亚军、2012 年舞蹈啦啦操国际组第五名的好成绩；
2009 年德国及 2011 年中国香港举办的啦啦队世锦赛连续两届蝉联舞蹈啦啦国际组前五强；
2009
年瑞士洛桑的国际体操节中获得金奖。
开设课程：健美操

张哲 男 1987 年 10 月，籍贯河南，助教
2012 年 6 月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毕业，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足球分会对外交流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足球分会五人制足球委员会副主任。足球国家级裁判员，拥有空手道教练
员资格证书，健美操大众五级水平证书，中国足球协会 D 级教练员证书。
开设课程：足球
人生格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附录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的实施办法
学生课外体育锻炼是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国办发[2012]53 号），认真实施
《上海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1—2015》（沪府发〔2011〕5 号）
等相关政策的要求，积极响应阳光体育的倡议，促进我校素质教育发展，不断增强
大学生的体育锻炼意识，提高我校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同时鼓励学生积极
参加体育社团、业余体育代表队、体育专项协会活动及校内、外体育竞赛，在结合
我校实际情况的基础之上，特制订我校课外体育锻炼管理条例。
一、 课外体育锻炼的办法
1、 参加对象
我校在读的大一、大二全日制本、专科参加体育课的学生均需按照有关规定参
加早操和课外体育锻炼。重修体育课的学生也需参照执行。
2、锻炼时间
 课外体育锻炼从教学周第二周周一开始，截止于第十四周周五。
 早操开放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 6：40—7：10；
 下午开放时间为：每周一、二、三、四 16：30—17：00。
3、课外体育锻炼活动内容
1）早操：跑步（校园指定路线： 从起点体育馆正门沿校园马路前行至终点腾飞路
西面）
2）下午：常规活动：
项目
篮球
网球
乒乓球
羽毛球
跑步

人数限制
100
30
60
60
无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四
周一至周四
周一至周四
周一至周四
周一至周四

地点
西篮球场
西网球场
乒乓房（1）（2）
西排球场
同早操

人数限制
35
35

开放时间
周三
周二

地点
体操房
体操房

俱乐部活动
项目
有氧舞蹈
养生法功

跆拳道
有氧操
活动要求：

35
35

周一
周四

体操房
体操房

 跑步：起终点各刷卡一次，8 分钟内跑完规定路线。超时、漏刷无效。由值
班教师负责考勤。
 常规项目和俱乐部项目：在活动指定地点排队进入活动区，按限定人数放行，
进出口各刷卡一次，活动时间不得少于 25 分钟。时间不足、漏刷无效。由
指导教师负责考勤。
二、 奖励措施
1、体育比赛：
凡参加体育比赛的学生根据比赛级别给予奖励课外体育锻炼出勤，具体奖励次
数如下，具体奖励人员名单以秩序册人员名单为准。
比赛级别
市级以上（含市级）体育比赛
松江大学园区运动会
校阳光体育大联赛
校运动会
2、体育社团活动：

奖励次数
免本学期课外体育锻炼
免本学期课外体育锻炼
4次
4次

凡参加体育社团（由体育部教师担任指导老师的社团可抵课外体育锻炼，其它
社团不抵）活动的学生参加体育社团活动的次数达 90%以上者免本学期课外体育锻
炼。
3、业余体育代表队：
参加我校所有业余体育代表队的队员，可减免课外体育锻炼。
4、游泳、滑冰运动：
凡自行到大学生体育中心办卡（详情请咨询大学生体育中心）参加游泳、滑冰
运动的学生每参加 1 次抵扣 2 次课外体育锻炼出勤（抵扣课外体育锻炼次数先抵扣
下午次数再抵扣早操次数）。
（备注：参加游泳、滑冰运动的学生需持校园卡刷卡进行考勤，只需出口刷一
次卡，锻炼时间不得低于半小时，每天只能进行一次，活动截止于教学第十四周周
五之前。）
三、出勤次数要求：


一年级：课外体育锻炼出勤次数要求为 16 次，其中至少包含 6 次早操。



二年级：课外体育锻炼出勤次数要求为 16 次。

四、服装及安全要求：
锻炼时需穿运动服、运动鞋，注意保护自己的物品及人身安全。
五、关于节假日、期中考试、雨天安排：
如遇节假日，从放假的前一天下午到假期结束停止课外体育锻炼。如遇期中考
试，考试期间停止课外体育锻炼。如遇雨天课外体育锻炼全部停止（包括室内）。
六、场地器械有关规定：
1. 参加课外体育锻炼的学生请自备活动器材。
2. 因场地有限，不参加活动者请勿进入场地；自主活动者在课外体育锻炼时间段
请勿进入课外体育锻炼活动场地。
七、违纪处罚：
在课外体育锻炼中如有违纪者（如代跑、跑步不按规定路线进行、不听从值班
教师管理等行为）本学期体育课重修。
八、特别提示：
1、 去大学生体育中心参加游泳、滑冰的同学需带校园卡考勤（只需出口刷一次卡，
活动时间不得低于半小时，每天只能进行一次，一次抵两次课外体育锻炼）。
2、 健身跑时从草坪穿行、不服从值班教师管理、替代锻炼等违纪行为，一经发现
本学期体育课重修。
3、 每个单元活动项目只可锻炼一项，多次刷卡无效。
4、 如校园卡丢失，凭工商银行出具的挂失单及时到体育馆 117 办公室办理临时锻
炼卡进行锻炼。
5、 上体育课的学生本学期必须完成规定出勤次数的 85%（病假、采风、金工实习等

情况也不例外），否则体育成绩最高纪为 5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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