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健身与健康中国同行
——智慧康体促进国际高峰论坛
会议通知
2018 年 7 月 2-4 日
中国日照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
的若干意见》和《“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相关文件精神，
搭建体育与健康融合发展的国际交流平台，进一步促进和加强“政产
学研”协同创新，由山东体育学院、山东体育科学学会、国际华人体
育与健康学会、日照市全民健身工作领导小组主办的“科学健身与健
康中国同行——智慧康体促进国际高峰论坛”将于 2018 年 7 月 2 日
-4 日在山东日照召开。大会将邀请国内外运动与健康领域专家做主
题报告，还将就体质健康促进策略、运动损伤防控、科学健身方法的
成果转化等专题进行专题报告和论文交流。
诚邀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本次论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安排
1.会议时间：2018 年 7 月 2—4 日
2.会议地点：中国日照 日照尚逸魏园酒店（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山
海天度假区太公一路 13 号）
二、会议组织
1.荣誉主席
王 毅

山东体育科学学会理事长 山东体育学院党委书记

2.主 席
毛德伟

山东体育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山东体育科学学会副

理事长
林彦芹

日照市副市长、日照市全民健身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高 勇

国际华人体育与健康学会主席

3.执行主席
毛莉虹

山东体育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

栾凤岩

山东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山东省体育局科

技宣传教育处处长
孟凡香

日照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徐美芳

中大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4.主办单位
山东体育学院
山东体育科学学会
国际华人体育与健康学会
日照市全民健身工作领导小组
5.承办单位
中大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6.协办单位
山东体育学院研究生教育学院
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中心
山东省科学健身指导中心

山东体育学院运动与健康学院
山东体育学院科技处
山东乐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慧健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体成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7.学术委员会
主 任

毛德伟 高 勇

委 员

刘沅龙 于 冰 陈蔚云 高 赞

陈森林 张 涛

吴耀宇 隋 波 董贵俊
8.组委会
主 任

毛莉虹

副主任

高 勇

徐美芳

委 员

章 岚

申正清 任 杰 于爱丽 隋 波 赵 峰

李恩琦 卢朝霞 韩 炜

王绍娟 谭 旭

9.秘书处
主 任

章 岚

副主任

李恩琦 徐美芳

委 员

吴庆建 王孝强 吴大明 许东东 董 苹 丁凤明
王 妍

三、会议日程
时间

内容

7月2日

报到

8:30-9:20

开幕式

9:30-12:10
主会场

主持人：高勇 博士，美国博伊西州立大学终身教授，正教授
1、9:30-10:10 刘沅龙 博士，美国西密西根州立大学人体运动科学与健康教育系
系主任、终身教授，正教授
Status, Challenges and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Kinesiology
（体育与健康高端人才国际交流的现状与前景）
2、10:10-10:50 张涛 博士，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终身教授，副教授
Children's Sedentary Behavior,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Promotion:A
Social Ecological Perspective（儿童青少年久坐行为，体力活动参与行为和健
康促进研究：社会生态学的视角）
3、10:50-11:30 陈蔚云 博士，美国密执根大学运动科学学院终身教授，副教授
Impact of Technology-Enhanced Classroom Activity Breaks on Daily Real Time
Physical Activity, Aerobic Fitness and Attention and Concentration in
School-Aged Children（科技助力的微课堂活动对日常学生体育活动、有氧健身、
注意力集中的影响）
4、11:30-12:10 毛德伟 博士，山东体育学院院长，二级教授
太极功效， “强”身 “健”脑——山东体育学院生物力学团队 20 年太极拳系列
研究综述

12:00-13:30

午餐

13:30-15:10
主会场

主持人：张涛 博士，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终身教授，副教授
5、13:30-14:10 高赞 博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终身教授，副教授
Health wearable devices in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promotion（健康
可穿戴设备促进身体活动和健康）
6、14:10-14:50 陈森林 博士，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人体运动学系终身教授，
副教授
To Move More but Sit Less: Physical Education as the School Hub for Physical
Activity Promotion（多动少坐：以体育课为中心的身体活动促进）
7、14:50-15:10 徐美芳 中大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大体育，引领智慧健身

15:10-15:20

茶歇

7
月
3
日

慢病防治
主持人：董贵俊 博士 教授，山东体育学院科技处副处长。

15:20-15:30 董贵俊 肠道菌群在运动改善肥胖性骨关节炎中的作用
15:30-15:40 沙继斌 有氧运动干预对青年肥胖者的血脂调节及抗炎作用分析
15:40-15:50 郑亮亮 体育院校大学生“小型健康减肥训练营”的运营管理及实践
研究

15:50-16:00 胡广富 急性运动对超重大学生转换功能的影响：来自 ERP 的证据
15:20-17:00 16:00-16:10 李 荀 有氧运动与膳食干预对 IR 大鼠胰岛β细胞胰岛素分泌相关
蛋白的影响
分会场 1
16:10-16:20 曹光燕 长期规律的太极拳锻炼对 60-69 岁老年人血糖和血脂水平的
影响研究

16:20-16:30 林国豪 弹力带、五禽戏对 60-69 岁老年女性肺通气功能的影响研究
16:30-16:40 李 彦 华佗五禽戏对大学生平衡能力影响的研究
16:40-16:50 王海宁 高温高湿环境长时间慢跑运动后神经肌肉疲劳类型与 PAP 的
关系

16:50-17:00 李晓东 应用行为分析法在自闭症儿童干预中的应用
体质健康促进
主持人：许昭 博士 副教授，山东体育学院运动与健康学院副院长。

15:20-15:30 许 昭 大学生身体活动意向与行为的关系：计划、情感的中介作用
15:30-15:40 马玉华 体医融合：运动健康管理新模式
15:40-15:50 董 琛 大数据精准运动处方的“医养结合+体育”服务模式创新研
究——以山东省为例

15:50-16:00 丁荔洁
15:20-17:00
Predicting Incident
分会场 2
16:10-16:20 颜春辉
16:20-16:30 张李强
16:30-16:40 宋祖军

Prediction Models by Competing Risk Method for
Stroke in a Prospective Urban Han Chinese Cohort
青少年身体活动行为促进的多元联动模型构建与检验
藏族大学生体质动态研究
湘西民族地区农村留守老人体质健康干预实证研究——以 M

村为例

16:40-16:50 尚 晶 浅析高中田径特长生运动损伤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以咸阳
市秦都区中学为例

16:50-17:00 洪丝语 青少年身体活动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研究
15:20-17:00
分会场 3

国际交流高访学者圆桌会议

15:20-17:00
分会场 4

墙报交流

17:00-18:30

参观交流

7月4日

离会

四、会议注册
1.报名方式：登录会议网站 http://ktcj.medmeeting.org/，采
用论文投稿或直接注册报名方式参会。论文投稿截止日期：2018 年 6
月 15 日。
2.会议注册：5 月 31 日前注册并缴费，每人 800 元；6 月 1 日后
及现场注册缴费，每人 1000 元。学生为每人 600 元（报到时须提供
学生证）。
五、会议食宿
参会者差旅费和住宿费自理。
会务组为各位代表提供会场周围酒店信息，7 月为日照旅游旺季，
请各代表提前确认房间。
住宿价格：普通标间：260 元/晚（含双早）， 豪华标间：360
元/晚（含双早）
六、会议交通
本次会议不设接站班车，请参会代表到达日照后自行选择交通工
具前往会场，抵达会场的交通信息如下：
1．日照长途汽车站---日照尚逸魏园酒店
距离 13 公里 打车约 26 元；
出站，乘 10 路公交车至王家皂方向，山海天花园站下车，步行
240 米至日照尚逸魏园酒店。
2．日照长途汽车东站---日照尚逸魏园酒店
距离 9 公里 打车约 18 元

3．日照火车站---日照尚逸魏园酒店
距离 8.5 公里 打车约 17 元
出站，乘 8 路公交车至王家皂方向，山海天花园站下车，步行 240
米至日照尚逸魏园酒店。
4．日照机场---日照尚逸魏园酒店
距离 31 公里 打车约 70 元
七、联系方式
王绍娟 0633-2959222

13396331105

吴大明：0531-89655111

15508664662

会议网站： http://ktcj.medmeeting.org/

2018 年 4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