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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篮球运动发展方向及技战术特点进行了分析，简述了世界篮球运动将沿着高、壮、快、准、巧、

变，攻守凶悍和对抗性日趋激烈及攻守技术更加高超全面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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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basketball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s of its skills and tactics were studied
based on literature，observation，investigation and tactics were studied based on literature，observation，investigation and
log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game of basketball will develop along with“height，robustness，accuracy，
skillfulness，changing，and fierceness of attack and defenes”in the new century. The contest will become much intense and
the skill of attack and defense much excellent and comprehensiv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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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运动己有 100 多年的历史了，随着篮球运动的发

展，运动员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以及技战术水平有了很大的

提高。尤其是 1989 年国际篮联通过“关于职业篮球选手参

加奥运会的决议”后，以美国 NBA 为代表的职业篮球运动员

的参赛，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篮球运动向“更高、更强、更激烈”

的方向发展。本文通过对现代篮球运动的技战术发展的分

析，指出现代篮球运动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篮球运动的技战

术水平的提高提供参考。

1 现代篮球发展的趋势

（1）运动员身材日趋高大化。现代高水平篮球运动队的

队员，无论是后卫，还是前锋、中锋，他们的身高都呈现出日

趋增高的趋势（见表 1）。

表 1 1974 ～ 1998 年世界男子篮球锦标赛队员身高 m
位置 1974 年 1978 年 1982 年 1990 年 1998 年

后卫 1.85 1.87 1.88 1.87 1.88
前锋 1.96 1.97 1.99 1.99 2.03
中锋 2.04 2.05 2.07 2.09 2.11

（2）运动员综合素质提高，技术更加全面。现代篮球比

赛日趋激烈，比赛的强度和对抗性增强，这种情况对运动员

的身体、意识、心理和意志等综合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另

外，在满足这些基本条件的前提下，不仅要求运动员有一技

之长，而且还要求运动员有较为全面的技术。这是世界高水

平篮球运动员的显著特点，也是现代篮球运动发展的趋势。

（3）攻防节奏加快，攻守平衡发展。有研究表明进攻成

功率同速度成正比，而成功率又是赢得比赛的关键。因此，

高水平运动队注意加快进攻的节奏，在快速、高强度的对抗

中，以速度争取主动，通过争取和控制时间来赢得胜利。篮

球规则不断地进行修订，对进攻时间加以限制，使比赛节奏

更快，并提高了比赛的观赏性与激烈程度。虽然进攻得分才

能赢得比赛，但是无数的例子证明“防守好才能获得冠军”，

这说明攻守平衡是现代篮球发展的重心。

（4）核心队员的作用日趋突出。在现代篮球比赛中，各

队水平接近、对抗更加激烈，比赛中“一球定乾坤”战局越来

越多，核心队员往往起到关键作用。例如，美国 NBA 中的乔

丹、约翰逊等明星队员。核心队员不仅有全面的技术，也能

根据自己的位置、身体条件和技术等特点运用具有独特风格

的技术。核心队员才能组织好球队，控制篮球场上的局面，

是全队的精神支柱。

2 现代篮球运动各项技术的特点

（1）脚步动作。现在的篮球比赛速度加快，快攻成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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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队在反击中首要的攻击手段，对场上 5 名队员提出了同样

的速度要求，一些高大队员也参与快攻。比赛攻守之间的对

抗性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防守队员与进攻队员之间的

距离越来越近，实施贴身攻守，也就是说，是在小范围内突然

变向、变速，而且要有力量，如转身和跨步的结合，要抓住机

会强行占位，完成攻击动作。对防守队员来说，要求重心低、

起动快速灵活、步伐转换快、力量强，富有极强的攻击性。

（2）传球技术。现代篮球比赛中传球的主要特点是变化

多样、速度快、灵活性好，不易暴露传球意图，利于完成各种

战术配合。技术特点主要是用小臂和手腕手指的抖动发力

传球，多在行进间或结合其它动作完成，多采用单手肩或肩

以下传球等等。

（3）投篮技术。现在的篮球比赛攻守对抗激烈，从容出

手投篮已不常见，只要出手投篮就会遇到严密的封堵，所以

出现了贴身投篮，跳起后仰投篮，超手投篮，勾手投篮，利用

对手的时间差、空间差投篮等。这些技术动作的特点为：出

手动作快，出手点高，由于高大队员弹跳力强，动作伸展，提

高了投篮的出手点，避开了防守，投篮方式多，不拘投篮技术

的动作形式，以投中得分为目的。

（4）运球技术。运球技术发展较快，变化大。我国运动

员运球时以肘关节为轴，用灵活的手腕、手指动作控制球。

而近年来，以美国运动员为代表，大都采用以肩为轴大臂发

力的运球技术，当与防守队员接近时多采用侧对或背对防守

队员的提拉式运球。这种运球方法幅度较大，与球接触时间

长，便于转身结合及时变化运球动作和方向，用身体隔开防

守队员便于保护球，观察场上情况，及时衔接其他攻击动作，

提高了运球的攻击性。

（5）篮板球技术。现代篮球比赛中，篮板球的拼抢更为

激烈。其特点为：由于高大队员身体素质的全面发展，争夺

空间高度的提高，地面拼抢更为激烈。当对手要投篮出手或

者说是意识到要投篮即开始抢位，争取占据有利的地面位

置，及时起跳。由于抢篮板球的地面和空间狭小，常常是几

个人一起冲向球的落点，数只手臂一起伸向球，这就很难直

接将球拿到手，而是需要利用点球技术将球拨向己方，或是

将球投向有利自己的位置，再次把球抢到手。美国前公牛队

的罗德曼就是善于观察和总结球的反弹规律，提前抢占到有

利位置，及时起跳，所以获得“篮板王”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6）突破技术。篮球比赛中，突破技术的特点是冲击力

强，强行突破运用较多。其动作特点为：由于防守队员移动

快速灵活，堵截动作力量强，所以突破人不容易摆脱掉对手，

而是利用身体与对手贴在一起，然后突然加速冲破对手。如

果突破的路线被对手完全挡住，则及时转身，突然改变方向

强行攻击。

3 现代篮球运动的战术特点

（1）防守战术的特点。现代篮球运动防守战术的运用表

明：综合多变的防守体系更具有攻击性。就是在一场比赛，

甚至一个回合中变化几种防守战术，使对手始终处于不适应

的状态。在 NBA 的比赛中，各队比较重视防守，攻转守意识

强，个人防守能力，积极性、攻击性颇具威力，集体防守更富

创造性，比赛中不断变换防守方式，具有配合默契、突然性

强、运用自如等特点。一些队伍有防守核心队员专门来防范

对方主要得分队员。

现代篮球运动防守战术中体现在防守区域贴身紧逼中

“以球为主，球、人、区三位一体”原则。采用半场盯人和区域

紧逼、全场盯人和区域紧逼相结合；对持球人接球刹那运用

逼近平步防守，挥动双手积极封抢，不让对方随便控制球；在

内线贴身防守，抢、断、盖和打等广泛运用。

（2）进攻战术的特点。在进攻战术中采用快攻和阵地进

攻相结合，而且抓住时机多发动快攻，当不能以快攻时，能及

时落位，展开阵地进攻。另外，进攻中还表现出面广点多的

特点。无球队员能在各个位置上及时摆脱防守或协助同伴

摆脱到攻击区内接球。队员不受位置限制，能在各个位置上

投篮命中，个人突破与助攻分球相结合。另外，进攻时能“人

球一体移动”，球到有效攻击区域速度快，传球隐蔽性好，运

球攻击性强，在对方的防守顾此失彼的情况下获得成功。

世界篮球运动将沿着高、壮、快、准、巧、变，攻守积极主

动，对抗性强及技术高超全面兼顾，高度与速度、技术结合，

个体与群体统一等方向发展。世界不同风格流派及多种打

法的并存，使比赛更具魁力和观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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