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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水平的排球比赛不仅是运动员综合实力的对抗，更是教练员谋略巧妙运用的较量。在当今参

赛球队实力水平日趋均衡的情况下，正确运用节奏谋略，利用节奏制胜将成为现代排球竞赛的主导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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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high-level volleyball game is not only the competition of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between players，but also that
of strategies between coaches.Under today’s situation—the actual abilities of the two teams trend to be equal—the appropri-
ate adoption of“tempo of the game strategies ”and“win victory by rhythm”will be the leading direction of volleyball compe-
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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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节奏谋略在现代排球运动中的涵义

节奏是指人为地、有意识地控制比赛的时间和速度，使

比赛进行得“快慢”有度。比赛节奏快就意味着时间的缩短

和速度的提高，而比赛节奏慢则意味着时间的延长和速度的

丧失。［1］节奏体现了“快”与“慢”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掌握好

节奏即合理控制了比赛速度，就能使本方技战术正常甚至超

水平发挥。谋略是一种思维的艺术，是对客观事物规律的高

度概括，是指“计谋和韬略”。［2］人们常称谋略是一把双刃剑，

如其运用得当，就能够超水平发挥本队的实力，取得比赛的

胜利；运用不当将会置己方于不利的地位，陷于被动局面，失

去胜利的机会。

在现代排球运动中跟上节奏可以说是一传———二传

———扣杀之间连接得紧凑顺当，运动员自然地溶入这一节奏

而精力集中地打比赛。在赛场上能做到一传能起球，二传合

理地分球，进攻能够突破对方的拦网扣杀得分，使本方的技

战术水平发挥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是完全控制了比赛的节

奏，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胜利也就垂手可得了。要使运动

员达到这一竞技状态，不仅要求队员有较高的运动水平，更

需要教练员合理适时地运筹谋略控制比赛节奏。在排球比

赛过程中，教练员从临场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适时采用恰当的手段和计策，巧妙地控制比赛速度的快

慢而以此来掌握比赛节奏的强弱，争取使比赛完全按照本方

的节奏进行的艺术和方略，不妨称之为节奏谋略。在未来的

排球竞赛中，各参赛队实力水平日趋接近，节奏谋略运用的

成功与否，必将是比赛胜与负的关键所在。

2 节奏谋略在排球比赛中的运用

在现代排球比赛中，比赛客观条件是节奏谋略的基础，

教练员的主观能动性是谋略的条件，在具体的条件和环境

下，教练员只有将自己的主观意志适应比赛临场实际情况，

才能发挥节奏谋略的功效。在比赛节奏有利于本队时，就要

全力保持这种局面；当比赛节奏不利于本方时，就要利用合

理的谋略去打破对方顺手的节奏。一般在比赛中破坏对方

节奏的基本手段有技术打法和利用规则规定两种。

2 .1 破坏对方比赛节奏的技术打法

（1）发球。发球是破坏对方比赛节奏常用的技术打法。

发球是进攻的发起，亦是对方形成节奏的一传源本。准确而

有攻击性的发球可以直接得分或破坏对方的战术组成，减轻

本方防守的压力，也为本方反击创造了时机。［3］用“稳、狠、

准”的发球去破坏对方的第一次传球，对方的节奏势必被打

乱，使一传、二传、扣杀等环节不能顺利衔接。

（2）拦网。拦网具有强烈的攻击性，可以直接拦死、拦回

对方的扣球，削弱对方的锐气，动摇对方的信心，给对方队员

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把对方以为满有把握的扣球一

下子拦死，对方二传就得考虑怎样分球，主攻手就得费神考

虑扣球的路线、力量和姿势。拦网成功可以大长自己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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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使本方队员精力更加集中，信心增强。如果连续拦死两

个以上的扣杀球，对方的节奏无疑将转到我方来，其主动权

必将渐为我方掌握。

（3）打出本方的精彩球。在高水平的排球比赛中，成功

地救起看似不能救起的“死球”；扣杀死看似不能扣杀的好

球，必能引起现场观众的热烈鼓掌喝彩，在本方和对方队员

的心理上必产生相反的心理感应。此时将成为夺回比赛的

主动权，控制比赛节奏的转折点。

2 .2 利用比赛规则改变比赛节奏

（1）比赛过程中暂停的运用。

1）规则规定比赛的前 4 局每局有两次技术暂停，时间各

为 60 s，第 1 次技术暂停是在一方先得 8 分时；第 2 次是在一

方先得 16 分时。第 1 次技术暂停前的比赛属于比赛的开局

阶段，双方都在按照教练员预定的方案进行比赛。教练员应

重点观察本方比赛方案执行是否顺利，本方队员是否能主导

比赛的节奏，对方的打法与预测是否有大的改变。暂停时如

果比分领先，不宜过多的指导，只要指出需要注意的事项即

可，以免破坏本方顺手的节奏；如果比分落后，则应该指出主

要问题和具体布置应付措施，力争做出适当的调整来打乱对

方的节奏部署。第 2 次技术暂停前的比赛属于中局阶段，双

方都对对方有了一定的了解和适应，教练员应充分分析场上

形势，在暂停时指出对方的主要特点和薄弱环节，指出本方

出现的不利因素和应采取的对策，帮助运动员正确判断比赛

的局面，鼓励队员全力打好结局阶段的比赛，争取控制本方

顺手时的比赛节奏，破坏对方顺手时的节奏，掌握比赛的主

动权。

2）比赛时请求暂停。除技术暂停外，前 4 局每局有一次

合法的请求暂停，决胜局有两次请求暂停，每次 30 s。与其

说暂停是为了授策不如说是为了运用节奏谋略，打乱对方的

比赛节奏。一般在以下情况下，应考虑请求暂停，改变比赛

的节奏：（a）对方连续得分，比赛节奏对本方不利时；（b）比

分落后或技战术运用失误较多时；（c）场上队员思想混乱、过

度紧张、士气低落或意见分歧时；（d）运动员体力下降，需稍

作休息时。

在这样的时机请求暂停，其目的是打乱对方的节奏，尽

力控制比赛的节奏，争取比赛的最后胜利。

3）运用暂停控制比赛节奏应注意事项。谋略的运用只

有符合了比赛的实际情况，只有具备了运用的客观条件，才

能产生出奇制胜的效果。运用暂停控制比赛节奏需要注意

以下几点：（a）在本方队员适应控制比赛节奏，掌握比赛的

主动权时，不宜请求暂停，以免给对方提供有利机会，扰乱本

方的比赛节奏。同时要注意利用对方要求暂停的机会，进

行必要的指导，提醒本方队员注意 对方可能改变战术打法

和应采取的应变措施，全力保持本方的比赛节奏，不让对方

的意图实现。（b）在本方不利请求暂停时，教练员的场外指

导要提前做好准备，语言简明扼要，目的明确，措施具体。在

不利的情况下，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临场情绪，不能表达出激

动异常和埋怨发怒的表情，以免再给运动员造成额外的心理

压力，带来消极的影响，使本方的比赛节奏更加混乱，主动权

尽失，最终会导致比赛的失利。

（2）利用换人规则。

现代排球比赛最新执行规则规定，前 4 局有 3 次暂停机

会，而决胜局只有两次合法的请求暂停，但是可以替换 6 人

次队员。当比赛中本方攻守节奏明显紊乱却无法请求暂停

时，或当比赛眉目还不清楚，但一出错就可能出现问题时，就

可以用换人起到暂停的作用，换人往往可作为打断对方比赛

节奏的一种合法手段。如对方打得很顺手，连连进攻得分，

而发球者又拿球就位斗志旺盛的时候，吹哨“换人”，这一来，

将会冲淡对方充满信心的气氛，甚至可以使对方打顺的节奏

走样，从而达到本方教练员实现节奏谋略的意图。

但是，与此同时，换人的目的多是为了重点起用某个队

员，以发挥其特长来维持良好的局面或打开僵局，其主要手

段有以下几点：（a）起用场下的发球能手；（b）二传手等身体

相对较矮的运动员轮转到前排时，起用高个子弹跳好的运动

员加强进攻和拦网；（c）防守差的队员轮转到后排时，起用

防守较好（特别是用自由防守队员）的队员加强防守；（d）频

频扣杀的主攻手轮转到后排时，换下来让其休息等。

除了 4 项外，以上都是以加强重点来保持本方和破坏对

方节奏的办法，可见换人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争夺和维持

比赛节奏的谋略目的。

当然应注意的是，随便换人将会超出节奏谋略的范畴，

有可能给对方以间歇的机会或有利的条件，有可能造成让对

方打顺手适应甚至控制比赛节奏的危险，也有因换下主力休

息，而使全队以为胜利在握，结果失去本来打顺的节奏，导致

比赛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因此，教练员的临场发挥，一定

要做到胸有成竹。

除暂停和换人外，教练员还可以在比赛进行中或每个球

结束的空隙，利用简短口令或手势语言进行指导。当暂停和

换人使用完时，这种指挥方式也是一种实现节奏谋略的有效

手段，达到制胜的作用。

在排球比赛中，节奏谋略的运用一定要掌握得恰到好

处，合理适度，灵活多变，过之与不及均无法达到预期目的。

所谓适度在现代排球比赛中则具体体现在节奏谋略运用中

速度的快慢，节奏的强弱和力度大小上，其目的在于争夺比

赛的主动权，使比赛的节奏朝着有利于本方的方向发展变

化。［4］节奏谋略运用的合理适度、灵活多变，必然意味着对方

的被动和不适应，客观上表现为抑制与制约了对方技战术的

发挥，从而形成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比赛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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