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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我国跆拳道运动员在 2006 年全国跆拳道锦标赛中贴靠技术应用情况的调查发

现：习惯性的贴靠技术使用过多，造成跆拳道比赛不精彩、不激烈；贴靠后无攻防意识的休息多、

等待多；贴靠后的被动分开多，后续技术使用少、得分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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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lose leaning technique in National Kickboxing 

Championships 2006 and the qualifying competition for the 15th Asian Games 
GAO Zhi-hong 

（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Hebei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Shijiazhuang 050041，China）
 

Abstract: By investigat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ique by Chinese kickboxing players in National Kickboxing 

Championships 2006, the author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Habitual close leaning technique was excessively 

used, which makes kickboxing competition less spectacular and intensive; there was too much rest and waiting 

without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consciousness after close leaning; there were too much passive breakup after close 

leaning, too little application of follow-up techniques, and too few s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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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靠”是运动员应用步法移动贴近对手，使对

手踢击落空或干扰对手正常实施技战术的一种有效

防守方法，其在跆拳道比赛的旧规则中是一种消极的

犯规行为。但随着竞技跆拳道技战术的发展和规则的

完善，现今的“贴靠”技术不仅是一种运动员喜用、

善用的防守技术，而且是一种攻中有防，防中有攻，

斗智较技的技术。然而，在查阅中文学术文献资料中，

尚未查到专门对跆拳道贴靠技术的研究报告、学术论

文。因此，在 2006 年 5 月 12~16 日的 2006 年“全球

通杯”全国跆拳道锦标赛暨第十五届亚运会选拔赛

中，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组织调研

组，从男女 8个级别中，随机抽取 73 场比赛进行运动

员临场“贴靠”技战术应用情况的调查，现将结果分

析报告如下。 

 

1  贴靠技术应用情况 

1.1  贴靠技术应用的统计 

通过表1可以看出，73场共使用贴靠技术624次，

平均每场 8.5 次。但在统计过程中，记录到有的运动

员在一场比赛中使用贴靠次数高达 18 次，有 20.5%的

运动员达到 12 次以上，现场还发现，有的贴靠技术

的使用次数比交手回合还要多。在对 2006 年伊朗公开

赛的交手回合的统计中，平均每场的交手回合数为

19.6 次，国家男队第二次评价赛平均每场的交手回合

为 13.8 次，挑战赛为 19.5 次。就是说本次锦标赛平均

每场贴靠技术的使用次数，几乎是国际、国家男队比

赛交手回合次数的 1/2。由此看来，除使用率最高的

横踢技术外（2004 年统计横踢技术的使用次数为所有

技术的 87.4%[1]），贴靠技术的使用率可以排在第 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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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6 年全国跆拳道锦标赛 73 场贴靠后续技术使用统计
1)
 

贴靠后状态/次  贴靠后效果 
局数 贴靠次数 

无攻防意识 观看意识 粘贴跟随 搂抱对手 思想松懈、体息 后续技术使用 得分 失分 犯规

1 164  77  25  4  64 21 37 2 2 0 

2 212  95  51 11  96 24 34 2 2 0 

3 240  84  52 10 106 27 31 3 3 0 

4  8   2   2  0   6  1  1 0 0 0 

合计 624 268 130 25 272 73 103 7 7 0 

1)由于 1 次贴靠同时出现几种状态，所以百分比合计超出 100%；73 场共 9次平局 

 

1.2  贴靠技术应用情况分析 

(1)86.5%的运动员没有贴靠后续技术使用意识。 

运动员在贴靠后大多在被动等待主裁判的“分开”

口令，缺乏主动创造战机的强烈得分意识。尤其是在

第三局比分落后、急需追分的情况下，有的运动员还

表现出主动贴靠、延误比赛时间等情况，有的则表现

为没有能力、没有方法摆脱领先方的主动贴靠，而使

得追分无法实施。前者是比赛目的不清，缺少积极拼

打和强烈的获胜意识；后者则是缺少摆脱对方贴靠战

术的手段和方法以及贴靠后技术的应用。 

(2)贴靠时 32.5%运动员表现出低级错误。 

在比赛中观察到，很多运动员贴靠时出现低级错

误（不应在紧张激烈的对抗项目中所出现的现象，临

场表现为贴靠后表情、态度不严肃（嬉笑），贴靠时频

繁示意得分、观看比分，思想松懈、利用贴靠休息等，

毫无防备意识。从临场的表现来看，这些现象已成习

惯，毫不知这些都是对手攻击的最好时机。 

还有的女运动员贴靠后用拳击打，但击打意识和

目的并不清楚，方法也不对，击打动作没有任何速度

和力度，效果低微，甚至个别女运动员竟然使用拳心

去推打对方。大部分运动员还没有认识到拳技在竞技

跆拳道的重要性和进行专门性的深入练习。拳是竞技

跆拳道几种得分技术之一。虽然，赛场上很少见到用

拳击打的得分场面，但拳在近距离时的阻击，破坏对

手的重心，使其技术无法正常发挥，以及给其一重拳，

分散对手注意力并给其心理造成压力等，都可为创造

进攻时机和得分提供了可能。 

显然，我国大部分运动员在贴靠后续技术的使用

方法和技术水平方面还有待提高。 

(3)贴靠后续技术使用过程中有 93.2%未得分。 

73 场 624 次贴靠中有 103 次使用了贴靠后续技

术，但仅得 7 分，有 93.2%的贴靠后续技术使用而未

得分。临场主要表现为，对该技术的使用与得分意识

不强烈，创造的距离与时机不适宜。但是，大量贴靠

防守技术的使用正是大量得分的良好时机。 

(4)合理有效的贴靠后续技术范例。 

本次比赛中的一个范例：国家跆拳道女运动员刘

蕊，在比赛结束还差 3 s 时，采用贴靠后横踢技术以

（-1）6︰4 胜上届奥运冠军罗微。在关键时刻赢得了

本场比赛制胜的 1 分。当时，双方出现了贴靠，贴靠

时比分是（-1）5︰4 平分，给他人的感觉是平局了，

要拼金腿了。那知在贴靠分开的霎那，刘蕊在罗微注

意力不集中、思想松懈的情况下，迅速撤出，紧接着

使用一个漂亮的横踢技术击中对手躯干，得分效果非

常明显，因此而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刘蕊能在最后几秒钟时间里抓住战机，除体现出

强烈的获胜意识外，还可看出她具有一定的贴靠后续

技术的使用意识和水平。刘蕊对时机的创造与捕捉、

距离感的把握在本次技术的应用中恰到好处。再加上

与奥运冠军的对垒，格外引人关注，所以，刘蕊该次

贴靠后续技术的使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比赛中常见的贴靠表现行为 
(1)男运动员贴靠后除搂抱外，相互靠顶、随步移

动较多； 

(2)贴靠后大部分运动员处于被动状态，没有进攻

意识，等待主裁判来分开； 

(3)拳技术的击打意识和水平较低； 

(4)对对手的贴靠技战术摆脱能力差、方法少； 

(5)得分后的贴靠，经常表现出不再使用技术； 

(6)第 3 局比分落后时，贴靠后续技术的使用率明

显增多，但为时已晚； 

(7)交手会合后，习惯性贴靠，且无攻防意识； 

(8)第 3 局贴靠后出现思想松懈、休息较多的现象

尤其明显； 

(9)贴靠出现频率高，且状态松懈、休息多； 

(10)在击中对方或被击中时，大多利用贴靠之时

去观看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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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建议 
(1)目前我国跆拳道运动员应用贴靠后续技术较

少，且有 93.2%的贴靠后续技术使用而未得分。所以，

应加强运动员贴靠后续技术的使用意识与得分能力，

进而提高运动员在跆拳道比赛战术中的攻防转换能

力，使贴靠技术成为一项攻守兼备的技战术。 

(2)贴靠后，低级错误表现过多，反映出缺乏对运

动员贴靠时“攻中有防，防中有攻” 战术意识的培养。 

(3)增加贴靠后技战术方法、手段的研究，并针对

对方不同的攻防意图设计训练，提高贴靠技术的防守

能力。 

(4)优化贴靠技术，根据对方技战术特点和比分时

局变化以及场地区域等选择相应的技术，使“贴靠”

的使用成为跆拳道比赛中一个多得分、少丢分或不丢

分的重要技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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