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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NBA“位置模糊”球员的年龄、身高要优于世界优秀男子篮球运动员，而体重和克

托莱指数却与世界优秀男子篮球运动员相当；东西部赛区“位置模糊”球员在年龄上差异具有显

著性意义，东部大于西部，在身高、体重、克托莱指数上差异不具有显著性意义；在后卫/前锋位

置上东西赛区在体重上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东部明显大于西部，其他 3 项指标上差异不具有显

著性意义，而在前锋/中锋位置上东西赛区在 4 个指标上差异都不具有显著性意义；为了适应现代

篮球“位置模糊”的发展趋势，应注重年龄在 25~34 岁、身高在 196~205 cm、体重在 95~105 kg、
克托莱指数在 530 以下的后卫/前锋运动员和年龄在 20~29 岁、身高在 206 cm 以上、体重在 106~115 
kg、克托莱指数在 530 以上的前锋/中锋运动员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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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 p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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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e and height of “position ambiguous” NBA players are superior to the same of world excellent 

male basketball players, while their weight and Ketuolai index are basically equivalent to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world excellent male basketball player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ly in terms of age between “position 

ambiguous” players in eastern and western game zones: the age of players in the eastern game zone is older than the 

age of players in the western game zon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erms of height, weight and Ketuolai 

index;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ly in terms of weight between real guard/vanguard position players in east-

ern and western game zones: the weight of such players in the eastern game zone is significantly heavier than the 

weight of such players in the western game zon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ther 3 indexe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4 indexes between vanguard/center position players in eastern and western game zone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position ambiguous” modern basketball players, China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rear guard/vanguard position players with an age between 25 and 34, a height between 

196 and 205cm, a weight between 95 and 105kg, and a Ketuolai index below 530, as well as vanguard/center posi-

tion players with an age between 20 and 29, a height above 206cm, a weight between 106 and 115kg, and a Ketuolai 

index below 530, so as to make a number of excellent “position ambiguous” players f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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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是一种数学术语，《数学辞海》认为，模

糊主要是指客观事物的差异存在中介过渡时，所呈现

的一种划分上的不确定性。按照“项群训练理论”划

分,“位置模糊”是技能主导类同场对抗性项目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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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位置模糊”是指在技能主导类同场对抗性项目

比赛中运动员自身及相互间位置的不确定性[1]。在篮球

运动中，“位置模糊”球员主要是指在球场上打破传统

的位置意识、技术与职责，同时具备两个或两个以上

不同位置的攻守职能的球员。作为代表世界篮球运动

最高水平的 NBA，也成为“位置模糊”打法的先行者。 

本研究以 2007-2008 赛季 NBA30 支球队，74 名

后卫/前锋和前锋/中锋现役球员(NBA 官方网站在数据

统计中已对球员位置进行了分类，但目前极少有后卫/

中锋这一模糊位置的球员资料)为研究对象，以各运动

员年龄、身高、体重、克托莱指数 4 项基本参数作为

本研究原始数据资料。研究对 NBA“位置模糊”球员

的年龄、身高、体重与克托莱指数进行分析研究，找

出世界顶级篮球赛事中“位置模糊”球员的年龄及身

体形态的参数，把握篮球运动员“位置模糊”的发展

趋势。 

 

1  NBA“位置模糊”球员人数 
2007-2008 NBA 赛季 30 支球队 365 名现役球员中

共有“位置模糊”球员 74 人，占到总球员数的 20.1%，

其中后卫/前锋球员 42 人，东部赛区 22 人，西部赛区

20 人；前锋/中锋球员 32 人，东部赛区 18 人，西部赛

区 14 人。在 74 名“位置模糊”球员中，后卫/前锋球

员居多，共有 42 人，占到“位置模糊”球员的 56.8%。

这也说明 NBA 联盟中优秀中锋较为紧缺，后卫人才较

为充足，所以，NBA 不得不从国外引进一批优秀的中

锋或前锋运动员，比如我国的姚明、王治郅、巴特尔、

易建联，以维持联盟竞技实力各个位置的的整体平衡

性,这与 NBA 发展现状基本吻合。 

 

2  NBA“位置模糊”球员特征 
1)年龄。 

年龄在可以代表球员的经验与成熟度，特别是对

于技能主导类同场对抗性运动项目而言，运动员之间

的默契与理解对于技战术合理运用十分重要。因此，

运动员年龄状况是判断一个球员甚至一个球队是否处

于最佳成熟期的的重要参数[2]。 

NBA“位置模糊”球员的年龄(27.4±4.3)岁，后卫

/前锋、前锋/中锋的年龄分别为(27.6±4.1)岁、(27.1±

4.6)岁。后卫/前锋的年龄略大于前锋/中锋，经 t 检验，

两者差异不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目前，世界优秀

男子篮球运动员中，后卫的平均年龄约为 29 岁，前锋

约为 28 岁，中锋接近 30 岁[4]，NBA“位置模糊”球员

要比世界优秀男篮运动员平均年轻 2~3 岁左右，说明

NBA 各球队在人员的配备上逐渐年轻化，而且对于

“位置模糊”球员来说，年轻球员充足的体力为两个

位置的来回移动创造了可能。从东西部“位置模糊”

球员的年龄来看，东部为(26.45±4.1)岁，西部为(28.5

±4.7)岁，两者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西部“位

置模糊”球员的平均年龄要大于东部，说明西部“位

置模糊”球员比东部球员的比赛经验更丰富，这是造

成 NBA 西部整体实力高于东部的重要原因之一。 

2)身高。 

身高是反映人体形态结构与生长发育水平，评价

运动员纵向发育水平的主要形态指标。现代篮球比赛

中高空化、激烈化的发展趋势致使身高在篮球比赛中

的巨大重要性，选拔身材高大运动员是提高球队整体

竞技水平的有效方法之一[2]。 

NBA“位置模糊”球员的平均身高为(204.5±5.7) 

cm，高于世界优秀男子篮球运动员 199~203 cm 的身

高，这符合 NBA 顶级赛事发展的身高要求。其中后卫

/前锋、前锋/中锋的身高分别为(200.4±3.8) cm、(209.9

± 2.4) cm ， 而 且 两 者 差 异 具 有 非 常 显 著 性 意 义

(P<0.01)。与世界优秀男子篮球运动员(后卫为 191~193 

cm，前锋为 205 cm，中锋为 213 cm)相比，NBA 后卫/

前锋、前锋/中锋运动员的身高均达到世界优秀男篮运

动员的要求，其中后卫/前锋运动员平均身高略高于世

界平均水平，而中锋/前锋的身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这也与 NBA 联盟中优秀中锋较为紧缺，后卫人才较为

充足的现实基本吻合。从东西部赛区“位置模糊”球

员的平均身高来看，东部为(205.1±5.5) cm，西部为

(203.9±6.0) cm，经 t 检验，两者差异不具有显著性意

义，在位置模糊球员身高的发展趋势上比较均衡。 

3)体重。 

体重是反映运动员身体充实度和力量的主要指

标，决定比赛中运动员身体对抗的能力，实践中身体

对抗能力日益成为技术运用的前提[5]。体重作为现代篮

球运动员基本身体指标，也在选材、训练、比赛与评

价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NBA“位置模糊”球员的体重为(104.5±9.0) kg，

后卫/前锋、前锋/中锋的体重分别为(98.8±6.0) kg 和

(112.1±6.4) kg，经 t 检验，这两个位置上球员的平均

体重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意义(P<0.01)，说明在这两个位

置上的球员在体重上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也正是后卫

不能当中锋，中锋不能当后卫的重要原因，很难产生

后卫/中锋位置球员。当前世界优秀篮球后卫、前锋、

中锋队员的平均体重分别约为 90、107、115 kg，可以

看出，NBA 后卫/前锋的平均体重介于世界优秀男篮运

动员 90~107 kg 之间，前锋/中锋的平均体重也介于世

界优秀男篮运动员 107~115 kg 之间[3]。这说明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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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优秀的“位置模糊”球员，必须具备两个位置上的

体重特征，这样才能适应位置模糊状况下的身体对抗。

从东西部赛区上来看，东部为(106.0±8.2) kg，西部为

(102.8±9.8) kg，经 t 检验，两个赛区的“位置模糊”

球员在体重上差异不具有显著性意义，在体重特征上

趋于平衡。 

4)克托莱指数。 

克托莱指数是反映人体充实度的一种常用指标，

其大小可体现出运动员在发育过程中体重与身高的合

理比例关系，从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运动员肌肉质量

和肌力的优劣[2]。 

NBA“位置模糊”球员的克托莱指数为 507.5±

38.9，后卫/前锋和前锋/中锋的克托莱指数分别为

492.8±29.8 和 527.0±41.2，经 t 检验，这两个位置上

球员的平均体重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0.01)。当

前，世界优秀男篮中锋、前锋及后卫运动员平均克托

莱指数分别为 540、520 和 470[3]，可以看出 NBA 后卫

/前锋的平均克托莱指数介于世界优秀男篮后卫和前

锋的 470~520 之间，而前锋/中锋的平均体重也介于世

界优秀男篮运动员前锋和中锋的 520~540 之间，这说

明作为一名“位置模糊”球员，也必须具备两个明确

位置球员的身体充实度，这样才能在 NBA 这样高水平

的联赛中立足。从东西部赛区平均克托莱指数来看，

东部平均为 510.8±39.0，西部为 503.8±39.0，经 t 检

验，两个赛区的差异不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这说

明两个赛区在“位置模糊”球员的身体充实度上也趋

于平衡。 

 

3  NBA 各位置“位置模糊”球员特征 
1)后卫/前锋球员。 

后卫/前锋型的运动员由传统位置的后卫或者前

锋转化而来，他们不但拥有后卫或前锋的速度，而且

还有较强的 4~5 m 的中远距离投篮能力，能里能外，

能攻善防，并且能够适应场上任何位置，极大地扩大

了场上活动范围与深度。并且这样的转化提升了彼此

的发展空间，传统的前锋由于注重单项技术的攻守，

已不适应当前高水平篮球比赛的需要，同样，后卫由

于战术的需要也不局限于组织进攻或者外线得分。现

代高水平男子篮球比赛中，合并化的后卫/前锋运动

员，时而担当控球后卫来助攻，时而充当前锋拼抢篮

板球，为进攻和防守增加了更多的选择性。在后卫/

前锋这一位置上，东部在身高、体重、克托来指数上

要高于西部，只有年龄低于西部，但经过 t 检验，两

个赛区只有在体重这一指标上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P<0.05)，东部为(100.4±4.4) kg，西部为(97.0±7.0) kg，

东部明显高于西部，这说明在后卫/前锋位置上东部赛

区球员在身体对抗能力上略高于西部，而在经验上却

略逊于西部，但除了体重外，差异不是很明显，具有

趋同性。 

2)前锋/中锋球员。 

这一类型的运动员是从传统的前锋或者中锋转化

而来，他们既是一支球队的中心人物，又是进攻战术

的枢纽。当前，高水平男子篮球比赛中,一名好的前锋

/中锋运动员，不仅具有最基本的拼抢篮板球、封盖、

策应传球 3 种技能，而且还具备串连前后场攻防的能

力。在进攻方面，前锋/中锋运动员既具备接近篮框位

置单打的能力，又具有后撤步远离篮框、翻身勾手、

跳起转身单打的能力；既能强攻篮下，又能无需挡拆

掩护游走于禁区外围，还能拉到外线策应、远投 3 分；

在防守方面，既能严密防守好对位运动员，又能协助

同伴及时的换防、补防，还能防守对方的得分后卫或

小前锋；在攻防转换方面，参与快攻与防快攻是当前

前锋/中锋运动员突出的特点之一，尤其在“跑跳型”

的球队中，这种中锋的表现经常能够激起全队旺盛的

斗志。统计表明，在前锋/中锋位置上，东部赛区的身

高和体重高于西部赛区，而在年龄和克托莱指数上，

东部赛区低于西部赛区，但 t 检验，两个赛区在这 4

个指标上差异都不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说明东西

赛区在前锋/中锋球员这个位置上的发展均衡。 

 

4  NBA“位置模糊”球员结构特征 
1)年龄结构。 

NBA 联赛运动员年龄结构是否合理是各球队成

熟与否的体现，也是世界顶级篮球联赛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当今 NBA 联赛对位置模糊球员的心理素质要求

越来越高，要求他们能够胜任两个位置上的身体素质

和心理素质。心智成熟、心理稳定很大程度上与年龄

有关，篮球技、战术变化快，进攻点多，场上位置模

糊化，运动员作用全面化，运动员需要经过长期训练

和比赛，才能配合默契[6]。 

本研究把年龄划分为 20~24 岁、25~29 岁、30~34

岁、35 岁以上 4 个年龄段，NBA 后卫/前锋球员在 4

个年龄段上的分布为：23.8%、35.7%、33.3%、7.1%，

而前锋/中锋球员的分布为：34.4%、31.3%、28.1%、

6.3%，很明显，后卫/前锋球员在 25~29 岁、30~34 岁、

35 岁以上 3 个年龄段上的比例都要大于前锋/中锋的

比例，只是在 20~24 岁这一年龄段上少于前锋/中锋，

说明在这两个模糊位置上，后卫/前锋球员需要更多的

比赛经验，以便在现代高节奏的比赛中指挥全局。目

前，世界优秀男子篮球运动员的最佳年龄为 26~29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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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来看，NBA 在两个模糊位置上具有比较合理

的年龄结构，这说明在 NBA 联盟中，位置模糊化已经

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 

2)身高结构。 

身高是衡量一支 NBA 球队实力的重要因素,随着

现代男子篮球运动不断发展，队伍大型化、打法力量

化的整体趋势，空中高度是各球队竞相追求的目标。

而对于位置模糊球员来说，合适的身高为他们游离于

两个位置之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7]。 

本研究把身高划分为 191~195 cm、196~200 cm、

201~205 cm、206~210 cm、210 cm 以上 4 个区间，统

计表明，后卫/前锋队员在 5 个区间上的比例分别为

2.4%、40.5%、40.5%、16.7%、0，而前锋/中锋的比

例分布为 0、0、3.1%、31.3%、65.6%，前锋/中锋队

员具有身高上的绝对优势，这一位置的身高主要集中

在 206 cm 以上，而且 210 cm 以上的占绝大多数，而

后卫/前锋队员却集中在 196~205 cm，这一年龄分布是

由他们的位置决定的，后卫/前锋队员身材相对较矮，

但他们能够拥有后卫和前锋的速度，能够游走于场上

的任何位置，极大地扩大了场上的活动范围；而前锋/

中锋的高度使他们在进攻上不仅能够强攻篮下，而且

能够游走于禁区外围，拉到外线策应，远投 3 分，在

防守上还能防好对位队员之余，能够换防、补防。 

3)体重结构。 

对于高节奏、高身体对抗的 NBA 来说，位置模糊

球员体重是否能适应两个位置的需要，则成为他们成

功的重要因素[2]。 

本研究把体重分为 85 kg 以下、86~95 kg、96~105 

kg、106~116 kg、116~125 kg、125 kg 以上 6 个区间。

后卫/前锋球员全部分布在前 4 个区间上，分别为

7.1%、16.7%、64.3%、11.9%，而前锋/中锋球员的体

重却全部分布在后 4 个区间上，分别为 9.4%、71.9%、

12.5%、6.3%，这说明在现代篮球比赛中对前锋/中锋

球员的体重要求更高，要求他们既能强大内线，参与

激烈的身体对抗，又能跑位做策应、掩护，甚至外线

投篮。 

而后卫/前锋球员则更多的是要求他们的速度和

组织能力，利用速度和跑位为自己和同伴创造更多的

投篮机会。后卫/前锋球员的体重集中在 86~105 kg，

而中锋/前锋集中在 106~125 kg，这样的体重分布符合

后卫前锋化和前锋中锋化并且彼此相互转换的世界篮

球发展趋势。 

4)克托莱指数结构。 

克托莱指数大小，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 NBA 运动

员的身体对抗能力。研究把克托莱指数划分为 500 以

下、501~530、531~560、561 以上 4 个区间，后卫/前

锋的克托莱指数特征分布为 59.5%、31.0%、9.5%、0，

前锋/中锋分别为 15.6%、37.5%、43.8%、3.2%。前锋

/中锋的克托莱指数绝大部分分布在 501~560，占到了

80%以上，但在 561 以上却很少，只有 1 人，这说明

中锋/前锋球员不能拥有过大的体重，以免影响速度和

移动能力，削弱前锋位的攻击力。在后卫/前锋位上对

克托莱指数的要求则较低，克托莱指数主要分布在

530 以下，而且 500 以下的占到了 59.5%，说明在这

个位置上的身体对抗要求明显低于中锋/前锋球员，对

他们的要求主要集中在速度和移动能力上。 

 

5  建议 
通过对 2007-2008 年赛季 NBA“位置模糊”球员

年龄、身高、体重、克托莱指数的研究认为，为了适

应现代篮球“位置模糊”的发展趋势，建议注重年龄

在 25~34 岁、身高在 196~205 cm、体重在 95~105 kg、

克托莱指数在 530 以下的后卫/前锋运动员和年龄在

20~29 岁、身高在 206 cm 以上、体重在 106~115 kg、

克托莱指数在 530 以上的前锋/中锋运动员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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