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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大学是美国竞技篮球后备人才的主要培养渠道，也是体教融合的成功典范。采

用文献资料、实地考察、专家访谈等研究方法，对美国大学篮球训练实践的理念和特征予以探究，

旨在深化我国教练员对篮球项目致胜规律的认识，提升我国大学篮球训练的质量和效率，助推体

教融合发展。研究表明，美国大学篮球训练实践理念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经验训练与科学训练

相结合，提升训练层次和水平；有序训练与无序训练相结合，有效提升运动员的决策能力；以实

战为出发点，使训练回归比赛的真实场景。其训练实践具有热身个性化，注重实效性，手段多、

变换快、间歇短，严格时空管理、评价精细化的特征。我国大学篮球教练员要对美国篮球先进训

练理念进行深入挖掘，重视无序训练和科学训练，在实践中突出实效，注重细节，抓好练习之间

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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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exploration on basketball training of Americ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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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erican university is the main training channel of American competitive basketball reserve talents, 

which is also a successful model of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d cultural education".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expert interview,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cepts of the 

practical training of basketball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iming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inning rules of 

basketball matches for our coach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basketball training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advanced nature of practical training concept of basketball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is mainly reflected as follows: the combination of experience training and scientific training, to enhance 

training layer and level; ordered training combining with disordered training, to effectively improving athletes' 

decision-making ability; focus on actual combat, to make training return to the real scene of competition; and the 

practical training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individualized warm-up training, outstanding 

effectiveness of training, multiple training means, fast transformation, short interval, strict management of time and 

space, and the exquisite evaluation. University basketball coaches in China should deeply explore the advanced 

training concepts of American basketball, attach importance on disordered training and scientific training,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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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ual effect in practice, pay attention to details and strictly conduct the connection among practice. 

Keywords: competition and training；basketball in American university；competitive baskeball reserve talents；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ducation 

 

美国大学篮球是职业篮球的摇篮，从中涌现出了

乔丹、邓肯、杜兰特、库里等国际著名篮球运动员[1]。

无数优秀球员经过大学阶段的培养和磨炼进入了职业

联赛，甚至入选国家队，是美国篮球长期处于国际领

先水准的有力保障[2]。在美国，民众对大学篮球的关注

度远远超过 NBA，其对篮球运动员的培养理念、模式

与机制已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3]，是“体教融合”的成

功典范。2020 年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两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

(下文简称《意见》)，其目标之一就是把竞技人才的

培养融合到教育体系之中，而学校运动队训练的质量

和效率则是实现此目标的关键一环。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2019 年笔者有幸成为赴美大学学习的篮球教练

员团队的成员，藉此，对美国大学篮球训练实践进行

探究，以期为我国大学篮球训练实践提供借鉴。 

 

1  美国大学篮球训练实践理念 
1.1  经验训练与科学训练相结合 

个体所感知过的事物，总会在大脑中留下痕迹，

或深或浅地保留在记忆之中。这种“潜知”属于经验

知识的范畴，“潜知”越多，经验越丰富，对专项训练

的直觉判别、联想、想象形成的概率增大，从而形成

个体对训练的系统认识[4]。美国大学的篮球教练大多数

都具有较高的运动水平，有着 NCAA、NBA、甚至奥

运会比赛的经历，在多年实战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形成独特的执教理念和篮球哲学。不同于我国的

快攻、联防、盯人等常规战术分类方式和教学步骤，

美国大学的训练更偏重于战术的具体性和实效性。他

们所总结出的“SHELL”防守、“牛角”进攻、“拉链”

进攻、“UCLA”进攻等战术，经过大量的比赛实践验

证切实有效，并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在技术训练时，

教练也能够从本体对项目的认知，在细节处给予运动

员指导，使其对技术的运用简单、实用。 

经验训练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但其实效性和指导

理念也具有一定局限性。现代竞技体育和科技之间的

关系日趋紧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处理等先进科

学手段的引入是竞技训练科学化的重要标志。科技的

飞速发展，给训练实践提供了大量现代化技术和工具，

为探索训练规律、丰富训练理论创造了有利条件。教

练员运用先进的仪器设备，对运动员的竞技表现、训

练状态、恢复程度等进行实时监控，予以数据化呈现，

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更为合理的训练计划和采用更具针

对性的训练手段，从而提出更为明确的训练目标。美

国大学十分重视训练过程中监控设备的使用，他们常

用传感器系统、运动表现分析系统、生理指标监测系

统等多种智能训练监控系统对运动员的跑动速度、跑

动距离、传球次数、抢断次数、投篮热区和命中率等

多种指标进行实时统计，计算出场上不同球员搭配所

得出的不同效率值，帮助教练了解运动员技术特点，

判断潜在的进攻机会，并提供战术谋略参考，以寻求

个人技术 佳使用时机、全队 优化的阵容组合。与

系统相配套分析软件还可以将实时采集到的心率、心

率变异性、肌氧饱和度、 大摄氧量、呼吸率等多项

生理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教练组可以此判断运动员在

训练中的负荷强度和投入度，并调整训练安排、控制

训练节奏，避免训练中出现过度训练或强度不足的现

象。为了及时消除运动员在训练中积累的疲劳，保证

下一次训练的强度，美国大学还使用了水下跑步机、

冰浴加压体能快速恢复系统、脉冲恢复系统和反重力

跑步机等多种高科技手段来帮助运动员加速机体恢

复，保持竞技状态。 

不仅对运动员的训练监控需要数据化，对训练的

目标也有同样要求。训练中，美国大学教练组常将多

项技战术训练予以量化，向运动员制定具体、明确的

达成目标，增强场上技战术执行效果。如：(1)强调一

场比赛传球达 300 次以上会获得较高的胜率，以此来

要求运动员在练习和训练赛中尽量多传球。阵地战中

大量的传导球，能够较易拉开对手的防守阵型，而这

种理念正与 NBA 的大数据研究结果相一致[5]。(2)强调

每场比赛中，如果能迫使对手出现 3 组以上无效进攻

(连续 3 次进攻均不得分作为一组)的情况，将会提高

本场比赛的胜率，以此要求运动员在防守时提升专注

程度，给进攻球员带来持续性压力。 

在现代运动训练实践中，经验训练固然是基础、

很重要，但仅靠吃苦耐劳的手工作坊式方法难以提高

训练的层次，必须与科学训练相结合方能提高竞技体

育整体训练水平，这已成为体育界的共识[6]。美国大学

篮球教练员能在训练中运用先进的科技设备，结合自

身丰富执教经验，将量化分析与质性认识予以整合，

大幅提升了训练的质量和效率。 

1.2  有序训练与无序训练相结合 

有序训练是根据训练的目的、任务和技战术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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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训练的内容、顺序、要求及移动轨迹等要素作

出相应的规定[7]。这种规定能够使运动员较快地掌握技

术动作，形成正确的动力定型；有效地增加训练的密

度，使运动员在较短的时间里熟练技术和战术；提高

单个技术动作的结合水平，提升技战术结合能力；根

据技战术的要求，纠正错误动作，改善薄弱环节。但

是有序训练帮助和替代了运动员进行决策，易使其产

生依赖感，这将直接影响了运动员自主思维决策能力

的培养，因此必须要与无序训练相结合。 

无序训练则是在规定了训练内容、提出了训练要

求后，对运动员在练习中的具体行为和实施不过于约

束，以培养他们的决策能力和创造能力[8]，这也是美国

大学篮球与我国大学篮球在训练理念中的 大区别。

篮球是同场对抗项目，它不单是运球、突破、投篮等

众多技术动作的简单叠加，而更是队友、时间、空间

以及对手等多元素的复杂组合。在这些难以控制因素

的相互作用中，篮球比赛呈现出复杂多变、跌宕起伏

的特征。运动员在面对不可预知的变化中，需要在很

短的时间里做出正确决策。如果仅对运动员进行有序

训练，而忽略运动员具有能动性的思维能力培养，运

动员的决策和应变能力将无法提升，比赛中遇到复杂

困难的局面就难以应对。通过对美国 4 所高校的观摩，

并结合对多位教练的访谈，收获认识：美国大学篮球

训练中，教练注重以运动员为训练主体，调动和引导

运动员自己学会思考，动脑打球，而这一点在无对抗

状态下的战术演练中体现的更为突出。在 3、4 和 5

人的无对抗进攻战术演练中，运动员首先按战术需求

落位并发动，教练要求持球运动员根据自己所想象的

比赛中的不同状况，而去选择突破、传球、投篮或是

寻求掩护，非持球运动员则要根据持球人的决策而主

动的掩护、切入、下顺或拉开空间等，选择合理的配

合。不同运动员组成的练习小组，由于各自的技术特

点不同，运用选择就不同，每次战术跑动的轨迹也不

同；即便是由相同运动员组成的练习小组，运动员的

决策不断发生变化，也导致有 10 次战术演练就有 10

次不同的变化。犹他大学男篮主教练 Krystkowiak 访谈

中提到，在战术练习中，教练员会不断要求运动员增

加传球和跑动的次数。这样战术的变化会呈几何倍数

增加，不仅提升了练习的难度，培养运动员的主动思

维能力和创造力，还可形成连续性进攻，增加进攻的

不可预测性[9]。 

现代篮球比赛的节奏越来越快。里约奥运会中，

每场比赛的节奏值接近 80，即在 40 min 的比赛中双方

完成一次攻守回合仅需 30 s 左右，那么每场比赛运动

员们就需对 80 个 30 s 内的众多变化进行快速观察、

判断、分析，其临场应变比教练的程序化指令更为重

要[10]，这就要求运动员的思维和决策也必须加快。目

前通过很多研究表明，由于高水平篮球运动员的大脑

具有较好的收集比赛信息和分析、处理能力，所以其

有更为快速和准确的决策能力。而通过无序训练正能

够增强运动员的快速分析、高效处理信息能力，使得

运动员善于思考，临场应变更加机动、灵活，使训练

符合比赛的需要。 

无序训练和有序训练的结合在其他我国优势运动

项目的训练中也已有多年实践，对运动员的判断能力

及临场技战术的发挥具有较好的效果[10]。两种训练方

法的合理安排符合循序渐进的科学原则，符合事物从

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规律[7]。 

1.3  以实战为出发点 

繁多的赛事和参赛成绩的极值化，决定了训练必

须从实战需要出发。美国大学篮球训练更是突出了这

一理念，他们认为所有的技战术都要运用于比赛、贴

合于实战，强调训练和比赛的一致性。在训练中模拟

不同的比赛情景，有助于培养运动员快速思考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美国知名教练约翰•伍登认为，投篮训练

时没有与比赛中的投篮情景相联系，或是不在比赛条

件下去练习某一技术，或是战术的练习与比赛实际不

符，那么这些练习将没有任何意义[11]。温特强调不能

为了训练而训练，要在训练中模拟不同比赛的情景[12]。

实际训练中，以实战为出发点反映在训练观念上，更

体现在每个具体联系的细节上。在赛季前训练阶段，

美国大学球队以技术训练为主，训练均在有对抗或模

拟比赛的情况下完成。如：运动员在进行运球上篮练

习时，会有助理教练手持干扰棒不断击打其躯干和手

臂；投篮练习时，会要求运动员在跑动状态下接球急

停，快速完成上步投篮动作；罚球练习时，要求喂球

人站在底线处，模拟裁判递交球；有球对抗练习时，

要求防守队员全力防守、不留余力。进入赛季后，球

队在赛前多用情景训练法。教练组会通过剪辑的视频、

数据统计网站等多种渠道提前搜集到下一场对手的信

息，其中包括：对方的常规战术、擅长投篮区域、重

点球员以及其技术特点等要素，根据这些信息制定和

调整训练方案。并在对抗练习中，要求陪练人员模拟

对手， 大限度地还原对手的战术打法和球员技术特

点，让训练回归比赛的真实场景，使训练更有针对性、

更加高效，运动员的技战术运用也更加合理，比赛能

力得以大幅提升。 

 

2  美国大学篮球训练实践特征 
2.1  热身训练个性化 



 
第 5 期 周亚辉，等：美国大学篮球训练实践探究：理念、特征与启示 135  

 

美国大学篮球运动员的热身并非集体统一进行，

而是教练员按球员场上的位置和技术特点有针对性地

将全队运动员分为 2~3 人的小组，每组由助理教练分

别带领进行热身。各组热身的方式也不相同，有的小

组是从较为传统的静力性拉伸开始，有的小组从跳绳

开始，有的内线小组则一上来就进行低强度的运球投

篮或篮下接球投篮的脚步练习。犹他大学男篮体能教

练 Stephenson 在访谈中解释道：“这种不对运动员进行

过多干预的热身理念除了对运动员更加具有针对性

外，也为运动员个性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充足空间。”此

外，美国大学篮球训练还有另一种热身方式，就是在

技战术训练前先进行 40~60 min 中等强度的核心力量

训练，再进行技战术训练。核心力量练习一般会选取

6~8 个动作，每个动作 3~5 组，负荷重量逐组增加。

这种热身方式可以充分激活运动员的中枢神经系统，

提高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等身体机能水平，身体可

以接受更大强度的刺激。已有多位国内学者通过实验

表明，将动态核心力量练习安排在训练之前进行，运

动员的有氧耐力、冲刺能力和爆发力等多项身体素质

都会得到显著提升，有效地提高训练效率[13-14]。 

2.2  训练突出实效性 

竞技运动训练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训练的各

种方法手段的运用存在着许多变数，不是练的越多越

全效果就越好，而要根据运动员的特点和技战术要求，

进行针对性训练。美国大学的篮球训练更重实践，突

出重点[15]。教练组会根据本队球员的能力和特点，采

用多种方法和手段侧重解决技、战术中的 1~2 个关键

问题，化繁为简、强调要点，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6]。

如：犹他男篮在快攻训练中，教练要求重点解决球队

抢后场篮板球发起快攻、发底线球快攻两种情况，以

及快攻中的一传、上篮的终结能力两个方面的问题，

并通过单项无对抗练习—单项加对抗练习—对抗赛的

训练顺序对相关技术予以逐步强化。春田学院男篮在

赛季中的力量训练中更注重负荷的“有效次数”，比如

运动员以 85%的 1 RM(Repetition Maximum 的简称，即

重复的 大数量)可以做 6 RM(即做 6 次达到力竭)，但

只能在前 4 次保持动作向心阶段的全程加速，那么本

组练习就仅要求做 4 次，以保证练习的效果，并防止

过度的肌肉延迟性酸痛。再譬如：国内很多高水平篮

球队都将 3 200 m 跑作为常规体能训练手段[17]，但美国

大学男篮体能训练时却几乎不采用此种方法。犹他男

篮助理教练 Hill 在访谈中解释道：“我们曾在体能训

练中令运动员进行两英里(即 3 200 m)跑，但通过收集

的数据表明其并没有令运动员的比赛体能有显著提

高，因此我们将这项训练予以取消”。 

2.3  训练手段多、变换快、间歇短 

表 1 是笔者所记录的一次犹他大学男篮两小时左

右的训练(训练从 13：00 开始)，从热身到个人技术，

再从多人战术到对抗训练，练习手段多达 20 种左右，

每种练习仅维持在 3~5 min，马上进入下一项练习，变

换十分迅速。美国大学篮球训练中常连续运用这种以

不同的练习来强化运动员同一技术的方法和手段，以

不停地刺激运动员的大脑和机体，减少运动员训练中

出现的枯燥与疲劳，提高运动员的兴奋性，提升训练

质量。通过对多所大学训练观摩的总结发现：美国大

学球队某项练习完成后，均会以跑步的形式立刻转换

队形，迅速衔接下一个练习，练习之间的间歇十分短

暂。这种使机体在不完全恢复状态下就进行下一项练

习的方法类似于间歇训练法，它可使机体各方面机能

产生与篮球运动相匹配的适应性，以此提高运动员乳

酸能系统、有氧代谢系统和多种混合代谢系统的供能

能力，有利于运动员在激励的对抗和复杂困难的比赛

环境中稳定和巩固技术动作。 

 

表 1  犹他大学男篮训练流程 

阶段 内容 

准备活动
13:00 静力性拉伸 
13:05 热身：慢跑、跳绳、脚步 

个人技术

13:20 外线运球练习，内线接球篮下脚步练习
13:25 外线接球持球突破，内线无对抗掩护投篮
13:30 外线接球投篮，内线接球转身投篮 
13:35 外线抗阻力运球，内线空切扣篮 

多人战术

13:41 全队绕 8 字上篮 
13:45 三线快攻练习 
13:51 五角星传接球 
13:54 全场滑步练习 
13:57 半场下滑步练习 
14:00 三人强弱侧补防练习 

对抗训练

14:12  4 对 4“shell”攻防对抗 
14:28 红白两队，5 对 5 全场攻防对抗 1 
14:45 罚篮练习做调整 
14:56 红白两队，5 对 5 全场攻防对抗 2 
15:18 教练集中讲解，拉伸、结束 

 

2.4  严格时空管理 

时间和空间是现代篮球争夺的焦点，随着篮球规

则的演变，篮球竞赛中对时空的限定越来越多。对篮

球运动员的时空感进行培养，将有助于其在瞬息万变

的篮球比赛中迅速和准确地完成行动前的观察、感觉、

思维和决策，从而占据有利时间和空间进行决断。美

国大学在每次篮球训练中对时空进行科学的管理和严

格的要求。如：在训练中会开启总计时器、30 s 计时

器(美国大学比赛每次进攻限时 30 s)和计分装置，大到

每个训练模块的时间安排，小到每次练习要求的完成

时间，都有显示和限定，以培养运动员对时间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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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配。破掩护战术时，掩护人的防守者会主动侧身

上前与队友一同包夹持球球员，逼其远离进攻区域，

再退回原防守者处。全场对抗中，教练多要求采用全

场紧逼和区域盯人相结合的防守战术，力争压缩进攻

者的空间和时间，打乱对方部署。这些防守战术的运

用，同时可对进攻球员时间掌控能力和空间观察能力

予以培养，攻防两端均得到锻炼。 

2.5  评价指标精细化 

建立数据指标对运动员在竞技中的运动表现进行

统计和分析，将有助于教练对运动员做出更全面、更

客观的评价与预测。而评价指标越加细化，越能将训

练和比赛中错综复杂的综合情况予以精准划分归类，

对于训练实践更具指导意义。美国大学篮球所运用的

评价指标十分精细，如：在防守统计中，不同于传统

的篮板球、失误、犯规、失分等指标，其所采用评价

指标包括由攻转守时的防守、被突破、防守被掩护、

防守投篮、协防位置、内线防守、篮板球卡位、盯球

漏人、防守姿势和违背赛前计划共 10 项。与传统指标

相比，这些精细化的评价指标能够更细致、更深层地

评价球员在训练和比赛实践中的表现。曾任 NBA 新泽

西网队和密尔沃基雄鹿队的录像分析师，现任犹他男

篮录像分析师的 Scott 在访谈中说道，目前在犹他爵士

队、新泽西网队和密尔沃基雄鹿队等多支 NBA 球队都

在使用此种细化的数据评价体系，以全面地展现出每

名球员在场上的价值。 

 

3  对我国大学篮球训练实践的启示 
3.1  由表及里，挖掘训练理念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篮球通过“请进来、走出去”

的途径，从美国篮球学到了许多先进的训练方法和手

段，但竞技水平却提升缓慢。一些专家指出，我国一

些竞技体育项目长期落后的根源不是训练方法和手段

的问题，而是训练理念的问题[18]。他们认为方法和手

段是训练的表征，理念才是训练的核心，是我们更需

归纳和总结的重点。很多教练员没有充分理解训练示

例的内涵和本质，依然采用主要依靠经验和借鉴其他

项目的传统训练模式[19]。所以，即便我们掌握了更多

的方法和手段，但训练的质量和效率仍然停滞不前。

因此，我国大学教练员不仅要从欧美等篮球先进国家

学习训练的具体方法和手段，更要深入挖掘其训练实

践的理念和特征，加强内在训练规律和原则的认识与

探讨，将理念融入具体的训练方式、方法之中，并以

实战的强度和标准对训练予以量化，从而形成一套有

序、高效的训练模式，以提高训练的质量和效率，提

升运动员自身竞技能力。 

3.2  融会贯通，重视无序训练 

美国大学篮球训练以运动员为主体，更加注重其

自身对比赛的理解，并通过想象训练法和主动训练法

不断增加训练变量以提高练习的难度，运动员学会在

比赛中思考和决策。而我国大学篮球训练中，则常以

教练员为主体，偏重有序训练，运动员对教练的指令

言听计从、按部就班，缺乏对比赛场上形势的判断和

独立思考与创造能力。今后，我国大学篮球训练应重

视以运动员为主体的无序训练，在技战术演练中设定

多种不同的比赛场景令运动员做出思考与选择，加强

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和判断决策能力的培养，增强阅

读比赛能力，并与有序训练相互促进、相互融合。训

练中出现问题时，避免教练员直接处理，而是要对运

动员进行一定引导，鼓励独立思索和解决，以激发竞

技过程中的创造性。 

3.3  与时俱进，倡导科学训练 

现代高科技技术与设备对运动训练领域全面、深

入的渗透和介入已经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主要趋势。

美国大学篮球训练广泛借助先进的科技设备对训练过

程进行监控，借此优化训练方案、调整运动员训练负

荷，使训练更加科学、训练质量更高。随着我国对校

园篮球投入的力度越来越大，资金也越来越充足。2018

年阿里体育对 CUBA 投入高达 10 亿元，强有力的经

济支撑使得我国大学篮球训练中增添科技的成份成为

可能[20]。需逐渐将穿戴设备、虚拟仿真以及大数据分

析等科学技术引入到训练实践之中，部分有条件的大

学则可与医院开展合作，利用医院先进仪器设备对运

动员进行康复理疗，使运动员的培养更加科学化、经

济化、系统化，也使运动员的潜能得到充分挖掘，不

断突破自我。 

3.4  去粗存精，注重训练实效 

篮球运动技战术体系丰富，练习方式方法众多。

训练如果想面面俱到，势必难以细化并耗费大量时间，

事倍功半。美国大学著名教练老 K(沙舍夫斯基)曾评价

约翰•伍登的执教理念，就是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但

当前我国许多大学球队却盲目地追求负荷的累积效

应，不仅训练毫无效率可言又导致了运动员的伤病大

量出现，过早消磨了对篮球的热情，给生理、心理带

来一定的危害。因此，我国教练员要加强对篮球技战

术中 重要本质属性的体察，并根据自己运动员的实

际情况和特点，有针对、有侧重地选择重点训练内容

和适宜训练方法，以期事半功倍，提升训练的质量和

效率。 

3.5  精益求精，重细节抓衔接 

美国大学教练员更加注重训练过程中细节的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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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他们对每组训练完成时间进行精准限定，对运、

传、投等基础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要求精细，使运动

员领会每一个处理球的细节和时机，提升效率[21]。训

练中，教练还充分把握各组练习之间的衔接，严格控

制休息时间，以增加训练强度。注重训练细节是现代

篮球优秀教练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执教能力，我国的

教练也想去抓训练细节，但却往往不知从何下手，缺

乏细的办法[22]。美国大学的训练细化方式正给我们提

供了较好的借鉴，为我国大学教练树立了学习的方向

和追寻的目标。抠技术、控时机、重细节、抓衔接，

对训练方案耐心琢磨、精心设计，应是今后我国大学

篮球教练员深化训练改革，提升训练质量的有效途径。 

 

纵观欧美等篮球强国，“体教融合”均是其竞技篮

球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之一，而这一路径在我国却迟

迟未能完全打通。究其原因是我国大学篮球训练的质

量和效率与之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这一差距，不仅

体现在教练员的训练手段和方法上，更体现在对篮球

运动本质的认识和训练过程中对细节的把控。历经 30

余年的“体教结合”模式并未造就出大批量的高素质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意见》的发布提出了更高层次的

“体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同时也对教育系统运动

队训练的质量和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我国大

学篮球教练员的学习，不能只停留在对美国训练形式

的外在模仿，更应总结其训练理念、掌握其训练特征，

从而深化对篮球项目致胜规律的认识，提高训练质量

和效率，提升运动员竞技表现，推进我国竞技篮球人

才培养“体教融合”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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