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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篮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是我国竞技篮球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捷径。在通过对我国篮球竞技后备

人才的体能状况、基本技术等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在培养体制、体能训练及基本技术等方面提出我国篮球

竞技后备人才培养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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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篮球运动水平的飞速发展及国内篮球运动改

革进程的不断深化，中国篮球运动市场也表现出红红火火的

强劲势头，无论是代表中国篮球最高水平的 CBA，还是刚刚

起步的 CUBA 到处都蕴藏着中国篮球运动的希望。但纵观

近几年中国男、女篮的竞技水平状况却不尽人意，男篮在

2000 年悉尼奥运会上与世界前八强失之交臂。女篮从 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亚军、1994 年澳大利亚世界女篮锦标赛

第 2 名败落到未能取得 2000 年奥运会入场券，原因何在？

体能，技、战术等固然是影响因素。然而，当冷静地审视一下

中国篮球的现状时，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就

是中国篮球后备人才的严重匮乏，尤其是女篮后备人才更让

人担忧。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明确我国篮球

竞技后备人才现状，解决篮球后备人才的断档问题，通过调

整和改变现行管理和训练体制来解决中国篮球竞技后备人

才在培养、输送、梯队建设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是当前亟待

研究的重要课题。

现在世界各国都已认识到搞好篮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

是保持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捷径。专家们普遍认为美国

职业篮球在世界上保持其霸主地位且常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在于其国家拥有雄厚的篮球后备人才资源。长期以来，我国

篮球包括国家队、国家青年队和少年队在国家体育总局的直

接计划、安排下，每年都集中优秀运动员进行集训，并以此来

培养和发现优秀的篮球后备人才，达到组建国家队、国家青

年队、国家少年队的目的。因此，对于我国篮球竞技后备人

才现状调查，有利于建立篮球后备人才数据库，有利于开发

快速、准确的计算机评价系统，有利于制定我国青年篮球运

动员体能和基本技术评价量表，有利于科研人员对我国篮球

后备人才进行跟踪研究，有利于探索我国优秀篮球运动员成

第 9 卷 第 5 期

2 0 0 2 年 9 月

体 育 学 刊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 . 9No . 5
Sep . 2 0 0 2



才规律，有利于教练员、运动员对体能和基本技术进行检查、

评定和验证，提高训练效果。通过对我国篮球竞技后备人才

现状调查，探讨我国篮球竞技后备人才培养对策是本课题研

究的目的。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包括下列篮球运动员：

（1）参加 1998 年全国青年男子篮球联赛前 8 名的队及

1998年底组建的国家青年集训队运动员，118 名；（2）参加

1999 年全国青年男子篮球联赛，经专家组选拔的运动员 37
名；（3）参加 2000 年全国青年男子篮球联赛，经专家组选拔

的运动员 44 名；（4）参加 1999 年全国青年女子篮球联赛，经

专家组选拔的运动员 28 名；（5）参加 2000 年全国青年女子

篮球联赛，经专家组选拔的运动员 31 名。

1 结果与分析

运用测试法、专家技评法、文献资料法和数理统计法，调

查内容包括 10 项，其中身体素质 6 项（耐力、腰腹肌力量、下

肢力量、速度灵敏、弹跳、速度耐力）；基本技术 4 项（防守移

动、运球、突破、投篮）的测试，并把部分测试结果与有关标准

相对比。

1 .1 年龄与参加专业训练年限

本次调查男运动员平均年龄 16. 55 岁，最大 22 岁，最小

13 岁；平均身高 1.97 m，最高 2.12 m，最低 1.76 m；平均接受

专业训练 2 年 5 个月，最长 7 年 11 个月，最短 3 个月。女运

动员平均年龄 15.51 岁，最大的 18 岁，最小的 12 岁，平均身

高 1.83 m，最高 1. 95 m，最低 1. 71 m；平均接受专业训练 2
年，最长 5 年 7 个月，最短的 6 个月。根据人体生长发育规

律，本次调查男运动员正处于少年期 14 人，青年初期 116
人、青年中期 35 人和青年晚期 1 人。女运动员正处于少年

期 13 人，青年初期 37 人、青年中期 35 人。男、女运动员身

体发育绝大部分尚未达到完全成熟阶段，身高、体重、肌肉力

量等各方面仍有发展潜力。

1 .2 身高

男运动员平均身高比第 20 届亚锦赛队高 0. 053 m（P <
0.05）；比 1999 ～ 2000 年 CBA 队低 0. 034 m（ P > 0. 05）；比

1999 ～ 2000 年 NBA 队低 0. 065 m（P < 0. 01）；女运动员身高

情况，经对比得出平均身高比 1999 年国青队高出 0.012 m（P
> 0.05），比 1999 年 CBA 1 ～ 8 名队高出 0. 008 m（P > 0. 05）；

对比均无显著性差异。

调查显示：男、女运动员在身高方面已经具备亚洲乃至

世界强队的条件，如果结合年龄看身高，调查对象尚有很大

发展潜力，就目前情况看，其平均身高在亚洲诸强队中已处

于明显优势。但在男子 2.00 m 以上、女子 1. 90 m 以上身高

段比例和 CBA 队，特别是男运动员与 NBA 队比较尚有很大

差距，尤其是 2.10 m 以上占全队比例和 NBA 队的差距更大。

因此，注重选拔特高身材运动员仍是今后选材工作的重点。

1 .3 身体素质

（1）耐力（3 200 m 跑）和速度耐力（折返跑）与篮管中心

及格标准对比。

3 200 m 测试结果：男运动员 2.00 m 以上和 2.00 m 以下

平均成绩均在篮管中心规定标准以内，且与标准对比呈显著

性差异。女运动员 1. 90 m 以上平均成绩虽在标准以内，但

与标准对比无显著性差异，1. 90 m 以下运动员平均成绩在

标准以内呈显著性差异。

折返跑测试结果：男运动员 2. 10 m 以上和 2. 10 m 以下

平均成绩与篮管中心规定标准对比呈显著性差异。女运动

员 1.90 m 以上和 1.90 m 以下平均成绩与标准对比无显著性

差异。

根据我们现场观察和了解，造成有些运动员变距折返跑

成绩不理想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脚步动作不规范，主要表现在脚掌用力部位错误，急

停与转身动作概念不清；

2）腿部力量不够，尤其是踝关节力量较差，导致爆发力

不够，起动速度较慢；

3）在以往长期训练中，忽视一般身体训练，训练场地局

限于篮球场，运动员活动范围小；

4）训练手段局限于与球结合的练习，缺乏辅助练习手

段；

5）教练员对篮球运动科学化训练认识不足，错过了运动

员速度素质发展的“敏感期”。

（2）下肢力量（立定三级跳远）、速度灵敏（半场三角跑）、

腰腹力量（1 min 曲腿仰卧起坐）和弹跳（单双脚起跳摸高）情

况。

现代篮球运动对于高大运动员的速度、灵敏素质和身体

协调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使高度建立在“速度”的基础上并向

“快速、灵活、准确”的方向发展。高度与速度、灵活性的协调

统一，将使高大运动员在比赛中不仅具有制高点的优势，更

具备控制更大面积的高超能力，从而达到高度与速度的完美

结合。通过本次调查显示虽然运动员身体素质整体情况较

好，但其水平参差不齐，如仰卧起坐女运动员外线每分钟最

多 68 次，最少 36 次；男运动员外线最多 69 次，最少 37 次，均

相差 32 次。立定三级跳远女运动员外线最远 7. 60 m，最近

5. 98 m，相差 1.62 m。三角跑男运动员内线最快 9.13 s，最慢

11.25 s，相差 2. 12 s。单脚弹跳男运动员外线最高 103 cm，

最低 63 cm，相差 40 cm。双脚弹跳女运动员外线最高 69 cm，

最低 43 cm，相差 26 cm。因此，根据每个运动员薄弱环节，进

行针对性训练很有必要。

1 .4 基本技术

这次调查，首先感觉到调查对象的篮球基本技术，包括

防守移动（梯形滑步）、运球（菱形运球上篮）、突破（接球突

破）和投篮（接球投篮）等情况掌握程度参差不齐。这种基本

技术水平发展不均衡的原因与参加专业训练时间有着直接

关系。专业训练时间短的运动员缺乏对篮球基本技术的系

统训练。如有的运动员投篮动作好，命中率高，但是做“菱

形”变向运球时，存在着身体重心过高、控制球能力差、技术

动作不稳定等现象。其次是有些年龄小、身高条件非常好的

运动员篮球运动技术基础却很差，如滑步时重心过高、并步，

以及攻击步和后撤步动作不到位，投篮动作不规范等，致使

完成技术动作效果相差悬殊。如男运动员“梯形”滑步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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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 14.50 s，最慢 18.95 s，相差 4.45 s。“菱形”运球上篮最

快 19.85 s，最慢 31.22 s，相差 11.37 s。女运动员“菱形”运球

上篮内线最快 22.64 s，最慢 30.80 s，相差 8. 16 s。外线突破

最快 16.06 s，最慢 28.28 s，相差 2. 22 s。究其原因主要是因

为有些身高条件好的运动员在青春发育期时，骨骼增长迅

速，肌肉的发展又落后于骨骼的生长，形成比其他同龄运动

员力量素质差。而一些基层队教练员过于对这类运动员追

求急功近利，使他（她）们过早地参加激烈的对抗比赛，形成

错误动力定型。或者过早地确定位置，使掌握基本技术单一

化，影响其向更高层次发展。

2 我国篮球后备人才的培养对策

2 .1 完善篮球后备人才培养体制

我国篮球后备人才培养体制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形成

的。即以当时的体委负责下的体育运动学校、业余体校为基

层单位来培养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青少年运动员，并完成

向上一级机构输送人才的任务。不可否认，在这种培养体制

下，我国的篮球运动逐步发展，水平迅速提高，培育了一大批

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使我国篮球运动实现了冲出亚洲走向世

界的目标。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

改革开放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对原有的培养体制带来

很大的冲击，篮球项目未能及时转变培养体制和机制，造成

目前我国篮球运动员资格混乱，省市级专业队和高校高水平

运动队争夺运动员，高校高水平篮球队实质上多数是一些退

役或没有发展前途被淘汰的专业队运动员等种种不合理现

象。而与我国情况相对应的是美国 2 亿多人口中篮球人口

占百分之一，其主要是靠中学和大学培养篮球运动员，中学

是优秀篮球运动员培养的第一阶段，约有 60 万中学生篮球

运动员，大学是第二阶段，在 3 000 多所大学中篮球运动员

有 20 万人之多。NBA 联赛代表着美国篮球运动的最高水

平，塔基型输送篮球后备人才渠道支撑着美国职业篮球处于

长盛不衰、蓬勃发展的局面。借鉴国外经验要理顺我国篮球

后备人才培养体制，首先要由过去单一的国家培养体制，变

为由国家（体育和教育两大系统）、社会共同培养的多渠道、

多形式的培养体制。既要根据篮球运动特点，又要遵循人才

成长规律，有计划的进行长期培养。要增加官办和私办的篮

球学校、篮球俱乐部，逐步形成篮球人才群、人才链、人才梯

队。

2 .2 扩大青少年篮球人口

在世界竞技体育的竞争中，谁拥有雄厚的、高质量的竞

技后备人才，谁就能称霸于世界竞技体坛，这已是不争的事

实。我国近几年受“奥运战略”和“全运会金牌战略”的影响，

为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重点扶持自己的优势项

目，一些省、市将投入多、产出少、效益低的集体项目砍掉，篮

球就是被砍掉的项目之一。然而，世界篮球运动自从 1891
年诞生之日起就以其特有的魅力深受人们喜爱，篮球比赛更

以其激烈性、精彩性、技巧性、多变性和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

吸引着亿万球迷。在我国也不例外，曾经一度被誉为“第一

大球”（参与训练和比赛人数最多、观众人数最多）。自从

1995 年 6 月国家“全民健身计划”开展以来，“小篮板”工程的

实施，在全国掀起了 3 人制篮球比赛的高潮。由此说明篮球

运动在我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如果能够给以政策引导和

财力支持，那么篮球人才匮乏、后备力量不足的局面会迅速

得到扭转。

（1）走学、训结合的道路，建立以中国篮球协会篮球学

校、体育运动学校为龙头，重点布局单位、业余体校为重点，

传统项目学校为基础的一条龙训练体制，培养篮球运动骨干

和较高水平的篮球后备人才。

（2）体育、教育系统相结合，建立以大学为龙头、中学为

重点、小学为基础的新型人才培养体系。

（3）鼓励社会兴办篮球学校或俱乐部，拓宽培养篮球人

才的渠道。

（4）利用节假日和学生业余时间举办多种形式的篮球训

练班、夏令营等。

（5）建立合理的青少年竞赛制度，举办丰富多彩的篮球

比赛，并吸引社会、企业和个人资金对比赛的资助。

（6）完善教练员岗位培训制度，提高教练员训练水平。

2 .3 重视运动员体能训练

现代篮球运动比赛速度越来越快，身体接触频繁，对抗

性愈演愈烈，对身体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没有良好的力

量和速度耐力，就不能保证在激烈的攻、守对抗中稳定地发

挥技术水平。缺乏速度、弹跳和协调性的运动员也不能在贴

身攻防中争取到时间和空间的优势。具体培养措施是：

（1）努力提高教练员、运动员对体能训练重要性的认识。

（2）加强对体能训练科学方法的研究，采用多种形式提

高教练员体能训练的科学化水平。

（3）在各级各类比赛中，要求有条件的队配置专职体能

教练，并逐渐推广，作为制度规定下来。

（4）继续严格执行比赛前的体能测试，把测试成绩以不

同比例计入比赛总分，必要时适当增加测试内容。

（5）注重运动员敏感期的体能训练，以取得事半功倍的

效果。

（6）结合遗传因素进行体能训练，可以使训练更具有针

对性。

（7）进行全面、系统地体能训练，有利于运动员各项身体

素质得到均衡发展和相互促进。

2 .4 强化篮球基本技术

目前，我国教练员在进行青少年基本技术训练过程中，

存在着不重视基本技术训练，对运动员技术动作规范性要求

不够严格等问题，致使运动员掌握的基本技术不够全面、准

确，一些技术“花”而不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教练员从思

想上对防守基本技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运动员防守动作

不正确，犯规多，一旦进攻受阻就会在很短时间内被对方打

垮。因此，我们认为在青少年篮球运动员的基本技术训练中

要注意以下几点：

（1）加大对青少年篮球运动员苦练篮球技术基本功重要

性的认识。鉴于本次现状调查有的运动员条件虽不错，但普

遍存在着训练水平不高，基本功和基本技术粗糙，不全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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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动作不规范，且加上运动员年龄跨度大，水平参差不齐

等问题，在今后青少年各级各类篮球比赛中应该采取更加严

格的措施和鼓励政策，调动运动员苦练基本功的积极性。

（2）提高运动员掌握基本技术动作质量。在训练中，教

练员要对基本技术动作常抓不懈，特别是在青少年初期训练

阶段，其技术动作还处于从分化向动力定型转化的过程。因

此，教练员要认真观察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发现问题要早提

醒、早纠正，并不断强化，不要形成错误动作以后再去纠正。

同时，在训练中要对运动员讲明每个技术动作的用途，使运

动员在掌握动作的同时，了解动作用法，做到学用结合。

（3）增加运动员掌握组合技术数量。在比赛中，技术动

作的运用具有多个动作综合运用的特点。根据这个特点，教

练员在训练中要有意识地进行组合技术的训练，使运动员技

术动作的变化，建立在灵活运用之上，为在攻守对抗情况下

灵活运用技术打好基础。

（4）提高运动员在对抗中运用技术的能力。所有技术的

训练，最终都是要在比赛中去加以灵活运用。所以平时训练

时，在掌握基本技术以后，就要加强基本技术在对抗中的运

用，使运动员学会克服对手的阻扰和制约，达到及时、准确、

合理地运用技术。这样才能在比赛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

能加以克服。

（5）要重视防守基本功训练。防守技术的训练是所有基

本技术训练中最乏味、最枯燥、最易疲劳的项目之一。特别

是在青少年训练中，运动员多愿意追求有趣的训练，对防守

训练不易产生兴趣。因此，需要教练员在训练中除了向运动

员耐心讲授防守训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外，并在训练中一

丝不苟，用非常严格的标准要求运动员，才能打下扎实的防

守基本功，为其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6）避免运动员场上位置职责过早专门化。运动员场上

位置职责专门化的目的，是要充分利用每个运动员的身体条

件、技术特长，发挥每个运动员的智慧和能力，有效地组合集

体力量，更好地完成各种攻守任务。任何追求短期效应、只

顾眼前利益、凭借主观印象，使青少年场上位置职责过早专

门化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这样往往会阻碍一个天才运动员

成功发展。

通过对中国篮球竞技后备人才现状调查与培养对策问

题的研究，我们认为必须在政府体育职能部门的宏观调控和

指导下，解决好调查研究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同时随着体

育社会化、商业化、职业化程度的提高，篮球市场的不断发

展，在扩大篮球人口的同时，不仅提高篮球后备人才的技术

水平和训练质量，而且大力培育和开发篮球后备人才市场，

建立篮球后备人才转会条例，确保篮球后备人才市场管理的

规范化和法制化，为运动员进入职业市场奠定基础。由此而

论，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篮球后备人才市场的进

一步开发，我国篮球事业一定会出现一个人才辈出、欣欣向

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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