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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足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深受广大青少年的喜爱。在大力倡导校园足球

的背景下，制定适合高中青少年足球爱好者的校本课程。校园足球项目运动

具有健身性，能强健学生的体魄；具有趣味性，能吸引学生的参与；具有竞

争性，能锻炼学生的意志；具有创造性，能开拓学生的思维；具有团队性，

能培养学生的交往。足球运的的特性决定了足球运动对人的身体、技能、心

理、社交四个方面会产生积极影响，而这四个方面也是在高中阶段学生综合

素质发展的必要方面。 

校本教材目标 

通过对足球技术的学习，以及在情境中的运用，达到足球基本技能的形

成，培养足球运动的文化意识和思维意识。具体目标而言，1.认知方面：了

解足球运动的基本规则；懂得足球运动中的安全重要性；知道足球运动的基

本技术。2.技能方面：提高直线、折线、变向、变速运球的能力；提高多个

脚的部位踢球的能力；根据来球的不同，做出不同部位接球的能力；结合情

境能快速、合理利用多种技术的能力。3.情意方面：能提高自己在高强度竞

争（竞赛）中的抗压能力；能在团队中发挥自己的能力，敢于对抗和展示，

为团队争胜；能与同伴相互协作、相互鼓励，发挥团队的优势；懂得足球运

动礼节，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参与足球运动中的每一个人。 

校本课程使用要求 

本校本课程针对对象为普通高中生，因为是选项教学，他们或多或少有

一点点足球基础，抑或说他们愿意参与到足球学习之中。高中生在身体上已

趋向成人，力量素质和心理素质都以基本具备，因此，内容上要更加结合实

战的情境。但针对一些年级稍小，但技术能力较强的学生也可采用。 

本校本课程呈现的形式是用课堂教学，给出课堂中主要的学练内容。其

形式借鉴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汪晓赞、刘桦楠主编的 2016 年 1 月第 2

版《小学足球教学（修订版）》的五步教学步骤。第一步，整理区（模仿更



 

衣室的布局，建立足球运动的文化意识）；第二步，针对主题的热身练习；

第三步，无对抗下的本课主题技术练习；第四步，结合情境（有对抗、有压

力下）的本课主题技能练习；第五步，回到整理区的放松、小结（做到有始

有终）。教学中建立“整理区”，课的开始和结束都在此“整理区”中，对

于提出要求、放松、尤其是每次课后的点评及课中足球文化的表现等具有重

要意义。也借鉴了人民邮电出版社【日】柏太阳神足球俱乐部主编的《当上

首发，赢得比赛！少年足球必胜圣经》一书对技术细节的讲述。另外，足球

运动学习中的力量练习重要的，但鉴于时间的有限，力量练习作为课后作业

让学生进行自主练习；包括在课堂中学习的内容，也是要在之后进行巩固和

提升的。此校本的力量练习内容借鉴Michael Boyle【美】编著的《头运动中

的功能性训练（第 2版）》，引用了部分内容作为课后力量教学内容。 

本校本教材一课为一节 45 分钟的课时，每一个课时重点针对一个教学

主题进行安排。这里的安排是一节课中的主要核心内容，在实践中也可根据

需要对内容进行调整——加入或减少内容，甚至改变练习的形式；也可对练

习难度进行调整——降低或提高练习的难度。总之，针对本课的核心主题，

可以做出有建设性和针对性的改变。如果校本课时为 90 分钟，则可选取 2

节课的内容，进一步整合之后可以作为大课时授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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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课  足球运动简介 
 

一、学习目标 

1.了解并掌握足球运动的起源及现代足球运动的发展特点，知道我校足球运动发展

现状。 

2.能够独立完成学习内容并能够完成课后作业，在学习中培养自主学习的能了。 

二、学习重点难点 

1.学习重点：足球运动（尤其是现代足球）的起源。 

2.学习难点：足球运动的锻炼价值。 

三、学习内容 

（一）足球运动的起源 

1.发展历程 

古代足球：汉代蹴鞠是训练士兵的手段，制定了较为完备的体制。如专门设置了

球场，规定为东西方向的长方形，两端各设六个对称的“鞠域”也称“鞠室”，各由

一人把守。场地四周设有围墙。比赛分为两队，互有攻守，以踢进对方鞠室的次数决

定胜负。 

经过汉代的初步流行，唐宋时期蹴鞠活动达到高潮，甚至出现了按照场上位置分

工的踢法。唐代蹴鞠已有多种方式，有比赛巅球次数的“打鞠”，有场地中间挂网、

类似网式足球的“白打”，有多人参与拼抢的“跃鞠”，还有了设立球门的比赛，这

种方式每队有一定人数和固定位置，规定队员只能在自己的位置上踢，不能移动。同

时蹴鞠和佛教一起传到了日本，日语及韩语中仍可见称足球为“蹴球”的用法便是受

到中国的影响。 

南宋《武林旧事》曾列出了“筑球三十二人”竞赛时两队的名单与位置：“左军

一十六人：球头张俊、跷球王怜、正挟朱选、头挟施泽、左竿网丁诠、右竿网张林、

散立胡椿等；右军一十六人：球头李正、跷球朱珍、正挟朱选、副挟张宁、左竿网徐

宾、右竿网王用、散立陈俊等”。这被认为是历史上的第一份足球“首发名单”。 

从春秋时期到元明时代，蹴鞠经历了发展到高潮的过程，但到了清代，这项活动

却走入了衰落。据说，希腊人和罗马人在中世纪以前就已经玩一种足球游戏。他们在

一个长方形场地上，将球放在中间的白线上，用脚把球踢滚到对方场地上，当时称这

种游戏为“哈巴斯托姆”。 

现代足球：现代足球起源地是在英国。传说在 11 世纪，英格兰与丹麦之间有过一

场战争，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在清理战争废墟时发现一个丹麦入侵者的头骨，出于愤

恨，他们便用脚去踢这个头骨，一群小孩见了便也来踢，不过他们发现头骨踢起来脚

痛，于是用牛膀胱吹气来代替它——这就是现代足球的诞生。  

12 世纪初，英国开始有了足球赛。比赛是娱乐活动，一年两次，一般在两个城市

之间举行。主持人把球往空中一抛，比赛就算开始。双方就会一拥而上，大叫大喊，

又踢又抱，哪一方能将球踢进对方的闹市区，哪一方就算胜利。如果球中途窜入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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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运动员也就一窝蜂的冲进去乱打乱踢，常常把屋里的东西砸得稀巴烂，房主只

好自叹倒霉。路上行人碰到球滚来，就会遭受一场飞来的横祸。因此在当时，球赛一

来，人们就得躲避灾难，关门闭户，一直到球赛结束，才恢复正常。这样的球赛遭到

市民的强烈反对，英国政府便下了一道禁令：规定足球比赛要在空地上进行，进入闹

市区者重罚，于是就出现了专门的足球场。到 19 世纪初期，足球运动在当时欧洲及拉

美一些国家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英国已经相当盛行。 

1848 年，足球运动的第一个文字形式的规则《剑桥规则》诞生了。所谓的《剑桥

规则》，即是在 19 世纪早期的英国伦敦，牛津和剑桥之间进行比赛时制定的一些规则。

当时每队有 11 个人进行比赛。因为当时在学校里每套宿舍住有十个学生和一位教师，

因此他们就每方 11 人进行宿舍与宿舍之间的比赛，当前的 11 人足球比赛就是从那时

开始的。 

1862 年，在英国诺丁汉郡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足球俱乐部。在英国又成立了第一

个足球协会（英足总），并统一了足球规则，人们称这一天为现代足球的诞生日。这

次制定的足球规则共 14 条，它是现今足球规则的基础。从 1900 年的第 2 届奥运会开

始，足球被列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但它不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1904 年 5 月 21

日，国际足联在巴黎成立。1904 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瑞典和瑞

士七个国家的足球协会在法国成立了国际足球联合会。1930 年起，每 4 年举办一次世

界足球锦标赛（又称世界杯足球赛），比赛取消了对职业运动员的限制。 

1989 年国际足联开始正式把五人制足球纳入管理范围之内，成为其主管团体。 

2.比赛场地 

（1）场地面积：比赛场地应为长方形，其长度不得多于 120 米或少于 90 米，宽

度不得多于 90 米或少于 45 米（国际比赛的场地长度不得多于 110 米或少于 100 米，

宽度不得多于 75 米或少于 64 米）。在任何情况下，长度必须超过宽度。 

（2）画线：比赛场地应按照平面图画出清晰的线条，线宽不得超过 12 厘米，不

得做成“V”形凹槽。较长的两条线叫边线，较短的叫球门线。场地中间画一条横穿球

场 的线，叫中线。场地中央应当做一个明显的标记，并以此点为圆心，以 9.15 米为半

径，画一个圆圈叫中圈。场地每个角上应各竖一面不低于 1.50 米高的平顶 旗杆，上系

小旗一面；相似的旗和旗杆可以各竖一面在场地两侧正对中线的边线外至少：米处。 

（3）球门区：在比赛场地两端距球门柱内侧 5.50 米处的球门线上，向场内各画一

条长 5.50 米与球门线垂直的线，一端与球门线相接，另一端画一条连接线与球门线平

行，这三条线与球门线范围内的地区叫球门区。 

（4）罚球区：在比赛场地两端距球门柱内侧 16.50 米处的球门线上，这三条线与

球门线范围内的地区叫罚球区，在两球门线中点垂直向场内量 11 米处各做一个清晰的

标记，叫罚球点。以罚球点为圆心，以 9.15 米为半径，在罚球区外画一段弧线，叫罚

球弧。 

（5）角球区：以边线和球门线交叉点为圆心，以 1 米为半径，向场内各画一段四

分之一的圆弧，这个弧内地区叫角球区。 

（6）球门：球门应设在每条球门线的中央，由两根相距 7.32 米、与西面角旗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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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距离、直立门柱与一根下沿离地面 2.44 米的水平横木连接组成，为确保安全， 无论

是固定球门或可移动球门都必须稳定地固定在场地上。门柱及横木的宽度与厚度，均

应对称相等，不得超过 12 厘米。球网附加在球门后面的门柱及横木和地上。球网应适

当撑起，使守门员有充分活动的空间。 

 

 

 

 

 

 

 

 

 

 

 

 

 

 

 

 

注：一般在学校有时采用 7 人制或 8 人制的比赛。场地在 11 人的基础上进行缩小，

形成大家约定俗称的 7 人制比赛场地规格。 

3.运动特点 

（1）整体性  

足球运动的整体性特征是其竞技性质和比赛要求所决定。足球比赛是以每队 11 人

上场参赛的集体球类项目，场上 11 人虽位置、职责、分工不同，但必 须按照既定的

战术策略和要求协同一致，形成一个严密的整体，作到目标、思想、行动“三统一”

攻则全动，守则全防，只有形成整体的攻守，队伍才有战斗力，才能取得比赛的主动

权。 

（2）对抗性  

技术、战术、身体、心理等因素的综合对抗和全面较量是现今足球比赛的显著特

征。以控球权的争夺为焦点，足球比赛始终贯穿着进攻与防守，制约与反 制约，限制

与反限制的激烈对抗。据统计，一场高水平足球比赛双方攻守转换接近 300 次，一半

以上的技术动作是在强对抗条件下运用或完成的，冲撞抢位、贴身 紧逼、倒地铲断、

高空争顶等各种形式的对抗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 

（3）多变性  

技术多样，战术多变，胜负难测是当今足球运动另一特点。全面型足球的问世，

打破了运动员职责范围的局限性，运动员技战术能力的单一性被全面性所 替代，成了

比赛场上的多面手，既能攻，又能守，技术的全面化导致了战术的多变性。现今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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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攻守转换快速而频繁，运动员位置和职责随着比赛进程的变化 而变化，技术能

力的全面提高和多变的战术打法，使比赛充满活力和悬念。 

（4）艰苦性  

现代足球“高速度，强对抗”的比赛特征要求运动员必须具备承受大运动负荷的

身体能力。研究表明，一场激烈的足球比赛，运动员活动距离高达 9000 米―14000 米，

快速冲刺距离在 2500 米以上，完成技术动作近百余次，运动员心率在 180 次/分以上时

间约有 32 分钟，氧消耗超过 300 升， 能量消耗达 1500―2000 千卡，体重下降 2―5

公斤。 

易行性 

足球竞赛规则比较简练，器材设备要求也不高。一般性足球比赛的时间、参赛人

数、场地和器材也不受严格限制，因而是全民健身中一项十分易于开展的群众性的体

育运动项目。 

4.运动规则 

《足球竞赛规则》由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制定并修改，是 11 制正规足球比赛

所必须遵守的规则。同样 7 或 8 人制也是依照国际足联的《足球竞赛规则》。这里面

共含有 19 章内容，对足球运动做出了全面的要求。 

主要规则： 

（1）第 12 章 越位 

越位位置 

队员处于越位位置本身并不是犯规。 

队员处于越位位置： 

·攻方队员出球时，其中攻方有队员比对方第二名队员更接近于对方球门线且接

球队员处于对方半场内。 

队员不处于越位位置： 

角球和界外球除外； 

·他在本方半场内； 

·他齐平于倒数第二名对方队员； 

·他齐平于最后两名对方队员。 

犯规 

处于越位位置的队员，在同队队员踢或触及球的一瞬间，裁判员认为其就下列情

况而言“卷入”了现实比赛中时才被判为越位犯规； 

·干扰比赛； 

·干扰对方队员； 

·利用越位位置获得利益。 

没有犯规 

如果队员直接从下列情况下接到球，则没有越位犯规： 

·球门球； 

·掷界外球； 

·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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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判罚 

对于任何越位犯规，裁判员应判给对方在犯规发生地点踢间接任意球。 

犯规行为 

下列情况将被判罚犯规或不正当行为： 

直接任意球 

裁判员认为，如果队员草率地、鲁莽地或使用过分的力量违反下列七种犯规中的

任何一种，将判给对方踢直接任意球： 

·踢或企图踢对方队员； 

·绊摔或企图绊摔对方队员； 

·跳向对方队员； 

·冲撞对方队员； 

·打或企图打对方队员； 

·抢截对方队员； 

·推对方队员； 

如果队员违反下列三种犯规中的任何一种，也判给对方踢直接任意球： 

·拉扯对方队员； 

·向对方队员吐唾沫； 

·故意手球（不包括守门员在本方罚球区内）。 

在犯规发生地点踢直接任意球。 

罚球点球 

在比赛进行中无论球在什么位置，如果队员在本方罚球区内违反了上述十种犯规

中的任何一种，应被判罚球点球。 

警告犯规 

如果队员违反下列七种犯规中的任何一种，将被警告并出示黄牌： 

①犯有非体育道德行为； 

②以语言或行动表示异议； 

③持续违反规则； 

④延误比赛重新开始； 

⑤当以角球或任意球重新开始比赛时，不退出规定的距离； 

⑥未得到裁判员许可进入或重新进入比赛场地； 

⑦未得到裁判员许可故意离开比赛场地。 

罚出场犯规 

如果队员违反下列七种犯规中的任何一种，将被罚令出场并出示红牌： 

①严重犯规； 

②暴力行为； 

③向对方或其他任何人吐唾沫； 

④用故意手球破坏对方的进球或明显的进球得分机会（不包括守门员在本方罚球

区内）； 

⑤用可判为任意球或点球的犯规破坏对方向本方球门移动着的明显的进球得分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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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使用无礼的、侮辱的或辱骂性的语言及动作； 

⑦在同一场比赛中得到第二次警告。 

被罚令出场的队员必须立即离开比赛场地附近和技术区域内。 

国际足球理事会决议 

·决议一 

队员无论是在比赛场内或场外，无论是直接对对方队员、同队队员、裁判员、助

理裁判员或其他人犯有应被警告或罚令出场的行为，都将根据犯规性质进行处罚。 

·决议二 

当守门员利用手臂的任何部位接触球后，便可认为是已经控制球。此控制球包括

守门员故意地用手臂挡球，但不包括裁判员认为该球是意外地从守门员手臂弹回，例

如守门员扑救球后。 

·决议三 

根据规则第十二章的条款，队员可以用头部、胸部和膝盖等传球给守门员。然而，

如果裁判员认为，在比赛进行中，该队员是利用规则而故意设置骗局，则是犯有非体

育道德行为，他将被警告，并由对方在犯规发生地点踢间接任意球。 

当踢任意球时，队员利用规则而故意设置骗局，则将因非体育道德行为而被警告

并出示黄牌，该任意球重踢。 

此种情况下，与守门员随后是否用手触球无关，主要是因该队员企图利用规则第

十二章的条文和精神而造成的犯规。 

·决议四 

从后面抢截而又危及对方安全的动作应被视为严重犯规。 

·决议五 

在场地的任何地点试图欺骗裁判员的佯装行为，必须作为非体育道德行为而进行

制裁。 

间接任意球 

如果守门员在本方罚球区内违反下列四种犯规中的任何一种，将判给对方踢间接

任意球： 

·用手控制球后在发出球之前持球超过 6 秒； 

·在发出球之后未经其他队员触及，再次用手触球； 

·用手触及同队队员故意踢给他的球； 

·用手触及同队队员直接掷入的界外球。 

裁判员认为，队员在出现下列情况时，也将判给对方踢间接任意球： 

·动作具有危险性； 

·阻挡对方队员； 

·阻挡对方守门员从其手中发球； 

·违反规则第十二章以前未提及的任何其他犯规，而停止比赛被警告或罚令出场。 

在犯规发生地点踢间接任意球。 

纪律制裁 

只有对场上人员、替补队员或是被替换下场的队员，才能出示红黄牌。 

（5）足球运动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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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中，队友、教师见面问好。U 出色表现时，为队友叫好。在队友失误时，安

慰队友。 

比赛时，整齐自己的服装，不带任何首饰等装饰品上场。列队与裁判、对手共同

进场。比赛前向场下观众和场下人员致意，然后与对手握手、与裁判握手。队长挑边，

与裁判和对方队长握手。比赛中服从裁判的判罚，尊重对手和观众，不得有非体育道

德行为。比赛后，与对手握手、与裁判握手，全队列队向裁判员表示感谢，向对方教

练员（教师）表示感谢。列队总结本场比赛情况。 

（6）中国校园足球 

2014 年 11 月 24 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会议上对校园足球作出重要指示，而教育部将主导

校园足球，并推出一系列措施推动校园足球进入升级版。   
会议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将完善政策，形成校园足球激励机制；把学生

足球特长水平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写实记录，形成档案，供上一层学校招生参考。 

同时，足球也将纳入学校体育课程教学体系，作为体育课必修内容，为学生提供学习

足球的机会。教育部的目标是力争到 2017 年在全国扶持建设 2 万所左右中小学校足球

特色学校和 200 个高校高水平足球队，并形成区域特色，拟建设 30 个左右校园足球试

点区县。此外，按照全国校园足球竞赛方案，组织开展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级

联赛。据了解，足球还将纳入体育教师“国培计划”，计划在 2015 年全国初步培训 6000

名校园足球师资。  

2014 年 11 月 26 日电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 26 日在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上表示，将完善政策，形成校园足球激励机制。把学生足球特长水平纳入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写实记录，形成档案，供上一层学校招生参考。 

（7）国际大型足球赛事 

大型国际足球赛事有世界足球锦标赛、奥运会足球赛、亚洲足球锦标赛、美洲足

球锦标赛、欧洲男篮锦标赛、非洲足球锦标赛、大洋洲足球锦标赛，以及各国联赛等

等。 

（二）南京市第十三中学足球运动开展现状 

我校是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南京市校园足球特色校，足球运动是十三中学生喜

爱的运动项目之一，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学校高二、高三的体育课开设足球选项教

学，高一、高二开设《校园阳光足球》校本课程，学校每学期开展年级内的班级足球

联赛、嘉年华足球游戏活动。足球社团骨干学生组成的学校足球队参加玄武区高中生

足球赛获得玄武区高中组冠军，参加南京市“市长杯”校园足球赛获得一等奖，目前

男子、女子足球教学主要由曹晨老师负责。 

课后作业 

五人制比赛的场地和规则与 11 人制足球竞赛规则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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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课  足球运动能力评估 
 

一、学习目标 

1.明确评估的方法，知道与之相应的技术和能力要求。 

2.培养基本球感，以及比赛中的运球、踢球等基本技术运用能力。 

3.在足球比赛中形成主动传球、积极移动、相互呼应的意识，且能在场上相互鼓励。 

二、学习内容 

1.球性评测； 

2.小型足球比赛（4 对 4 或 5 对 5）。 

三、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足球基本技术的正确动作。 

难点：足球技术在比赛中或情境中的合理运用。 

四、场地与器材 

场地：足球场（或一块平整的场地）。 

器材：足球（5 人 1 球），标志盘若干，2 种颜色的标志服若干。 

五、学习步骤 

（一）整理区 

1.明确本次课堂学习任务、目标及要求，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 

2.提出本课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比赛中如何发挥团队中每个队员的作用？如何让

球运转的更快？ 

（二）热身——“抢圈”（10 分钟） 

1.组织形式（图 2-1、图 2-2） 

 

 

 

 

 

 

（1）5 人一组，4 人围成标志盘放置的方形区域的边线上移动并进行传球，1 人（手

拿标志服）在中间抢断。拦截到谁的球，被拦截者与中间人互换。（图 2-1） 

（2）6 人一组，方法同上，只是中间的拦截者为 2 人。（图 2-2） 

2.练习要点 

（1）传球者加快传球的节奏。 

（2）同伴之间，相互呼应，主动向有球者靠近接应。 

（3）传球为地滚球，便于同伴的接应。 

（4）根据学生的能力，可以要求拦截者不去抢夺有球队员的脚下球，只去拦截传

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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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内容（30 分钟） 

活动：4对4（5对5）小场地比赛 

1.组织形式 

（1）教师讲解比赛规则、要求以及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2）在 24 米*18 米的场地上，进行 4 对 4（或 5 对 5）比赛。（比赛用 1.2 米宽

小足球门） 

（3）8 分钟为一个节点，比赛决出胜负。如果平局，则采用蒙眼罚点球的形式接

触胜利者。胜者 3 分，负者 1 分。 

（4）一节比赛结束，与其他小组互换对手。可由学生抽签决定。 

2.练习要点 

（1）主动传球、积极移动、相互呼应。 

（2）不管本队获胜还是失败，都要相互鼓励。 

（四）整理区（5 分钟） 

1.放松，做静力性牵拉。 

2.在学生牵拉时，教师进行评议。 

3.牵拉完毕，学生进行评议。 

4.宣布积分最好的冠军组，评选各组最佳球员。 

六、评估 

1.比赛中的个人技术、个人战术的运用情况。 

2.在比赛中个人的哪些积极行为，为球队创造了好机会。 

3.有无在场上埋怨队员；有无在场上鼓励队友。 

4.比赛领先或者落后时，本队采取了哪些行动。 

5.每个人在比赛中的感受与收获是什么。 

七、课后自主练习内容 

结合今天的比赛，讨论本队的战术，继续与其他同学约战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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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课  足球运控球技术 

（快速直线运球） 
 

一、学习目标 

1.知道脚背正面运球的方法，并能知道运球在比赛中的作用。 

2.强化直线运球技术，能快速推球向前。 

3.敢于展示自己，懂得公平竞赛。 

二、学习内容 

1.快速直线运球射门； 

2.运球后追击； 

3.停球进区（4 对 3）。 

三、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运球时用脚背正面推球后中部位。 

难点：突然加快运球的节奏变化。 

四、场地与器材 

场地：足球场（或一块平整的场地）。 

器材：足球若干，标志盘若干，2 种颜色的标志服若干，小足球门若干。 

五、学习步骤 

（一）整理区 

1.宣布本课学习内容，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 

2.强调在比赛中身前有开拓空间时，要快速直线运球先前，占据和利用空间。 

（二）热身——运球到点（10 分钟） 

1.组织形式（图 3-1） 

 

 

 

 

 

 

 

 

 

 

 

在 35 米*35 米的区域内，摆放多种颜色的标志盘。每人持球占据一个标志点。 

2.练习要求 

哨声后慢跑到一个无人的标志盘，在标志盘处做“规定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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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练习要点 

（1）运球慢跑移动，注意观察。 

（2）到点后快速完成要求练习。 

（三）主要内容（30 分钟） 

活动 1：交叉运球 

1.组织形式（图 3-2） 

 

 

 

 

 

 

 

 

在 10 米*10 米的区域内，两组学生每人持球成 90 度的队形。 

2.练习要求 

听到哨声，所有人同时向前直线运球。 

3.练习要点 

（1）注意观察身前的情况，利用不同的节奏直线运球。 

（2）当身前有开拓空间的时候，要快速直线运球向前。 

4.技术动作提示 

（1）脚背正面运球：运球跑动时身体自然放松，上体稍前倾，步幅稍小，两臂屈

肘自然摆动。在运球脚提起时，膝关节微屈，脚跟提起，脚背绷紧，脚尖向下，在迈

步前伸着地前，用脚背正面推拨球前进。此技术是运动员在跑动中有目的地用脚背正

面连续推拨球的动作。脚背正面运球的特点是直线推拨，速度快，但路线单一。多在

前方纵深距离较长的情况下运用。 

（2）脚背外侧运球：运球跑动时自然放松，上体略微前倾，步幅不宜过大。运球

脚提起时膝关节稍屈，脚跟提起，而脚尖则稍内指。在直线运球时，用脚背外侧推拨

球的后中部，支撑脚、身体重心快速跟上，便于连续快速运球前进。此技术不仅能快

速向前推进，且能根据情况灵活的转变方向，是运动员常用的技术动作之一。 

（3）资源拓展：天天足球 121-外脚背直线运球, 中国 365 集校园足球教学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1NzE4MjI2MA==.html?spm=a2h0k.8191407.0.0&fr

om=s1.8-1-1.2 

活动2：运球后追击 

1.组织形式（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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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区域内，对角设置两个小足球门。两组队员，每组 4 人，每人一球。 

2.练习要求 

（1）听到哨声，红队一人快速直线运球，并在完成射门后绕过小球门前的标志盘，

去追击蓝队运球人。 

（2）蓝队队员，在红队运球人完成射门后便可快速启动。同样在这名队员完成射

门后，绕过小球门前的标志盘，去追击红队运球人。 

3.练习要点 

（1）注意观察对手的情况，时机一到，快速启动。 

（2）直线运球向前快速。 

（3）追击对手，给对手压力。 

活动 3：停球进区（4 对 3） 

1.组织形式（图 3-4） 

 

 

 

 

 

 

 

在一块 30 米*20 米左右的场地内，两边底线向后再画出 2 米的“停球区”。区域

内两组学生进行比赛。设置一名“中间人”，始终作为进攻方。 

2.练习要求 

（1）进攻者运球进“停球区”即算得分。 

（2）大胆进行个人运球突破。 

3.练习要点 

（1）创造出身前的空档区域。 

（2）思考为何要快速直线运球向前。 

（3）运球失误后积极反抢，赢回球权。 

（四）整理区（5 分钟） 

1.放松与静力性拉伸。 

2.与学生一起讨论比赛中创造身前的空档区域，以及如何在队友的帮助下创造运球

的空间。 

3.表扬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 

六、课后作业 

1.尝试不同节奏的变向运球。 

2.力量训练：平板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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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课  足球运控球技术 

（变节奏直线运球） 
 

一、学习目标 

1.知道直线运球的方法，并能知道运球在比赛中的作用。 

2.强化直线运球技术，有目的地控制球的走向。 

3.敢于展示自己，懂得公平竞赛。 

二、学习内容 

1.变节奏运球； 

2.停球进区（4 对 4 或 5 对 5）。 

三、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运球时用脚的合理部位触碰球的不同部位。 

难点：运球的节奏变化 

四、场地与器材 

场地：足球场（或一块平整的场地）。 

器材：足球若干，标志盘若干，2 种颜色的标志服若干，小足球门若干。 

五、学习步骤 

（一）整理区 

1.宣布本课学习内容，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 

2.强调在比赛中形成 1 对 1 时或者身前有开拓空间时，要主动、大胆运球，挑战对

手。 

（二）热身——自由运球（10 分钟） 

1.组织形式 

在 30 米*30 米的区域内（视人数多少，可大可小），学生自由运球。 

2.练习要求 

（1）与同伴运球碰面时，主动击掌（或做出其他打招呼的动作）。 

（2）在运球中做出与教师口令相符合的动作。例如，脚底踩停球，坐在球上等等。 

3.练习要点 

集中注意力，判断周围的环境，不失去对球的控制。 

（三）主要内容（30 分钟） 

活动 1：变节奏运球 

1.组织形式（图 4-1） 

 

 

 

在摆放好的场地内，做出不同节奏的运球。 

三步或五步一运 射门 一步一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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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练习要求 

能控制好控球的节奏。 

3.练习要点 

快速完成变节奏的运球练习。 

4.技术动作提示 

（1）用脚背正面或脚背外侧轻触球，小步幅向前跑动，心中默数跑出的步数。逐

渐熟练后，加重推球的力量，同时加大跑动的步幅。 

（2）资源拓展：足球变速盘带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5NDIwMTQw.html?spm=a2h0k.8191407.0.0&from=

s1.8-1-1.2&f=20525049 

活动 2：停球进区（4 对 4 或 5 对 5） 

1.组织形式（图 4-2） 

 

 

 

 

 

 

 

 

 

在一块 30 米*20 米左右的场地内，两边底线向后再画出 2 米的“停球区”。区域

内两组学生进行比赛。 

2.练习要求 

（1）进攻者运球进“停球区”即算得分。 

（2）大胆进行个人运球。 

3.练习要点 

（1）运球向空旷的区域。 

（2）思考何时运球、为什么要运球。 

（3）运球失误后积极反抢，赢回球权。 

（四）整理区（5 分钟） 

1.放松与静力性拉伸。 

2.与学生一起讨论比赛中的运球作用，以及如何为队友创造运球的空间。 

3.表扬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 

六、课后作业 

1.继续尝试不同节奏的变向运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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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力量训练：平板支撑（身体拉锯）——以平板支撑开始，脚下踩一块垫子，身体

前后移动（肩部的投影在肘关节的前后移动。）。注重练习的重复次数。（图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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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课  足球运控球技术 

（连续绕杆运球） 
 

一、学习目标 

1.知道绕杆运球的方法，并能知道变向在比赛中的作用。 

2.强化变向运球技术，灵活地控制球的走向。 

3.敢于展示自己，懂得公平竞赛。 

二、学习内容 

1.变向绕杆运球； 

2.小场地多足球门比赛（4 对 4 或 5 对 5）。 

三、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运球时用脚内侧和脚背外侧推或拨球的侧后方或侧方。 

难点：身体重心快速跟随球的移动而移动。 

四、场地与器材 

场地：足球场（或一块平整的场地）。 

器材：足球若干，标志盘若干，2 种颜色的标志服若干，小足球门。 

五、学习步骤 

（一）整理区 

1.宣布本课学习内容，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 

2.强调在比赛中在遇到防守时，能主动变向运球，甚至形成突破。 

（二）热身——猫和鼠（10 分钟） 

1.组织形式（图 5-1） 

 

 

 

 

 

 

 

 

6 人一组每人一球，在 20 米*20 米的区域内，5 名学生扮演“老鼠”，1 名学生扮

演“猫咪”。 

2.练习要求 

“猫咪”运球去追击“老鼠”破坏足球，“老鼠”运球进行躲避保护足球。 

3.练习要点 

集中注意力，观察和判断“猫咪”的行动，积极采取行动，保护足球。 

4.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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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两人扮演“猫咪”；“猫咪”可以不持球。 

（三）主要内容（30 分钟） 

活动1：变节奏+绕杆运球 

1.组织形式（图 5-2） 

 

 

 

 

在摆放好的场地内，做出一步一运加变向绕杆运球。 

2.练习要求 

（1）在球一过标志盘的时候，主动用脚内侧或脚背外侧，推拨球的侧后方。 

（2）能双脚触球变向。 

3.练习要点 

（1）能控制好变向的时机和触球的力度。 

（2）快速完成运球练习，身体重心能快速跟随球的运行方向。 

4.技术动作提示 

（1）绕杆变向时的触球力量要适中，不能太重或太轻，且在球一出标志盘的时候

就要主动去控制足球。变向时可利用脚内侧、脚背外侧，甚至脚底，做出扣、拨、推、

拉的方式，使球产生变向。脚步频率要快，身体重心要随着球的变向而变向。 

（2）资源拓展：安联青少年足球夏令营—技巧篇—运球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I4NTQyODUy.html?spm=a2h0j.8191423.module_basi

c_relation.5~5!2~5~5!6~5~5~A 

活动 2：小场地多门足球赛（4 对 4 或 5 对 5） 

1.组织形式（图 5-3） 

 

 

 

 

 

 

 

 

 

在一块 30 米*25 米左右的场地内，两边底线各放置 2 个小足球门。区域内两组学

生进行比赛。 

2.练习要求 

（1）进攻者可进攻对方任意一个球门，球进即算得分。 

（2）大胆进行个人运球，主动变向寻找机会。 

3.练习要点 

射门 
运球绕障碍

一步一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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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动变向，保护足球。 

（2）思考如何选择运球变向的方向。 

（3）运球失误后积极反抢，赢回球权。 

（四）整理区（5 分钟） 

1.放松与静力性拉伸。 

2.与学生一起讨论比赛中的如何选择运球变向的方向。 

3.表扬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 

六、课后作业 

1.熟练双脚控制的变向运球。 

2.力量训练：平板支撑（健腹轮推拉）——双膝跪在一块垫子上，伸手持健腹轮，

来回推动。（图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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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课  足球运控球技术 

（连续绕杆运球） 
 

一、学习目标 

1.知道多种运球变向方法，并能知道变向在比赛中的作用。 

2.强化变向运球技术，灵活地控制球的走向。 

3.敢于展示自己，懂得公平竞赛。 

二、学习内容 

1.变向绕杆运球； 

2.小场地多足球门比赛（4 对 4 或 5 对 5）。 

三、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运球时用脚底、脚内侧和脚背外侧拉、推、拨球的上方、侧后方或侧方。 

难点：身体重心快速跟随球的移动而移动。 

四、场地与器材 

场地：足球场（或一块平整的场地）。 

器材：足球若干，标志盘若干，2 种颜色的标志服若干，小足球门若干。 

五、学习步骤 

（一）整理区 

1.宣布本课学习内容，回顾上节课变向运球所用方法。 

2.强调在比赛中在遇到防守时，能主动变向运球，甚至形成突破。 

（二）热身——“捉尾巴”（10 分钟） 

1.组织形式 

在一个小区域内 2 人一组，每人腰后夹一件标志服。 

2.练习要求 

（1）拿到对方的标志服，且保护好自己的标志服，算做得分。 

（2）在规定的时间内，看谁得分多。 

（3）交换不同的对手进行游戏。 

3.练习要点 

（1）观察对手的行动，积极快速移动。 

（2）主动面对对手，敢于正面交锋。 

4.拓展 

每人可发放两件标志服，夹在腰的两侧。 

（三）主要内容（30 分钟） 

活动 1：变节奏+绕杆运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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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形式（图 6-1） 

 

 

 

 

在摆放好的场地内，做出一步一运加变向绕杆运球。 

2.练习要求 

（1）左脚脚底拉球，并衔接左脚脚内侧推球；右脚相同。 

（2）左脚脚内侧拨球 2 次，右脚脚内侧扣球；右脚相同。 

（3）左脚脚内侧拨球 1 次，衔接右脚脚背外侧拨球一次，右脚脚内侧扣球；右脚

相同。 

（4）右脚脚背外侧拨球 2 次，右脚脚内侧扣球；左脚相同。 

3.练习要点 

（1）能控制好变向的时机和触球的力度 

（2）快速完成运球练习，身体重心能快速跟随球的运行方向。 

4.技术动作提示 

（1）在变向时，球要出标志盘再去触球，降低身体重心，做出急停急起的身体姿

态，重心朝向球要变向的方向。 

（2）资源拓展：教你盘带中如何变向过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2Mjk5NjkwMA==.html?spm=a2h0k.8191407.0.0&fr

om=s1.8-1-1.2 

活动2：小场地多门足球赛（4对4或5对5） 

1.组织形式（图 6-2） 

 

 

 

 

 

 

 

 

在一块 30 米*25 米左右的场地内，两边底线各放置 2 个小足球门。区域内两组学

生进行比赛。 

2.练习要求 

（1）进攻者可进攻对方任意一个球门，球进即算得分。 

（2）大胆运用多种变向运球方法，主动变向寻找机会。 

3.练习要点 

（1）主动变向，保护足球。 

（2）思考不同变向运球方法运用的效果。 

射门 

运球绕障碍

一步一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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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球失误后积极反抢，赢回球权。 

（四）整理区（5 分钟） 

1.放松与静力性拉伸。 

2.与学生一起讨论在何种情境下运用何种运球变向方法。 

3.表扬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 

六、课后作业 

1.尝试更多方法的变向运球。 

2.力量训练：平板支撑（伸手式）——平板支撑的姿势，然后伸起一只手向前面的

物体。伸手速度不要太快，能用 4 秒完成伸手动作即可。 

 

 

 

 

 

 



  22

第7课  足球运控球技术 
 

一、学习目标 

1.知道运球变向方法，并能知道变向在比赛中的作用。 

2.结合自己的特点，强化变向运球技术，灵活地控制球的走向。 

3.敢于展示自己，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二、学习内容 

1.变向绕杆运球； 

2.小场地 1 对 1 比赛； 

3.小场地多足球门比赛（4 对 4 或 5 对 5）。 

三、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运球时用脚的不同部位触击球的不同方位。 

难点：身体重心快速跟随球的移动而移动。 

四、场地与器材 

场地：足球场（或一块平整的场地）。 

器材：足球若干，标志盘若干，2 种颜色的标志服若干，小足球门若干，小栏架若

干。 

五、学习步骤 

（一）整理区 

1.宣布本课学习内容，回顾上节课变向运球所用方法。 

2.强调结合自己的特点和能力，主动变向运球，且变向要具有突然性。 

（二）热身——运球进门（10 分钟） 

1.组织形式（图 7-1） 

 

 

 

 

 

 

 

 

 

 

在一个 15 米*15 米的区域内，放置若干个（少于人数）小栏架（足球可以从栏架

下刚好通过）。8 人一组，每人一球。 

2.练习要求 

（1）听到哨声后在区域内自由运球，且将足球从小栏架下通过即算得分。 

（2）不能连续通过一个小栏架，在规定的时间内，看谁得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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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练习要点 

（1）观察场上情况，寻找空的小栏架。 

（2）控制好足球，尽量多的让足球穿越小栏架。 

4.拓展 

可以在足球穿过小栏架的同时，人从小栏架上跳过。 

（三）主要内容（30 分钟） 

活动 1：变向绕杆运球 

1.组织形式（图 7-2） 

 

 

 

 

 

 

在摆放好的两组场地内，做出连续变向绕杆运球。 

2.练习要求 

（1）两组不同摆放的标志盘，轮换进行。 

（2）用多种技术方式或技术动作组合完成变向运球。 

3.练习要点 

（1）能控制好变向的时机和触球的力度。 

（2）快速完成运球练习，身体重心能快速跟随球的运行方向。 

4.技术动作提示 

（1）利用单脚快速连接的变向运球 

（2）利用双脚衔接的快速运球变向。 

（3）资源拓展：【一人一足球】像梅西那样带球（之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AyMDg5ODcy.html?spm=a2h0k.8191407.0.0&from=s

1.8-1-1.2 

【一人一足球】像梅西那样带球（之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Q3NTg0ODI4.html?spm=a2h0k.8191407.0.0&from=s

1.8-1-1.2 

活动 2：小场地 1 对 1 比赛 

1.组织形式（图 7-3） 

 

 

 

 

 

 

射门 

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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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 15 米*15 米的区域内，在两边底线分别设置两个小足球门。8 人在一个区

域内，一组持球，一组不持球。 

2.练习要求 

（1）持球进攻者进攻任意一个小足球门，球进即算得分。 

（2）防守者断球后变成进攻者，进攻对方的任意一个足球门。 

3.练习要点 

（1）掌握好变向是距离和时机。 

（2）敢于运球去挑战对手。 

（3）防守者断球后，攻守关系立刻改变。 

活动 3：小场地多门足球赛（4 对 4 或 5 对 5） 

1.组织形式（图:7-4） 

 

 

 

 

 

 

 

 

 

在一块 30 米*25 米左右的场地内，两边底线各放置 2 个小足球门。区域内两组学

生进行比赛。 

2.练习要求 

（1）进攻者可进攻对方任意一个球门，球进即算得分。 

（2）大胆运用多种变向运球方法，主动变向寻找机会。 

3.练习要点 

（1）主动变向，保护足球。 

（2）思考如何运用变向运球进行突破。 

（3）运球失误后积极反抢，赢回球权。 

（四）整理区（5 分钟） 

1.放松与静力性拉伸。 

2.与学生一起讨论在何种情境下需要进行突破。 

3.表扬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 

六、课后作业 

1.反复练习更多变向运球方法。 

2.力量训练：平板支撑（时钟式）——类似于伸手式平板支持，只是学生用手进行

支撑。练习开始，右手伸向 12 点钟的位置，左手伸向 12 点钟的位置；右手伸向 1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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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的位置，左手伸向 11 点钟的位置；依次循环。从 12 点到 6 点算一轮，每次练习完

成一轮或两轮。（图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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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课  足球运控球技术（运球转身） 
 

一、学习目标 

1.知道转身运球的方法，能知道转身运球在比赛中的作用。 

2.提高转身运球技术，加快停球-转身-启动的链接速度。 

3.敢于展示自己，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二、学习内容 

1.转身运球； 

2.小场地比赛（4 对 3）。 

三、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转身时降低身体重心，用脚的不同部位触击足球向反方向运动。 

难点：身体急停与启动的快速衔接。 

四、场地与器材 

场地：足球场（或一块平整的场地）。 

器材：足球若干，标志贴若干，2 种颜色的标志服若干。 

五、学习步骤 

（一）整理区 

1.宣布本课学习内容，回顾上节课所学内容。 

2.强调转身变向时的身体重心降低。 

3.在比赛中能相互鼓励。 

（二）热身——“长江黄河”（10 分钟） 

1.组织形式（图 8-1） 

 

 

 

 

 

 

 

 

在一个 25 米*20 米的区域内，中间相隔 2 米放标志盘，然后各在一个标志盘后 10

米再放置一个标志盘。8 人一组，在一个区域内，每人腰后夹一件标志服。 

2.练习要求 

（1）一人转身跑一人追击，在对方到达身后的标志盘前扯下他身后的标志服。 

（2）决定谁转身的方式可多样。例如，两人石头剪刀布；听教师喊颜色等等。 

3.练习要点 

（1）迅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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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身灵活。 

4.拓展 

增加中间的距离，让学生持球进行游戏。 

（三）主要内容（30 分钟） 

活动 1：转身运球 

1.组织形式（图 8-2） 

 

 

 

 

 

 

 

 

 

 

 

 

 

 

 

在 25 米*25 米的区域内，中间设置直径为 3 米的圆圈。圆圈向外 10 米，放置一个

标志盘。8 人一组，每人一球。 

2.练习要求 

（1）4 人同时从标志盘想圆圈运球，球一进圆圈立刻运球转身将球运回到起始位

置。 

（2）转身运球的技术方式多样：脚内侧扣球、脚背外侧扣球、脚底拉球等等。 

（3）两人轮换进行。 

3.练习要点 

（1）在球快要进圆圈的瞬间注意减速降重心。 

（2）快速完成运球转身。 

4.技术动作提示 

（1）转身技术的核心是：扣球急停—运球急起。最基本的扣球技术为脚内侧、脚

背外侧、脚底，但现代足球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快，用脚的不同部位触球，并衔接脚的

部位再运球，转身的方式呈现出了多种方式，实践中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例如，克

鲁伊夫式转身。 

（2）资源拓展：14 种必学的中场转身技巧教程 

http://www.sohu.com/a/148528045_505686 

活动 2：小场地比赛（4 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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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形式（图:8-3） 

 

 

 

 

 

 

 

 

 

在一块 20 米*20 米左右的场地内，四个边角设置 4 个 3 米*3 米的小区域。区域内

两组学生进行比赛。设置一名中间人，始终作为进攻方。 

2.练习要求 

（1）进攻者将球带入任意一个角区，进入后迅速转身将球传给队友，即算得分。 

（2）不能进入边角区域抢球。 

3.练习要点 

（1）观察场上情况，寻找接应队友。 

（2）进入区域能快速转身。 

（3）运球失误后积极反抢，赢回球权。 

（四）整理区（5 分钟） 

1.放松与静力性拉伸。 

2.与学生一起讨论如何快速运球转身。 

3.表扬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 

六、课后作业 

1.反复练习运球转身方法。 

2.力量训练：平板支撑（划船式）——使用双臂伸直的姿势，手中握一副哑铃（六

角哑铃，保证起落地不会滚动）。练习时，双手交替提起哑铃。（图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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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课  足球运控球技术 

（接球转身运球） 
 

一、学习目标 

1.知道接球转身运球的方法，能知道接球转身运球在比赛中的作用。 

2.提高接球转身运球技术，加快接球与转身的链接速度。 

3.敢于展示自己，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二、学习内容 

1.接球转身运球； 

2.小场地比赛（4 对 4）。 

三、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转身时降低身体重心，用脚的不同部位触击足球向反方向运动。 

难点：身体急停与启动的快速衔接。 

四、场地与器材 

场地：足球场（或一块平整的场地）。 

器材：足球若干，标志贴若干，2 种颜色的标志服若干。 

五、学习步骤 

（一）整理区 

1.宣布本课学习内容，回顾上节课所学内容。 

2.强调转身变向时的身体重心降低。 

3.在比赛中能相互鼓励。 

（二）热身——转身比快（10 分钟） 

1.组织形式（图 9-1） 

 

 

 

 

 

 

 

 

 

在一个 20 米*20 米的区域内，中间设置 3 米*3 米的正方形区域，然后每一区域外

6 米处再放置一个标志盘。8 人一组，在一个区域内。 

2.练习要求 

（1）听到信号后，快速跑出正方形区域去碰触外围的标志盘，然后迅速回到正方

形的边线上停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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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快的队员的 4 分，依次是 3 分、2 分、1 分。 

（3）两组队员轮换进行。 

（4）积分高者可以向其他区域的积分高者进行挑战。 

3.练习要点 

（1）迅速反应。 

（2）转身快速。 

4.拓展 

让学生持球进行游戏。 

（三）主要内容（30 分钟） 

活动 1：接球转身运球 

1.组织形式（图 9-2） 

 

 

 

 

 

 

 

 

 

 

 

 

 

 

 

在 30 米*30 米的区域内，中间设置直径为 3 米的圆圈。圆圈向外 12 米，放置一个

标志盘。8 人一组，两人一球。持球人（蓝色）在标志盘后，无球人（红色）在标志盘

与圆圈之间。 

2.练习要求 

（1）练习开始，红色队员向持球人跑动，接蓝色队员的传球。红色队员接到传球

的同时采用转身运球向圆圈中运，球一进圆圈立刻运球转身。球出圆圈后，就可以传

球给蓝色队员。 

（2）接球转身运球的方式多样：不碰球的转身；碰一次球的转身；碰两次球等等。 

3.练习要点 

（1）减速时降低身体重心。 

（2）转身运球快速。 

4.技术动作提示 

（1）在接球时降低身体重心，根据来球的速度和高度选择好如何接球，并且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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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身动作形成衔接。例如，来球是球速不太快（刚好起动能跟随足球跑动）的地滚球，

就可以选择不停球，直接随球转身再运球（触球）。 

（2）资源拓展：足球接球转身过人技巧教学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3Njg1OTcwMA==.html?spm=a2h0k.8191407.0.0&fr

om=s1.8-1-1.2&f=26541385 

足球接球转身教学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4NTg4ODQ5Mg==.html?spm=a2h0k.8191407.0.0&f

rom=s1.8-1-1.2&f=23601713 

活动 2：小场地比赛（4 对 4） 

1.组织形式（图:9-3） 

 

 

 

 

 

 

 

 

 

在一块 25 米*25 米左右的场地内，四个边角设置 4 个 3 米*3 米的小区域。区域内

两组学生进行比赛。 

2.练习要求 

（1）进攻者将球带入任意一个角区，进入后迅速转身将球传给队友，即算得分。 

（2）不能进入边角区域抢球。 

3.练习要点 

（1）观察场上情况，寻找接应队友。 

（2）进入区域能快速转身。 

（3）运球失误后积极反抢，赢回球权。 

（四）整理区（5 分钟） 

1.放松与静力性拉伸。 

2.与学生一起讨论如何接球快速运球转身。 

3.表扬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 

六、课后作业 

1.反复练习更多接球转身动作。 

2.力量训练：侧板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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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课  足球运控球技术（运球变向） 
 

一、学习目标 

1.知道运球在比赛中的作用。 

2.提升发现空档的能力，并能快速运球向空档行进。 

3.敢于展示自己，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二、学习内容 

1.运球变向向空档； 

2.小场地比赛（4 对 4 或 5 对 5）。 

三、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变向时降低身体重心，用脚的不同部位触击足球向不同方向运动。 

难点：观察场地中出现的空档。 

四、场地与器材 

场地：足球场（或一块平整的场地）。 

器材：足球若干，多种颜色标志盘若干，2 种颜色的标志服若干，小足球门若干。 

五、学习步骤 

（一）整理区 

1.宣布本课学习内容，回顾上节课所学内容。 

2.强调及时、快速的发现场上空档。 

3.在比赛中能相互鼓励。 

（二）热身——运球找点（10 分钟） 

1.组织形式（图 10-1） 

 

 

 

 

 

 

 

 

 

在一个 20 米*20 米的区域内，放置多种颜色的标志盘（每种颜色的个数不超过练

习人数）。8 人一组，在一个区域内。 

2.练习要求 

（1）在场地中自由运球，相互避让。 

（2）听到信号后（教师讲出颜色），迅速运球到相应颜色的标志盘上停住。 

（3）每个标志盘只能站一人。 

3.练习要点 



  33

（1）迅速反应。 

（2）运球快速。 

4.拓展 

可以让学生从无球游戏开始，再进行有球练习。 

（三）主要内容（30 分钟） 

活动 1：运球变向向空档 

1.组织形式（图 10-2） 

 

 

 

 

 

 

 

 

 

在 30 米*30 米的区域内，中间设置 3 米*3 米的正方形。圆圈向外 12 米，放置一

个标志盘。8 人一组，四个外围的标志盘站两人，每人一球。 

2.练习要求 

（1）练习开始，每个点的第一人同时向正方形区域运球，进入区域后可从正方形

的任意一边运球出来。 

（2）每个边只能出来一个人，即如果刚有练习者从一边运球出来，那就必须换一

边运球出正方形。 

（3）有同伴回来后，下一人开始向正方形区域运球。 

3.练习要点 

（1）快进入正方形时，观察同伴情况，快速判断。 

（2）进入正方形时，减速并降低身体重心。 

（3）快速运球出正方形。 

4.技术动作提示 

（1）足球运动中运球变换的方向是 360 度全方位的，变向产生的核心是：用脚的

不同部位，触击球的不同位置。主要运用的部位依然是脚内侧、脚背外侧、脚底。 

（2）变向的选择是根据现实的情况来决定的，场地中空档位置的出现、面前防守

队员的行动、进攻队员的跑位，等多种因素综合，需要在瞬间做出快速的判断，并立

即采取行动。 

（3）资源拓展：足球教学-C 罗四个招牌性过人技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I4MDY2OTQ4.html?spm=a2h0j.8191423.module_bas

ic_relation.5~5!2~5~5!5~5~5~A 

活动 2：小场地比赛（4 对 4） 

1.组织形式（图: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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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块 30 米*25 米左右的场地内，两边底线各放置 2 个小足球门。区域内两组学

生进行比赛。 

2.练习要求 

（1）进攻者可进攻对方任意一个球门，球进即算得分。 

（2）大胆运用多种变向运球方法，主动变向寻找空档。 

3.练习要点 

（1）主动变向，保护足球。 

（2）思考如何在场上发现空档位置。 

（3）运球失误后积极反抢，赢回球权。 

（四）整理区（5 分钟） 

1.放松与静力性拉伸。 

2.与学生一起讨论如何在场上发现空档位置。 

3.表扬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 

六、课后作业 

1.反复练习运球时的抬头观察。 

2.力量练习：侧撑划船——侧板支撑的进阶，在侧板支撑的基础上，加上小幅度的

划船动作。关注划船动作的重复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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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课  足球传接球技术 
 

一、学习目标 

1.知道脚内侧和脚背外侧传球方法，以及在比赛中的作用。 

2.提升传球能力，能运用脚内侧、脚背外侧中部或中上部传出地滚球。 

3.相信队友，主动传球，相互鼓励，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二、学习内容 

1.抢圈； 

2.小场地多门比赛（4 对 4，或 5 对 5）。 

三、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小腿快速摆动，用脚内侧或脚背外侧击球后中部或后侧部。 

难点：传球的力度和准确性。 

四、场地与器材 

场地：足球场（或一块平整的场地）。 

器材：足球（1 人 1 球），标志盘若干，2 种颜色的标志服若干。 

五、学习步骤 

（一）整理区 

1.宣布本课学习内容，回顾上节课所学内容。 

2.强调当队友位置更好时，及时、主动传球。 

3.在比赛中能相互鼓励。 

（二）热身——移动交换球（10 分钟） 

1.组织形式（图 11-1） 

 

 

 

 

 

 

 

 

 

在一个 20 米*20 米的区域内，8 人一组，每人一球，在一个区域内。 

2.练习要求 

（1）在场地中自由运球，相互避让。 

（2）听到信号后（教师或小队长发出口令），两人进行交换足球。 

（3）交换方式课多样：脚内侧、脚背外侧、脚底、手等。交换人员可多样：同色

队服、不同色队服、相邻两人等等。 

3.练习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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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快速寻找目标。 

（2）传球准确。 

4.拓展 

学生手上抱一球，脚下控一球进行练习。 

（三）主要内容（30 分钟） 

活动 1：抢圈 

1.组织形式（图 11-2） 

 

 

 

 

 

 

 

 

 

 

在 15 米*15 米的区域内，4 人一组一个足球。 

2.练习要求 

（1）控球人最多触球两次。 

（2）防守队员触球或球出界，更换抢球人。 

（3）同伴之间相互呼应。 

3.练习要点 

（1）传球者利用脚内侧或脚背外侧进行传球，传球准备、力度适中。 

（2）接球者做好第一脚触球，为下一个动作做好准备。 

4.技术动作提示 

（1）脚内侧是指：大脚趾指根到脚底心周围的位置。脚内侧踢球与脚内侧停球是

同样的部位。此技术适合于短传，但现在足球运动中长传的地面渗透球也在运用此技

术。利用脚内侧踢球，可以准确地把球踢向瞄准的位置。 

（2）脚背外侧是指：小脚趾的脚心外围的位置。此技术动作幅度较小，所以在被

对手包围时或是球距离脚很近时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经常用于身边右侧有接应队友时

的传球，传出的球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 

（3）资源拓展：脚内侧踢球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xOTI3MDU0NA==.html?spm=a2h0k.8191407.0.0&fr

om=s1.8-1-1.2 

脚背外侧踢球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xOTQzNDU3Ng==.html?spm=a2h0k.8191407.0.0&fr

om=s1.8-1-1.2 

活动 2：小场地多门足球比赛（4 对 4 或 5 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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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形式（图:11-3） 

 

 

 

 

 

 

 

 

 

在一块 25 米*25 米左右的场地内，四边边线各放置 1 个小足球门。区域内两组学

生进行比赛。 

2.练习要求 

（1）进攻者传球 3 次后，方可进攻任意一个球门，球进即算得分。 

（2）队员间相互呼应，主动传球。 

3.练习要点 

（1）积极跑动，接应队友。 

（2）思考如何在场上制造出传球位置。 

（3）传球失误后积极反抢，赢回球权。 

（四）整理区（5 分钟） 

1.放松与静力性拉伸。 

2.与学生一起讨论如何在制造出传球位置。 

3.表扬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 

六、课后作业 

1.反复练习运球时的抬头观察，看队友位置传出足球。 

2.自学脚背内侧踢球和脚背正面踢球技术。 

3.力量训练：双腿臀桥——用收缩臀肌和腘绳肌来完成和保持这个姿势，不要靠伸

直腰椎完成。在最高点时用力呼气并收紧腹肌，坚持 5 秒。（图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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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课  足球传接球技术 
 

一、学习目标 

1.知道脚内侧和脚背外侧传球与接球的方法，以及在不同情境下的作用。 

2.提升传球能力，能运用脚内侧、脚背外侧快速传出地滚球。 

3.相信队友，主动传球，相互鼓励，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二、学习内容 

1.传球进门； 

2.小场地多门比赛（4 对 4，或 5 对 5）。 

三、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快速移动，接应同伴。 

难点：积极跑动中寻找传球位置。 

四、场地与器材 

场地：足球场（或一块平整的场地）。 

器材：足球（2 人 1 球），标志盘若干，3 种颜色的标志服若干。 

五、学习步骤 

（一）整理区 

1.宣布本课学习内容，回顾上节课所学内容。 

2.强调主动移动，接应队友，便于队友传球。 

3.在比赛中能相互鼓励。 

（二）热身——移动传球（10 分钟） 

1.组织形式（图 12-1） 

 

 

 

 

 

 

 

 

 

在一个 25 米*20 米的区域内，8 人一组，两人一球面对面相隔 4 米左右，在一个

区域内。 

2.练习要求 

（1）持球人向前传球给队友，同时前进；队友后退，同时将传来的球停在原地。 

（2）持球人向前传球给队友，同时前进；队友后退，同时将传来的球稍稍用力回

传给队友。 

（3）到对面后，两人交换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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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练习要点 

（1）传球和接球准确。 

（2）移动速度适中。 

（三）主要内容（30 分钟） 

活动 1：传球进门 

1.组织形式（图 12-2） 

 

 

 

 

 

 

 

 

在 20 米*20 米的区域内，放置 5 组间隔为 1.5 米的标志盘作为“小足球门”。12

人一组，3 个足球。6 人进攻，3 人防守，3 人在场地的任意 3 个边作为接引人。 

2.练习要求 

（1）进攻方传球进门，且队友接住，即算做得分。 

（2）防守队员抢下球后，快速交给接应队员；接应队员始终传球给进攻队员。 

（3）防守队员不能抢接应队员的脚下球。 

（4）一定时间后（例如 2 分钟）交换进攻队员。 

3.练习要点 

（1）传球者利用脚内侧或脚背外侧进行传球，传球准备、力度适中。 

（2）进攻者积极移动，增加传球的空间；防守者积极移动，不让球通过球门。 

4.拓展 

（1）防守者可以先不抢队员脚下球，只能去断传球。 

（2）可扩大场地，增加练习的人数，但进攻者的对数（或者防守者的人数）不能

超过“小足球门”的个数。 

4.技术动作提示 

（1）接球或停球时，在球触脚的瞬间必须轻柔地收脚来吸收球的冲击力。让股关

节和膝关节放松，轻缓地活动。 

（2）在接球或停球前，要考虑好下一脚球。即停球之前考虑清楚：接下来我要做

什么？队友在哪里？防守队员在哪里？准确快速的分析场上情况，再完成接球（或停

球）。 

（3）脚内侧停球用于停球在身体正面或停在开放位置（球在身体两侧），且停球

时间相对充裕；脚背外侧停球用于停球在身体开放位置，球停球时间相对少，或者来

球非惯用脚。 

（4）资源拓展：足球停球技术基本功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k2ODAxNTU2.html?spm=a2h0k.8191407.0.0&fr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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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2&f=28429642 

活动2：小场地多门足球比赛（4对4或5对5） 

1.组织形式（图:12-3） 

 

 

 

 

 

 

 

 

 

在一块 25 米*25 米左右的场地内，四边边线各放置 1 个小足球门。区域内两组学

生进行比赛。 

2.练习要求 

（1）进攻者传球 4 次后，方可进攻任意一个球门，球进即算得分。 

（2）队员间相互呼应，主动传球。 

3.练习要点 

（1）积极跑动，接应队友。 

（2）思考如何在场上制造出传球位置。 

（3）传球失误后积极反抢，赢回球权。 

（四）整理区（5 分钟） 

1.放松与静力性拉伸。 

2.与学生一起讨论如何在制造出传球位置。 

3.表扬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 

六、课后作业 

1.尝试练习两人行进（多个方向）中的传接球练习。 

2.力量训练：臀桥交替跨步——在静力臀桥练习的基础上加上小的交替跨步。（图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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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课  足球传接球技术 
 

一、学习目标 

1.知道移动中接球和移动中传球的比赛中的重要性。 

2.提升移动中传接球球能力，能在移动中运用脚内侧、脚背外侧进行传接球。 

3.相信队友，主动呼应，相互鼓励，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二、学习内容 

1.移动传球； 

2.小场地比赛（4 对 3，或 5 对 4）。 

三、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移动中正确的部位击球。 

难点：移动中踢球和接球时脚型的规定。 

四、场地与器材 

场地：足球场（或一块平整的场地）。 

器材：足球（2 人 1 球），标志盘若干，2 种颜色的标志服若干。 

五、学习步骤 

（一）整理区 

1.宣布本课学习内容，回顾上节课所学内容。 

2.强调两人相互呼应，观察队友的跑动方向和速度。 

3.在比赛中能相互鼓励。 

（二）热身——传球喊号（10 分钟） 

1.组织形式（图 13-1） 

 

 

 

 

 

 

 

在 18 米*18 米的区域内，用标志盘放置两组边长为 6 米左右的正方形区域。8 人

一组在一个区域，4 人在一个正方形内，编号为 1 到 4 号（自己决定自己的号码），一

个足球。 

2.练习要求 

（1）传球人任意将球传给一人，同时喊出任意一个号码（不要是接球人的号码）；

接球人在接球后快速传球给相应号码的人员。 

（2）完成一次计算得分。 

（3）在一定的时间内（例如 2 分钟），看哪组得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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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练习要点 

（1）集中注意力，迅速反应。 

（2）被叫到号的人可以主动呼应。 

4.拓展 

（1）两组队员（甚至多组）可以交换队友。 

（2）要求学生不停球。 

（3）接球者在传出球的同时，直接可以喊出下一个号码。 

（三）主要内容（30 分钟） 

活动 1：移动传球 

1.组织形式（图 13-2、13-3） 

 

 

 

 

 

 

 

 

 

在一个 20 米*20 米的区域内，放置间隔 6 米的标志盘。8 人一组在一个区域内，

两人一球面对面相隔 6 米左右。 

2.练习要求 

（1）持球人原地不动，向标志盘两侧传球；接球人快速移动，接球后将球快速传

回。（图 13-2） 

（2）持球人运球向标志盘两侧，一出标志盘传球给接引人；接球人跟随持球人的

移动，接球后将球快速传回。（图 13-3） 

（3）练习一定次数后，两人交换角色。 

3.练习要点 

（1）传球和接球准确，脚型固定。 

（2）移动快速。 

4.技术动作提示 

（1）根据距离和方向的不同，传球方式有所不同。也需要预判队友希望接到怎样

的传球，选择合适的传球方式。 

（2）根据情况，选择接球后的方向，为下一步动作做好准备。 

（3）资源拓展：足球移动多样传球训练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1MTg2MTc0MA==.html?spm=a2h0k.8191407.0.0&

from=s1.8-1-1.2&f=49715438 

活动 2：小场地比赛（4 对 3 或 5 对 4） 

1.组织形式（图: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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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块 25 米*25 米左右的场地内，两个边线各放置 1 个小足球门。区域内两组学

生进行比赛。设置一人为中间人，始终作为进攻方。 

2.练习要求 

（1）进攻者每次运球时不得 3 次触球。进攻对方小足球门，球进即算得分。 

（2）队员间相互呼应，主动传球。 

3.练习要点 

（1）积极跑动，接应队友。 

（2）思考如何在以多打少时，利用传球突破对方防线。 

（3）传球失误后积极反抢，赢回球权。 

（四）整理区（5 分钟） 

1.放松与静力性拉伸。 

2.与学生一起讨论如何在以多打少时，利用传球突破对方防线。 

3.表扬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 

六、课后作业 

1.尝试练习两人行进（多个方向）中的传球练习。 

2.力量训练：双肘四点支撑伸髋——双肘双膝支撑，单腿屈膝伸髋。在最高点位置

停 5 秒（根据能力可做 5×5 秒、6×5 秒、或 7×5 秒）。向心收缩时长呼一口气。（图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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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课  足球传接球技术 

（“二过一”战术） 
 

一、学习目标 

1.知道两人配合的基本战术方法，以及在比赛中的重要性。 

2.提升两人配合进攻战术，能在队友的帮助下完成传—跑—接的配合。 

3.信任队友，相互鼓励，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二、学习内容 

1.“二过一”战术； 

2.小场地比赛（4 对 3，或 5 对 4）。 

三、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主动靠近队友，传球向队友身前。 

难点：两人配合的传与跑时机。 

四、场地与器材 

场地：足球场（或一块平整的场地）。 

器材：足球（2 人 1 球），标志盘若干，2 种颜色的标志服若干。 

五、学习步骤 

（一）整理区 

1.宣布本课学习内容，回顾上节课所学内容。 

2.强调两人相互呼应，观察队友的跑动方向和速度。 

3.在比赛中能相互鼓励。 

（二）热身——传圈中人（10 分钟） 

1.组织形式（图 14-1） 

 

 

 

 

 

 

 

 

 

 

在 20 米*20 米的区域内，设置两个直径为 4 米和 16 米的同心圆。4 人在小圆圈内，

同队另 4 人在大圆圈外。2 人在两个圆之间进行防守。10 人一组在一个区域，4 个足球。 

2.练习要求 

（1）圈里（只能在圈内）和圈外（只能在圈外）的人进行传球，不要被防守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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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在两个圆之间）断球。 

（2）两名队友不能进行连续传球，要去寻找另一位传球队友。 

（3）内外圈交换、防守队员交换。 

3.练习要点 

（1）快速移动，相互呼应。 

（2）传球与接球的质量。 

4.拓展 

增加防守者的人数。 

（三）主要内容（30 分钟） 

活动 1：移动传球 

1.组织形式（图 14-2） 

 

 

 

 

 

 

 

 

 

在一个 30 米*30 米的区域内，放置多个标志盘。8 人一组在一个区域内，两人一

球。 

2.练习要求 

（1）持球人运球向标志盘靠近，快要靠近标志盘时，接球人快速移动靠近持球人。

持球人在距离标志盘 1.5 米—2 米左右，传球给接应队友并继续向前跑动；接应队友接

球，快速将球传向跑动队友身前。 

（2）练习一定次数后，两人交换角色。 

3.练习要点 

（1）传球时机把握准确。 

（2）传球的速度能结合队友的跑速。 

（3）传球向队友身前。 

4.拓展 

（1）加快两人配合传跑的速度。 

（2）接应者不停球。 

5.技术动作提示 

（1）做“墙”的队友面对队友运球的方向。 

（2）以地面球为主，方便队友的接球。 

（3）资源拓展：少儿足球传球训练之二过一传球训练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zNjE5ODAyNA==.html?spm=a2h0k.8191407.0.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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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s1.8-1-1.2 

活动2：小场地比赛（4对3或5对4） 

1.组织形式（图:14-3） 

 

 

 

 

 

 

 

 

在一块 25 米*25 米左右的场地内，两个边线各放置 1 个小足球门。区域内两组学

生进行比赛。设置一人为中间人，始终作为进攻方。 

2.练习要求 

（1）进攻者每次运球时不得 3 次触球。进攻对方小足球门，球进即算得分。 

（2）队员间相互呼应，主动传球。 

3.练习要点 

（1）积极跑动，接应队友。 

（2）思考如何在以多打少时，利用传球突破对方防线。 

（3）传球失误后积极反抢，赢回球权。 

（四）整理区（5 分钟） 

1.放松与静力性拉伸。 

2.与学生一起讨论如何在以多打少时，利用传球突破对方防线。 

3.表扬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 

六、课后作业 

1.三人合作行进“二过一”的传接配合练习。 

2.力量训练：四点支撑对侧交替抬起——在四线支撑伸髋的基础上加上手臂和腿部

的交替动作。强调不要用腰椎的伸展来代偿髋关节的伸展。在最高点位置停 5 秒（根

据能力可做 5×5 秒、6×5 秒、或 7×5 秒）。向心收缩时长呼一口气。（图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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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课  足球传接球技术 

（“二过一”战术） 
 

一、学习目标 

1.知道多种两人配合的基本战术方法，以及在比赛中的重要性。 

2.提升两人配合进攻战术，能主动和队友完成“二过一”的配合。 

3.信任队友，相互鼓励，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二、学习内容 

1.“二过一”战术； 

2.小场地比赛（4 对 4 加接应者）。 

三、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主动靠近队友，传球向队友身前。 

难点：两人配合的传与跑时机。 

四、场地与器材 

场地：足球场（或一块平整的场地）。 

器材：足球若干，呼啦圈若干，标志盘若干，3 种颜色的标志服若干，小足球门若

干。 

五、学习步骤 

（一）整理区 

1.宣布本课学习内容，回顾上节课所学内容。 

2.强调两人相互呼应，主动观察队友的跑动方向和速度。 

3.在比赛中能相互鼓励。 

（二）热身——传圈中人（10 分钟） 

1.组织形式（图 15-1） 

 

 

 

 

 

 

 

 

在 18 米*10 米的区域内，设置左右距离为 15 米左右、上下距离分别为 4 米标志盘，

形成三条平行的“线段”。每组“线段”上站 4 人。12 人一组在一个区域，4 个足球。 

2.练习要求 

（1）第 1 组同学和第 3 组同学之间相互传球；第 2 组同学在中间进行阻断。 

（2）所有人只能在线上进行移动，且必须传球高度不得高于一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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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定时间后，交换攻防的位置。 

3.练习要点 

（1）左右移动，发现传球空档。 

（2）提高接球的质量。 

（三）主要内容（30 分钟） 

活动 1：“二过一”传球 

1.组织形式（图 15-2） 

 

 

 

 

 

 

 

 

 

 

在一个 30 米*30 米的区域内，放置多个多色呼啦圈。8 人一组在一个区域内，两

人一球。 

2.练习要求 

（1）场地中的队员可自由组合，完成“斜传直插二过一”配合。 

（2）根据颜色的不同，在面对相应的颜色标志盘时，完成特定的“二过一”配合。

（例如，“直传斜插”“回传后直插/斜插”等） 

3.练习要点 

（1）配合形成默契。 

（2）传球的速度能结合队友的跑速。 

（3）传球向队友身前。 

4.拓展 

（1）加快两人配合传跑的速度。 

（2）接应者不停球。 

5.技术动作提示 

（1）“二过一”战术的方式有多种，需要根据场上的情况灵活运用，也需要队友

之间形成默契的传跑配合。“二过一”战术主要形式：斜传直插二过一、直传斜插二

过一、踢墙式二过一、交叉掩护二过一、回传反切二过一，等。 

（2）资源拓展：【STR 足球教学】二过一教学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zMDM1NjY0.html?spm=a2h0k.8191407.0.0&from=

s1.8-1-1.2&f=26516214 

活动 2：小场地比赛（4 对 4 加接应人） 

1.组织形式（图: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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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块 30 米*30 米左右的场地内，两个边线各放置 1 个小足球门。区域内两组学

生进行比赛。12 人为一组，在一个区域内。场地边设置 4 人为中间人，始终作为进攻

方的接应者。 

2.练习要求 

（1）进攻者每次运球时不得 3 次触球。进攻对方小足球门，球进即算得分。 

（2）可以传球给接应者。 

（3）不能抢劫接应者的脚下球，只能断传球路线。 

3.练习要点 

（1）积极跑动，主动形成“二过一”的局面。 

（2）思考如何利用人多优势形成传球的突破。 

（3）传球失误后积极反抢，赢回球权。 

（四）整理区（5 分钟） 

1.放松与静力性拉伸。 

2.与学生一起讨论如何利用局部人员优势，利用传球突破对方防线。 

3.表扬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 

六、课后作业 

1.反复练习多种“二过一”传接配合。 

2.力量训练：直腿坐仰卧起坐。2 到 3 组，每组 10 个。进阶式的方法为：双手交

叉与胸前；双手握哑铃片于胸前前伸。 

 

 

 

 

 

 

 

 

 



  50

第16课  足球射门技术 
 

一、学习目标 

1.知道射门在比赛中的重要意义。 

2.提高射门的准确性，能运用脚的不同部位完成射门。 

3.大胆展示，相互鼓励，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二、学习内容 

1.运球射门； 

2.追逐射门者（1 对 1）； 

3.小场地多球门比赛（4 对 4）。 

三、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最后一步跨步支撑，小腿快速摆动，击球后中部。 

难点：击球时的身体姿态。 

四、场地与器材 

场地：足球场（或一块平整的场地）。 

器材：足球若干，标志盘若干，小足球门若干，2 种颜色的标志服若干。 

五、学习步骤 

（一）整理区 

1.宣布本课学习内容，回顾上节课所学内容。 

2.强调射门时对脚法和身体姿态的控制。 

3.在比赛中能相互鼓励。 

（二）热身——射门积分（10 分钟） 

1.组织形式（图 16-1） 

 

 

 

 

 

 

 

 

 

在 15 米*8 米的区域内，设置两个错开的足球门。从门线前向后分别放置距离为 6

米、9 米、12 米的三个标志盘作为射门点。8 人一组在一个区域，每人一个足球。 

2.练习要求 

（1）从 1 号（1 分）点开始以此进行射门，完成之后再到 2 号（2 分）点，依次

循环。几号点进球就得到相应的分值。 

（2）所有人只能在点上射门，一人射门完成之后，第二人才可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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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用教师要求的脚法。 

3.练习要点 

（1）击球部位准确。 

（2）击球点准确。 

（3）击球的力量适中。 

4.拓展 

（1）固定每人踢在每个点踢球次数，最后计算团队得分。 

（2）在规定时间内，看哪组得到的分数高。 

（三）主要内容（30 分钟） 

活动 1：运球射门 

1.组织形式（图 16-2） 

 

 

 

 

 

 

 

 

 

在一个 30 米*18 米的区域内，两边各放置相聚 3 米的小足球门。场地中间放置间

隔 5 米的标志盘。标志盘距离小球门 12 米。8 人一组在一个区域内，每人一球。 

2.练习要求 

（1）从一个标志盘一侧出发直线运球向前，在到达另一个标志盘侧时进行射门。 

（2）用教师规定的脚法，踢出地滚球。 

3.练习要点 

（1）射门时身体重心前压。 

（2）运球和射门衔接快速。 

4.拓展 

（1）加快运球的速度。 

（2）射门有力。 

5.技术动作提示 

（1）以能够提出强劲线路射门为目标。射门时，双手保持平衡，轴心脚站位支撑，

摆腿快速，脚踝绷紧。瞄准球路（守门员的空档位置），蓄力将球踢出。 

（2）资源拓展：如何大力射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3NTcxODYyOA==.html?spm=a2h0k.8191407.0.0&f

rom=s1.8-1-1.2&f=51341828 

秀脚法 上演花式射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wODExOTMxNg==.html?spm=a2h0k.8191407.0.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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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s1.8-1-1.2 

活动 2：追逐射门者（1 对 1） 

1.组织形式（图:16-3） 

 

 

 

 

 

 

 

 

 

在一块 30 米*18 米左右的场地内，一个边线放置 3 个小足球门，两边的分值为 2

分，中间为 1 分。区域内距离中间球门线 12 米、22 米、25 米分别放置 3 个标志盘。8

人在一个区域内，分两组学生进行比赛。中间的球门的门线。 

2.练习要求 

（1）进攻者（红队）从 22 米处运球直线向前运球，在 12 米处进行射门；进攻者

一旦开始运球，防守者（蓝队）从 25 米处追击。 

（2）球进不同的门，得到相应的分值。 

3.练习要点 

（1）快速启动，运球直线快速向前。 

（2）防守者给予进攻者压力。 

活动 3：小场地比赛（4 对 4） 

1.组织形式（图:16-4） 

 

 

 

 

 

 

 

 

在一块 30 米*25 米左右的场地内，两边底线各放置 2 个小足球门。区域内两组学

生进行比赛。 

2.练习要求 

（1）进攻者可进攻对方任意一个球门，球进即算得分。 

（2）发现空档，快速射门。 

3.练习要点 

（1）主动寻求射门的机会。 

（2）思考如何在场上制造射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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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失误后积极反抢，赢回球权。 

（四）整理区（5 分钟） 

1.放松与静力性拉伸。 

2.与学生一起讨论如何在场上制造射门空间。 

3.表扬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 

六、课后作业 

1.继续练习多种脚法的固定点射门练习。 

2.力量训练：土耳其起立——学生仰卧姿势，一只手臂向上伸直，手握壶铃。同侧

的腿弯曲，脚平放在地板上。对侧的腿伸直，并外展 20—30 度左右。可做四分之一起

立、半起立、全起立。每侧做 3 次—4 次，后续进阶课加多次数。（图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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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课  足球射门技术 
 

一、学习目标 

1.知道射门在比赛中的重要意义。 

2.提高运动中射门的准确性，能运用脚的不同部位进行射门。 

3.大敢展示，不埋怨队友，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二、学习内容 

1.运球射门； 

2.阻击射门者（1 对 1）； 

3.小场地比赛（4 对 4）。 

三、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最后一步跨步支撑，小腿快速摆动，击球后中部。 

难点：击球时的身体姿态。 

四、场地与器材 

场地：足球场（或一块平整的场地）。 

器材：足球若干，标志盘若干，大足球门，2 种颜色的标志服若干。 

五、学习步骤 

（一）整理区 

1.宣布本课学习内容，回顾上节课所学内容。 

2.强调射门时对脚法和身体姿态的控制。 

3.在比赛中能相互鼓励。 

（二）热身——射门积分（10 分钟） 

1.组织形式（图 17-1） 

 

 

 

 

 

 

 

 

 

 

 

在 25 米*12 米的区域内，用足球标志地贴设置 8 个 2 米宽的“小足球门”，“小

足球门”左右间距 3 米，上下间距 8 米。8 人一组在一个区域，两人一球。 

2.练习要求 

（1）队员之间在“小足球门”内相互传球进门，且只能传球给对面无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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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球进面对面的“小足球门”得 1 分，进斜对面的“小足球门”得 2 分。 

（3）规定时间内，看个人的得分，或者看团队的得分。 

3.练习要点 

（1）观察场上情况，快速传球。 

（2）击球点准确、击球部位准确、击球的力量适中。 

（三）主要内容（30 分钟） 

活动 1：运球射门 

1.组织形式（图 17-2） 

 

 

 

 

 

 

 

 

 

在一个 35 米*15 米的区域内，两边各放置大足球门。场地中间放置间隔 6 米的标

志盘。标志盘距离小球门 12 米。8 人一组在一个区域内，每人一球。 

2.练习要求 

（1）两组第一人同时从标志盘出发面对面运球，接近 2 米距离时，快速向右侧（或

左侧）变向，经过另一个标志盘时快速射门。 

（2）射门能主动发力。 

3.练习要点 

（1）射门时身体重心前压。 

（2）快速摆动击球腿。 

4.拓展 

（1）不规定变向的方向，两人相遇变向时能观察队手的行动，向他的反方向运球。 

（2）多种脚法大力射门。 

5.技术动作提示 

（1）对方防守队员和守门员的位置都是在不断移动的，且在足球比赛身体对抗中，

自己的射门姿势也不可能总是准备得非常完美。应对不同的情况来改变踢球的方法，

就能提高射门的成功率。例如，脚内侧射门能踢出线路精准的射门；脚背内侧射门能

踢出具有内旋弧线的射门；脚背正面射门能踢出强劲有力的直线射门。 

（2）资源拓展： 

带球变向摆脱射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A2NDgyMDYw.html?spm=a2h0k.8191407.0.0&from=

s1.8-1-1.2&f=51465069 

天下足球! 梅西的精彩运球技术 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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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1NzU1ODQxMg==.html?spm=a2h0k.8191407.0.0&f

rom=s1.8-1-1.2 

活动 2：阻击射门者（1 对 1） 

1.组织形式（图:17-3） 

 

 

 

 

 

 

 

 

 

 

 

 

 

在一块 35 米*15 米区域内，球门线后 30 米外放置标志盘作为出发点；球门两侧 5
米处分别放置 1 个标志盘作为返回点。8 人在一个区域内，每人一球。 

2.练习要求 
（1）第一人运球射门后，快速绕黄色标志盘返回作为防守者。 
（2）后一人只要前面一完成，就从红色标志点出发，在防守者到位前快速射门。 
3.练习要点 
（1）反应敏捷，行动快速。 
（2）找准射门的时机。 
4.拓展 
（1）进攻者必须进入一定的区域才可以射门。 
（2）防守者积极上抢。 

活动 3：小场地比赛（4 对 4） 
1.组织形式（图:17-4） 

 
 
 
 
 
 
 
 
 
 

在一块 35 米*25 米左右的场地内，两边底线各放置 2 个足球门。10 人一组，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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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学生进行比赛。 
2.练习要求 
（1）进攻者进攻对方球门，球进即算得分。 
（2）发现空档，快速射门。 
3.练习要点 
（1）主动寻求射门的机会。 
（2）思考如何在场上制造射门空间。 
（3）失误后积极反抢，赢回球权。 
（四）整理区（5 分钟） 
1.放松与静力性拉伸。 
2.与学生一起讨论如何在场上制造射门空间。 
3.表扬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 
六、课后作业 
1.继续加强运球射门练习。 
2.力量训练：高脚杯式深蹲——手持哑铃上端要接触到胸骨和锁骨，而下端则保

持与下胸骨或剑突的接触。（图 17-5） 
壶铃相扑式硬拉——采用下蹲姿势臀部一直向后坐，直到壶柄在可触及的范围内

就能抓住。背阔肌和下斜方肌发力，把壶铃提起。（图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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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课  足球防守技术（个人防守） 
 

一、学习目标 

1.知道个人防守在比赛中的重要意义。 

2.提高个人防守能力，能在防守时降低重心，主动压迫对手。 

3.积极主动，敢于挑战对手。 

二、学习内容 

1.防守移动； 

2.小场地比赛（多对少）； 

3.小场地比赛（5 对 5）。 

三、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降低身体重心，半侧身面对持球人。 

难点：降低身体重心保持半侧身的时机。 

四、场地与器材 

场地：足球场（或一块平整的场地）。 

器材：足球若干，足球门，3 种颜色的标志服若干。 

五、学习步骤 

（一）整理区 

1.宣布本课学习内容，回顾上节课所学内容。 

2.强调防守时的身体姿态。 

3.在比赛中能相互鼓励。 

（二）热身——“抓尾巴”（10 分钟） 

1.组织形式（图 18-1） 

 
 
 
 
 
 
 
 
 
 

在 15 米*15 米的区域内，10 人一组，每人一件身后夹一件标志服。 

2.练习要求 

（1）一人为追逐者，其扯下其他人身后的标志服。 

（2）被扯下标志服的人变成追逐者，一起追赶其他人。 

（3）当追逐者扯下第二个人后，立刻出场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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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练习要点 

（1）观察场上情况，快速追击。 

（2）多利用急停快速变向。 

（三）主要内容（30 分钟） 

活动 1：运球射门 

1.组织形式（图 18-2） 

 
 
 
 
 
 
 
 
 

在一个 12 米*20 米的区域内，6 人一组在一个，三人一球。 

2.练习要求 

（1）两人距离 3 米左右进行传接球，一人跟随球的转移，快速移动到持球者的面

前。 

（2）当接球人停稳足球时，防守者立刻降低重心半侧身面对持球人。同时也可保

持继续前压的态势。 

（3）传球球速始终，让防守者可以跟上足球。 

3.练习要点 

（1）传球向前推进不要太快。 

（2）防守者要快速移动，看准时机降低重心。 

4.拓展 

（1）增加传球人之间的间距。 

（2）稍稍加快传球的节奏。 

5.技术动作提示 

（1）防守队员在防守时应双腿打开、重心降低，做出拦截的姿态。切忌在对方已

经控制足球的情况下，不能盲目冲上去进行抢断，要等进攻队员继续向前进行推进的

时候，让足球慢慢的逼近过来，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果断的上抢，断下或者是破坏足

球。或者在进攻队员前进时，防守队员降低重心的慢慢后退，等到距离合适时果断上

抢。 

（2）要有主动压迫的意识，逼迫进攻队员向自己的有利防守的一侧去移动。 

（3）资源拓展：足球的另一种美! 卡纳瓦罗和马尔蒂尼演绎足球防守的精髓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5ODI4MTQ4MA==.html?spm=a2h0k.8191407.0.0&f

rom=s1.8-1-1.2 

足球教程: 如何进行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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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3MjY3ODY0MA==.html?spm=a2h0k.8191407.0.0&

from=s1.8-1-1.2&f=51088301 

活动2：阻击射门者（1对1） 

1.组织形式（图:18-3） 

 
 
 
 
 
 
 
 
 

在一块 30 米*25 米区域内，10 人在一个区域内分成两队进行比赛，球门后可多准

备些足球。 

2.练习要求 

（1）红队两人进攻，蓝队 1 人防守。两边各有 1 名守门员。 

（2）蓝队如果断球后，也可向红队球门进攻。 

（3）每一次进攻完成（球出界或者进门）后，攻守双方立刻增加一人参与比赛。

只到三次进攻完成（即红队 4 人进攻，蓝队 3 人防守），并计算进球数。 

（4）红蓝两队交换攻守关系。也可以更换守门员。 

（5）各完成一次进攻后，比较两队进球数。 

3.练习要点 

（1）防守者快速移动。 

（2）找准射门的时机。 

4.拓展 

（1）进攻者必须传球移动次数后（例如 3 次）才可以射门。 

（2）要求出现空档快速射门，在一定时间内，双方完成连续完成多轮。 

活动 3：小场地比赛（5 对 5） 

1.组织形式（图:18-4） 

 
 
 
 
 
 
 
 
 

在一块 35 米*30 米左右的场地内，两边底线各放置 2 个足球门。10 人一组，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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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进行比赛。 

2.练习要求 

（1）进攻者进攻对方球门，球进即算得分。 

（2）做好个人的防守，不轻易被人突破。 

（3）传球快速，移动快速。 

3.练习要点 

（1）靠近持球者的防守者主动上前逼抢。 

（2）思考如何做好个人防守。 

（四）整理区（5 分钟） 

1.放松与静力性拉伸。 

2.与学生一起讨论如何做好个人防守。 

3.表扬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 

六、课后作业 

1.加强快速转身跑的能力。例如，听信号转身跑。 

2.力量训练：后退抬高分腿蹲——抬高的脚面放在圆台上，可以从自重练习开始，

循环练习 8 次—12 次，再逐渐加上手持壶铃练习。（图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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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课  足球防守技术（两人协防） 
 

一、学习目标 

1.知道两人协防在比赛中的重要意义。 

2.提高两人协作防守的能力，能做到一人主动压迫对手，一个在其身后形成保护。 

3.相互协作、相互鼓励，敢于挑战对手。 

二、学习内容 

1.两人协同防守移动； 

2.小场地比赛（2 防 3）； 

3.小场地比赛（5 对 5）。 

三、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协同防守的站位位置。 

难点：协同防守时保持合理的距离。 

四、场地与器材 

场地：足球场（或一块平整的场地）。 

器材：足球若干，呼啦圈若干，足球门，2 种颜色的标志服若干。 

五、学习步骤 

（一）整理区 

1.宣布本课学习内容，回顾上节课所学内容。 

2.强调协同防守时两人的距离和位置。 

3.在比赛中能相互鼓励、敢于挑战。 

（二）热身——“连体人”追击“连体人”（10 分钟） 

1.组织形式（图 19-1） 

 
 
 
 
 
 
 
 

在 15 米*15 米的区域内放置两个呼啦圈，10 人一组，两两结对手拉手。 

2.练习要求 

（1）其中两人去追击其他人，追到轻触对手即为追到成功。 

（2）被追到的“连体人”或者中间手松开的“连体人”，立刻与原来追击的“连

体人”互换角色。 

（3）呼啦圈为安全区，两人进入后追击者就不能再触碰。 

3.练习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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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察场上情况，协同移动。 

（2）两人始终保持相互沟通。 

（三）主要内容（30 分钟） 

活动 1：协同移动防守 

1.组织形式（图 19-2） 

 
 
 
 
 
 
 
 
 

在一个 15 米*15 米的区域内，16 人一组分成四组，四人一球。 

2.练习要求 

（1）红队两人相距 5 米—6 米，进行原地传球。 

（2）蓝队一人积极靠近红队持球人，蓝队另一人在其侧后方进行保护，同时要兼

顾红队无球人。 

（3）红队传球时，原来蓝队逼抢者快速后退变成协防者，原来协防者积极上抢。

当红队接球人接球后，立即降低身体重心侧身面对持球人。 

（4）练习一定时间后，红蓝两队互换角色。 

3.练习要点 

（1）持球人适当控球一段时间后再传球。 

（2）防守者要快速移动，看准时机降低重心。 

4.拓展 

加快传球的节奏。 

5.技术动作提示 

（1）协防就是协助防守，当一对一防守被对方突破时，队友过来协助防守。通常

在面对的对手运球突破能力很强时，需要队友的协防；在本方的危险区域需要形成协

防；有时在对手断球，本方快速高位逼抢时，也会形成协防（也能叫夹抢）。 

（2）资源拓展：专业分析布教授作用及防守技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2MDYwOTU4OA==.html?spm=a2h0j.8191423.mod

ule_basic_relation.5~5!2~5~5!5~5~5~A 

活动 2：阻击射门者（1 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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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形式（图:19-3） 

 
 
 
 
 
 
 
 
 
 

在一块 20 米*15 米区域内，10 人在一个区域内分成两队进行比赛，球门后可多准

备些足球。 

2.练习要求 

（1）红队三人进攻，蓝队两人防守。两边各有 1 名守门员。 

（2）蓝队如果断球后，也可向红队球门进攻。 

（3）每一次进攻完成（球出界或者进门）后，攻守双方立刻互换攻守。红队下两

人，另一在球门后的队员参与防守；蓝队下一人，上两人参与进攻。也可以更换守门

员。 

（4）进行一段时间后，比较两队进球数。 

3.练习要点 

（1）对持球人进行压迫防守。 

（2）对有威胁的无球人，采用协同防守。 

活动 3：小场地比赛（5 对 5） 

1.组织形式（图:19-4） 

 
 
 
 
 
 
 
 
 

 

在一块 35 米*25 米左右的场地内，两边底线各放置 2 个足球门。10 人一组，分两

组进行比赛。 

2.练习要求 

（1）进攻者进攻对方球门，球进即算得分。 

（2）防守队员之间形成两两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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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球快速，移动快速。 

3.练习要点 

（1）靠近持球者的防守者主动上前逼抢。 

（2）思考如何做好两人的协同防守。 

（四）整理区（5 分钟） 

1.放松与静力性拉伸。 

2.与学生一起讨论如何做好两人的协同防守。 

3.表扬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 

六、课后作业 

1.加强快速侧身启动的能力。例如，侧滑步练习。 

2.力量训练：单脚深蹲——站在跳箱或长凳上，双手拿着一对 2.5 公斤的哑铃。下

蹲到大腿平行于地面的位置。专注于将重心保持在脚跟，一减少脚踝的移动，并且在

下蹲到最低位置时避免膝关节超过脚尖。下蹲时从膝关节屈曲开始，而不是从脚踝开

始。每条腿的练习不要少于 5 次。（图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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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课  足球防守技术（三人防守） 
 

一、学习目标 

1.知道三人协防在比赛中的重要意义。 

2.提高三人协作防守的能力，能做到一人主动压迫驱赶持球者，另两人切断其传球

线路。 

3.相互协作、相互鼓励，敢于挑战对手。 

二、学习内容 

1.三人协同防守移动（平行）； 

2.三人协同防守移动（边角）； 

3.小场地比赛（5 对 5）。 

三、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协同防守的站位位置。 

难点：协同防守时保持合理的距离。 

四、场地与器材 

场地：足球场（或一块平整的场地）。 

器材：足球若干，足球门，标志盘若干 2 种颜色的标志服若干。 

五、学习步骤 

（一）整理区 

1.宣布本课学习内容，回顾上节课所学内容。 

2.强调协同防守时两人的距离和位置。 

3.在比赛中能相互鼓励、敢于挑战。 

（二）热身——“封锁线”（10 分钟） 

1.组织形式（图 20-1） 

 
 
 
 
 
 

在 15 米*10 米的区域中间放置四个标志盘，标志盘前后间隔 10 米。9 人一组，中

间形成“封锁线”的三人手拉手。 

2.练习要求 

（1）当红队进入标志盘区域，“封锁”者去阻拦、追击，轻触红队队员。红队出

区域、或被碰触到一人，蓝队可得 1 分。 

（2）更换“封锁线”的人员。 

（3）看哪组得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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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练习要点 

（1）观察场上情况，三人协同移动。 

（2）三人始终保持相互沟通。 

（三）主要内容（30 分钟） 

活动 1：三人协同防守移动（平行） 

1.组织形式（图 20-2） 

 
 

 
 
 
 
 
 
 

在一个 15 米*8 米的区域内，6 人一组一个球。红队为持球平行站位，相互间隔 5

米—6 米。蓝队一人对应红队一人，面对面站立。 

2.练习要求 

（1）红队原地传球。当球传到某一红色队员脚下，队员号的蓝队队员快速上前逼

迫。另外两人快速移动，形成协防保护。（例如，球到红队 2 号脚下，蓝队 2 号上前

逼迫，蓝队 1 号、3 号向中间侧后方形成保护。） 

（2）练习一定时间后，红蓝两队互换角色。 

3.练习要点 

（1）持球人适当控球一段时间后再传球。 

（2）防守者要快速移动，看准时机降低重心。 

4.拓展 

加快传球的节奏。 

5.技术动作提示 

（1）首先做好相互补位，其次实施围抢，防守一方利用人数上的相对优势（通常

是两三个队员）同时围堵对方的持球队员，以求在短暂时间内达到抢断或破坏对方的

目的。 

（2）将区域防守和盯人防守进行结合。 

区域防守： 

（2）资源拓展：足球比赛中的防守战术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wMTQ2MzI=.html?spm=a2h0j.8191423.module_bas

ic_relation.5~5!2~5~5!11~5~5~A 

活动 2：阻击射门者（1 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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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形式（图:19-3） 

 
 
 

 
 
 
 
 
 
 

在一块 10 米*10 米区域内，7 人在一个区域内一个足球。红队站在场地四角原地

传球（可用手来传球），蓝队移动协同防守。 

2.练习要求 

（1）红队一人持球后，蓝队靠近持球人的防守者快速阻断回传的线路，并对其逼

迫；蓝队另两人，分别阻断其想对角和边路队友传球的路线。 

（2）进行一段时间后，交换防守队员。 

3.练习要点 

（1）持球人稍稍停球一些时间。（红队可以用手进行传接） 

（2）对持球人进行压迫防守。 

（3）阻断其传球的线路。 

4.拓展 

（1）稍稍加快传球的节奏。 

（2）防守者加强逼抢的力度。 

活动 3：小场地比赛（5 对 5） 

1.组织形式（图:20-4） 

 
 
 
 
 
 
 
 
 

在一块 35 米*30 米左右的场地内，两边底线各放置 2 个足球门。10 人一组，分两

组进行比赛。 

2.练习要求 

（1）进攻者进攻对方球门，球进即算得分。 

（2）三人之间形成驱赶、逼抢、阻断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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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球快速，移动快速。 

3.练习要点 

（1）靠近持球者的防守者主动上前驱赶。 

（2）思考如何做好三人的协同防守。 

（四）整理区（5 分钟） 

1.放松与静力性拉伸。 

2.与学生一起讨论如何做好三人的协同防守。 

3.表扬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 

六、课后作业 

1.尝试身体对抗的能力。例如，两人的肩对肩的互撞练习。 

2.力量训练：单腿支腿硬拉——单脚站立，膝关节弯曲 10—20 度左右。支撑脚对

侧的手握住一个壶铃或者哑铃。从髋关节开始前倾，同时向后抬起自由腿，腿抬起后

要与躯干呈一条直线。做到从头到脚是一个完整的移动长条。单脚做 2—3 组，每组 5

—10 个。（图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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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课  足球身体对抗技术 
 

一、学习目标 

1.知道身体合理对抗的方法，以及在比赛中的重要意义。 

2.提高自己身体对抗的能力，能用肩部与对手进行合理冲撞。 

3.勇敢果断，敢于挑战对手。 

二、学习内容 

1.对抗摆脱防守； 

2.对抗抢夺球权； 

3.小场地比赛（4 对 4）。 

三、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降低身体重心、蹬地跨步用力，用肩部进行对抗冲撞。 

难点：对抗冲撞的用力。 

四、场地与器材 

场地：足球场（或一块平整的场地）。 

器材：足球若干，足球门，2 种颜色的标志服若干。 

五、学习步骤 

（一）整理区 

1.宣布本课学习内容，回顾上节课所学内容。 

2.强调对抗冲撞时，降低重心、蹬地跨步，用肩部的进行对抗。 

3.在比赛中能勇敢果断、敢于挑战。 

（二）热身——“守护宝石”（10 分钟） 

1.组织形式（图 21-1） 

 
 

 
 
 
 
 
 
 

在 15 米*15 米的区域内，8 人一组 4 个足球，两两对抗。 

2.练习要求 

（1）将足球停放在地上，蓝队队员用身体保护足球不被碰到。 

（2）一定时间后（例如，30 秒），红蓝交换角色。 

3.练习要点 

（1）观察对手位置，不断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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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半侧身用肩部顶住对手，或用后背阻隔对手。 

4.拓展 

在小范围内（例如，3 米直径的圆内），进行控球保护足球。 

（三）主要内容（30 分钟） 

活动 1：对抗摆脱防守 

1.组织形式（图:21-2） 

 
 
 
 
 
 
 
 
 
 

在一块 20 米*15 米区域内，8 人在一个区域内。场地中一人传球、一人守门、两

人进行对抗练习。其他人员在球门边，等待练习。场地中多摆放些足球。 

2.练习要求 

（1）蓝队和红队各一人，红队贴身防守。蓝队队员降低重心向后主动挤靠红队队

员后，迅速摆脱，向传球人跑动。传球人看蓝队队员一启动，迅速传球。 

（2）蓝队队员持球后可运球射门。 

（3）完成射门、或被防守破坏后，进攻人快速去充当守门员，防守人快速去场地

中间传球。球门后等待的队员上场进行练习。 

3.练习要点 

（1）摆脱防守拿球前，主动挤靠防守者。 

（2）接球后迅速采取进攻行动。 

4.拓展 

防守者加强防守的力度。 

5.技术动作提示 

（1）抢球时进行合理冲撞。球在双方都有可能抢到的情况下，可以用肩部做适当

的、不带危险性的动作冲撞对方肩部。肩部是指肩至肘关节的部分，也就是大臂，进

行冲撞时，上臂不能张开，必须靠拢上体，绝不能用肘冲撞。 

（2）保护球时，合理利用身体，将球与防守队员阻隔。 

（3）资源拓展：如何合理的运用身体护球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zNTUxNzU0OA==.html?spm=a2h0k.8191407.0.0&fr

om=s1.8-1-1.2&f=49566778 

如何进行身体对抗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4MDcyMjcyNA==.html?spm=a2h0k.8191407.0.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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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s1.8-1-1.2&f=50250186 

活动2：对抗抢夺球权 

1.组织形式（图 21-3） 

 
 
 
 
 
 
 
 
 

在一个 30 米*15 米的区域内距离球门 28 米处放置两个间隔 6 米的标志盘，8 人一

组，分两队在标志盘后等待。场地中多摆放些足球。 

2.练习要求 

（1）等待的一人传球（直线向球门），球一出，红蓝两队第一人迅速向足球跑出

争夺足球。 

（2）获得球权的队员快速完成射门。 

3.练习要点 

（1）练习的两人速度相近。 

（2）在相遇时主动进行身体对抗。 

（3）传出的球力量适中，不需要太快。 

活动 3：小场地比赛（4 对 4） 

1.组织形式（图:21-4） 

 
 
 
 
 
 
 
 
 

在一块 35 米*30 米左右的场地内，两边底线各放置 2 个足球门。10 人一组，分两

组进行比赛。 

2.练习要求 

（1）进攻者进攻对方球门，球进即算得分。 

（2）主动进行身体对抗。 

（3）传球快速，移动快速。 

3.练习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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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抗时降低身体重心。 

（2）思考何时需要身体对抗。 

（四）整理区（5 分钟） 

1.放松与静力性拉伸。 

2.与学生一起讨论何时需要身体对抗。 

3.表扬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 

六、课后作业 

1.继续与同伴进行身体对抗的练习。例如，慢跑中撞肩。 

2.力量练习：单腿支腿硬拉伸手版和单腿支腿硬拉交叉伸手版——与单腿支腿硬拉

相同，只是向前伸（同侧或异侧）手，触碰前方的标志物。也可以手持实心球完成练

习。（图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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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课  足球小场地趣味足球赛 
 

一、学习目标 

1.知道小场地足球比赛的组织方法，以及在足球练习中的意义。 

2.提高足球比赛的能力，能根据场上实际情况做出正确选择。 

3.勇敢果断，敢于挑战对手；相互团结培养团队进行。 

二、学习内容 

1.分区大作战 1； 

2.分区大作战 1。 

三、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正确运用个人技术。 

难点：根据场景做出正确选择。 

四、场地与器材 

场地：足球场（或一块平整的场地）。 

器材：足球若干，足球门，2 种颜色的标志服若干。 

五、学习步骤 

（一）整理区 

1.宣布本课学习内容，回顾上节课所学内容。 

2.强调对抗冲撞时，降低重心、蹬地跨步，用肩部的进行对抗。 

3.在比赛中能勇敢果断、敢于挑战。 

（二）热身——合作“传球”（10 分钟） 

1.组织形式（图 22-1） 

 
 
 
 
 
 
 
 
 

在 15 米*15 米的区域内，8 人一组 4 个足球，两两组合保持 3 米间距。 

2.练习要求 

（1）两人行进中自由移动，多身体姿态的跑动。例如，侧身跑、后退跑等。 

（2）传球时（可以用手抛球）多个部位触球。例如，胸部顶球后传球、头顶球、

脚内侧踢球、脚背正面踢球等。 

3.练习要点 

（1）观察和队友的行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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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跑动速度适中。 

（三）主要内容（30 分钟） 

活动 1：分区大作战 1 

组织形式（图:22-2） 

 
 
 
 
 
 
 
 
 
 
 

在一块 20M×10M 的场地内将场地分成 3 个区域。16 人一组，分两队进行比赛。

比赛用小足球门，没有守门员。 

2.练习要求 

（1）自行决定区域内的人员，保证每个区域内本方队员不得超过 2 名。 

（2）各区域内的人只能在自己区域活动，不能越线。 

（3）只能前锋队员射门。（也可以所有队员都能射门） 

（4）明确比赛时间。比如，3 节、每节 5 分钟。 

（5）明确换人次数。或者不限制换人次数。 

3.练习要点 

（1）各区域人员相互呼应。 

（2）寻求空间，快速传球。 

活动 2：分区大作战 2 

1.组织形式（图 21-3） 

 
 
 
 
 
 

 
 
 

 
 

在一个 35 米*30 米的区域内将场地分成 3 个区域。16 人一组，分两队进行比赛。

20M

6M 6M 8M 

10M 

35M

15M 

30M 

10M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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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用大足球门，有守门员。 

2.练习要求 

（1）明确区域人员：中间区域都为 3 人，后场区域 3 人防守，前场区域 1 人进攻。 

（2）各区域的持球队员或传球至前一区域的传球队员，可以进入上一个区域。但

球再传入前一区域或者失去球权，必须快速回到自己区域。 

（3）前锋队员只能在前场区域。 

3.练习要点 

（1）各区域之间相互呼应。 

（2）寻求空间，快速传球。 

（四）整理区（5 分钟） 

1.放松与静力性拉伸。 

2.与学生一起讨论如何合理安排队员。 

3.表扬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 

六、课后作业 

1.加强队员之间的默契配合。 

2.确定球队的人员（10—12 人），并起好队名、球队口号、制作队旗。 

3.力量训练：双脚高抬俯卧撑（或者结合 BOSU 球的双脚高抬俯卧撑）——将脚抬

高 30—60 厘米，做俯卧撑练习。完成 3 组，每组 5—10 个。（图 22-4） 

可遵循的进阶方法。（图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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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24、25课  7人或8人制足球比赛 

暨总结评价课 
 

一、学习目标 

1.知道在足球活动中运用所学技术战术。 

2.提高足球基本技术和战术，努力在比赛中发挥出高水平。 

3.享受足球运动的乐趣。 

二、学习内容 

7 对 7 或 8 对 8 足球赛。 

三、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合理运用个人技术。 

难点：根据场景做出正确选择，发挥团队力量。 

四、场地与器材 

场地：足球场（或一块平整的场地）。 

器材：足球若干，足球门，2 种颜色的标志服若干。 

五、学习步骤 

（一）整理区 

1.宣布本课学习内容，回顾以往所学内容。 

2.强调在比赛中大敢合理的运用个人技术，并要发挥团队的力量。 

3.在比赛中能勇敢果断、敢于挑战，与队友相互鼓励、团结合作。 

（二）热身——足球操（5 分钟） 

1.组织形式（图 23-1） 

 
 
 
 
 
 
 
 
 

在 15 米*15 米的区域内，8 人一组每人一球。 

2.练习要求 

（1）按照教师的指令做足球操。例如，拨球、踩球等。 

3.练习要点 

（1）主动练习。 

（2）充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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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内容（35 分钟） 

活动 1：抢圈 

1.组织形式（图 23-2） 

 
 
 
 
 
 

 
 

（1）5 人一组，4 人围成标志盘放置的方形区域的边线上移动并进行传球，1 人（手

拿标志服）在中间抢断。拦截到谁的球，被拦截者与中间人互换。 

2.练习要点 

（1）传球者加快传球的节奏。 

（2）同伴之间，相互呼应，主动向有球者靠近接应。 

（3）传球为地滚球，便于同伴的接应。 

（4）根据学生的能力，可以要求拦截者不去抢夺有球队员的脚下球，只去拦截传

路线。 

活动 2：7 对 7 或者 8 对 8 

1.组织形式（图 23-3） 

 
 
 
 
 
 
 
 
 
 
 
 
 
 
 
 

在一个 65 米*45 米的区域内进行 7 对 7 或者 8 对 8 足球比赛。 

2.练习要求 

（1）分组组队，每组 10 人—12 人。喊出球队的队名、球队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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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队采用单循环赛制（以 4 只球队为例说明，两场比赛同时开始，需要 3

节课完成比赛），每场比赛 30 分钟（不分上下半场）。胜一场得 3 分、平一场 1 分、

负一场 0 分。 

（3）比赛采用 7 人制或 8 人制，两队比赛之前课自行商定。其他规则同国际足联

竞赛规则。 

（4）入场仪式；双方队员握手；队长交换队旗，并挑选场地。开始比赛。 

（5）合理运用足球基本技术和战术。 

（6）结束比赛列队双方握手致意。 

3.练习要点 

（1）同伴相互呼应、相互鼓励。 

（2）不到比赛结束不能放松。 

（四）整理区（5 分钟） 

1.放松与静力性拉伸。 

2.与学生一起讨论做一名有素养的足球队员。 

3.评选最佳团队（冠军）、最佳射手、最佳守门员。 

五、总结评价 

1.比赛中的基本技术运用。 

2.比赛中的跑动是否为队友创造出机会、或是为自己创造出机会。 

3.比赛中有没有埋怨队友，有没有鼓励队友？ 

4.比赛中是否坚持到最后一刻？比分落手有没有放弃比赛？ 

5.通过学习，你的进步是什么？你对足球运动有了什么新的认识？ 

六、课后作业 

1.继续与其他对手约战比赛。 

2.完成对自己的个人技能评测。 

后附表 1：比赛积分表 

表 2：个人技能评测表 

 

附表1：比赛积分表 

球队名 球队 1 球队 2 球队 3 球队 4 积分 进球数 失球数 净胜球

球队 1 
 

 
       

球队 2  
 

 
      

球队 3   
 

 
     

球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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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个人技能评测表（以课后自评为主） 

项目 成绩 1 成绩 2 标准 备注 

颠球 
 

 
 

①1 分钟颠球：60 个为优秀、40-59 个为良好、
30-39 个为合格、30 个以下为不合格。 
②1 次不间断颠球：50 个为优秀、40-49 个为
良好、20-39 个为合格、10 个以下为不合格。 

 

传接球   

在 4 米×4 米的方框内，两人相隔 8 米和 20 米
的传接球。短传和长传各 10 次。均有 8 次进
区为优秀、6 次良好、5 次为合格、4 次以下为
不合格。 

 

运球 
绕杆 

  

从距离球门 30 米开始，到第一个标志盘距离 3
米，然后连续 S 形运球绕间隔 2 米的 8 个标志
盘后射门。 
①绕直线均匀间隔的标志盘：9.5 秒之内为优
秀、9.6-11 秒为良好、11.1-13.9 秒为合格、14
秒以后为不合格。 
②绕折线均匀间隔的标志盘：14.5 秒之内为优
秀、14.6-16 秒为良好、16.1-18.9 秒为合格、
19 秒以后为不合格。 

 

比赛 

①场上位置： 

②进球数： 

③红黄牌数： 

④有无不尊重裁判行为： 

⑤有无不尊重对手行为： 

⑥有无埋怨队友行为： 

⑦能否在场上主动与队友相互鼓励： 

 

自我评价  

同伴建议  

教师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