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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无兄弟，不篮球”，篮球运动是一项将变换、结合、转移、持续融为一体的集

体攻守对抗项目，篮球运动不仅是技术与身体的对抗，更是意志与智慧的较量。高水

平篮球比赛要求运动员反应快速、判断正确、随机应变、有勇有谋、机智善断，运动

员的智慧、胆略、意志、活力与创造力，直接决定着比赛的成败和运动水平。在篮球

运动中，通过多种感知觉的参与可以发展学生的运动记忆，能够促进大脑功能与智力

的发展，经过长期的学习可形成运动技能的动力定型和高度的自动化，这有利于学生

在快速、复杂的情况下做出迅速、正确的判断。而且通过篮球比赛，学生的个性、自

信心、情绪控制、意志力、进取心、自我束缚能力都有很好的发展。 

篮球作为一种集体运动，它不仅考验的是个人的进攻和防守的能力，更是对团队

合作提出了较高要求，这就充分体现了篮球运动的团队合作价值。其次，篮球的激烈

对抗更是考验一个人的拼搏精神，只有全力以赴的投入比赛，才能对得起自己、对得

起篮球、对得起观众。而后，篮球也体现了一个人的奉献精神，NBA 中有很多出色的

后卫，虽然他们自身的进攻技术并不出众，然而却能够为队友创造机会，进而体现自

身价值，如纳什、保罗、帕克等人。再次，篮球作为一种高强度的运动，对身体素质

的提高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如果不是经常锻炼的话，突然的剧烈运动却是不好

的。然而，在篮球运动的过程中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协调能力，如若能把篮球这项运

动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界，相信这个人在其他领域一定也能处理好问题。作为对一个

人协调的锻炼，自然也就是篮球为什么能够这么受欢迎了。和协调差不多的，篮球也

是对一个人组织能力的考验，球场上的形式瞬息万变，只要稍不留意，可能就会错失

良机。这就需要你的应急处理能力和补救措施了，如果你能在短时间内处理好球，充

分体现你的综合素质。即使你不具备这些能力，没关系，篮球这项运动就是为了展现

及锻炼而诞生的。最后，篮球作为一项考验综合能力的运动，无论是在智力还是在体

力上，都能充分展现一个人的多方面能力，其价值远远不止这些。 

篮球运动持续时间可长可短，但需要参与者快速奔跑、突然与连续起跳、敏捷反

应与力量抗衡，经常参加篮球运动，可使身体各部分肌肉坚实、发展匀称、体格健壮。

篮球运动又是一项高强度的对抗性运动，可以促进力量、速度、耐力、弹跳、灵敏等

运动素质的发展，能使心脏、血管、呼吸、消化等器官的功能增强，促进机体内各系

统的工作能力提高。 

本课程面向学校全体学生，对零基础或初接触篮球运动的学生，可以作为篮球基

础入门的学习教材，对有一定篮球运动基础的学生，可以作为基本技术强化的学习教

材，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习者需要达到课程目标中所描述的内容，培养篮球运动的

兴趣，形成篮球运动技能，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 

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篮球运动技术入门到精通》（哈尔威赛尔著）、《图解篮

球个人技术基础训练 108 例》（日高哲郎主编）两本书，并查阅了相关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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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课  篮球运动简介 
 

一、学习目标 

1.了解并掌握篮球运动的起源及现代篮球运动的发展特点，掌握常用篮球裁判规则

及常见裁判手势，能够在篮球运动中运用所学裁判和规则组织比赛，知道我校篮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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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篮球运动的起源。 

2.难点：篮球运动的锻炼价值。 

三、学习课时建议 

用一课时完成 

四、学习内容 

（一）篮球运动的起源。 

1.发展历程 

篮球运动是 1891 年由美国人詹姆斯奈史密斯发明的。当时，他在马萨诸塞州斯普

林菲尔德基督教青年会国际训练学校任教。由于当地盛产桃子，这里的儿童又非常喜

欢做用球投入桃子筐的游戏。这使他从中得到启发，并博采足球、曲棍球等其它球类

项目的特点，创编了篮球游戏。  

最初篮球游戏比较简单，场地大小和参加游戏的人数没有限制。比赛队员分成人

数相等的两队，分别站在球场的两端，在裁判员向球场中央抛球后，双方队员立即冲

进场内抢球，并力争将球投进对方的篮筐。因为桃筐是有底的，球投中以后就留在篮

子里，人必须登上专设的梯子才能将球从篮筐里取出。  

随着场地设施的不断改进，篮筐取消了筐底，并改用铁圈代替桃篮，用木板制成

篮板代替铁丝挡网，场地增设了中线、中圈和罚球线，比赛改由中场跳球开始。与此

同时，场上比赛队员也通常改为每队 5 人，开始有后卫、守卫、中锋、前锋、留守等

位置之分。此外，奈史密斯制订了一个不太完善的竞赛规则，共 13 个条款，其中规定

不允许带球跑、抱人、推人、绊人、打人等。这大大提高了篮球游戏的趣味性，并且

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参加这一游戏，从而使篮球运动很快普及到了全美国。 

1892 年，篮球运动首先从美国传入墨西哥，并很快在墨西哥各地得到开展。这样，

墨西哥成为除美国外，第一个开展篮球运动的国家。此后，这项运动先后传入法国、

英国、中国、巴西、捷克斯洛伐克、澳大利亚、黎巴嫩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

开展、普及和发展。 

1895 年，美国人鲍勃盖利将篮球传入中国，1896 年天津基督教育青年会举行了我

国第一次篮球游戏表演。之后再天津、北京等城市青年会中开展起来。在 1910 年旧中

国首届全国运动会上，篮球首次被列为表演项目。1914 年的第二届全运会上篮球被列

为男子正式竞赛项目，1924年在第三届全运会上被列为女子正式竞赛项目。篮球自1951

年起一直是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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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国际业余篮球联合会成立，男子篮球被国际奥委会承认为奥运会正式比赛

项目。1946 年，美国出现职业篮球联赛，并发展为目前的 NBA。  

女子篮球运动到 20 世纪初才开展起来。1976 年，女子篮球被列为奥运会正式比赛

项目。 

2.比赛场地。 

篮球比赛的标准场地长 28 米、宽 15 米，四条界线外至少 2 米处不得有任何障碍

物，如在室内则天花板的高度应至少为 7 米。球场分中线、前场和后场，中线上的中

圈和前、后场罚球区罚球线上的两个半圆半径均为 1 米 80。篮圈下面的矩形为限制区，

通常称禁区。前、后场内的拱形弧线外的地区称 3 分投篮区，在拱形弧线外投篮命中

得 3 分。 

 
 
 
 
 
 
 
 
 
 
 
 
 
 
 
 
3.运动特点。 

对抗性：篮球运动持续时间可长可短，但需要参与者快速奔跑、突然与连续起跳、

敏捷反应与力量抗衡。 

集体性：篮球运动不仅要求运动员具有技战术能力，以及在比赛中表现出的智慧、

胆略、意志、活力与创造力，运动员也必须具备勇敢顽强的斗志和团结协作的精神。 

观赏性：篮球比赛中，可以欣赏到娴熟的运球、巧妙的传球、准确的投篮、机智

的抢断、精彩的扣篮和出奇的封盖，再加上攻守交错、对抗变换，从而使比赛双方斗

智斗勇，球场形势变化富有戏剧性，能使参与者和观看者得到心理的满足和愉悦。 

趣味性：篮球运动简单易行，趣味性很强，可以因人、因地、因时、因需而异。

通过变换各种活动方式，篮球运动更加方便与吸引人们的参与，以达到活跃身心、健

身强体的目的，进而提高社会的文明氛围，充实人们业余文化娱乐生活。 

健身性：人们通过参与篮球运动，既可以强身健体，也可以使个性、自信心、审

美情趣、意志力、进取心、自我约束等能力都有很好的发展，也有利于培养团结合作、

2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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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对手、公平竞争的道德品质。 

4.运动规则。 

篮球比赛中的规则较多，且相当复杂，共有 93 条。 

（1）超时违例 

3 秒钟规则：某队控制球时，同队队员在对方禁区内停留不得超过 3 秒钟。在比赛

过程中或控球后在界外掷界外球的情况下，只要同方队员在对方禁区内停留超过 3 秒

钟，裁判员会立即鸣哨，判罚 3 秒违例。  

5 秒钟规则：当一个持球队员被严密防守，在 5 秒钟内没有传球、投球、滚球或

运球时，也将宣判违例。过去 5 秒违例判争球，现在则由对方队员就近掷界外球。  

8 秒钟规则：一个队从后场控制球开始，必须在 8 秒钟内将球推进到前场，否则判

8 秒钟违例，由对方掷界外球。  

24 秒钟规则：一个队在场上控制球后，必须在 24 秒钟内出手投篮，否则判 24 秒

违例。过去如在 24 秒钟内球被对方击出界外后将重新计算 24 秒，现在则从边线掷界

外球后不再重新计算 24 秒，而是在 24 秒钟中的剩余时间内必须出手投篮，否则仍被

判为 24 秒违例，判由对方掷界外球。 

（2）一般规定 

全队 7 次犯规规则和一加一罚球规则： 

比赛每半时，一个队的队员侵人犯规和技术犯规次数累计已达 7 次，此后这个队

的任何一个队员再发生侵人犯规或技术犯规，均将执行一加一罚球规则，判给被侵犯

的对方队员罚球一次，如罚球成功，由这个队员再追加罚球一次；如第一次罚球不中，

比赛应继续进行，不再给予追加罚球的机会。如罚球者罚出的球未触及篮圈，则判为

违例，由对方在边线掷界外球。 

5.运动术语。 

技术术语 

（1）扣篮：运动员用单手或双手持球，跳起在空中自上而下直接将球扣进篮圈。 

（2）补篮：投篮不中时，运动员跳起在空中将球补进篮内。 

（3）卡位：进攻人运用脚步动作把防守者挡在自己身后，这种步法叫卡位。 

（4）领接球：顺传球飞行方向移动，顺势接球。 

（5）错位防守：防守人站位在自己所防守的进攻人身侧，阻挠他接球叫错位防守。 

（6）要位：进攻人用身体把防守人挡在身后，占据有利的接球位置。 

（7）突破：运球超越防守人。 

（8）空切：进攻人空手向篮跑动。 

（9）一传：获球者由守转攻的第 1 次传球。  

（10）盖帽：进攻人投篮出手时，防守人设法在空中将球打掉的动作。  

（11）补位：当 1 个防守人失掉正确防守位置时，另一防守人及时补占其正确防

守位置。  

（12）协防：协助同伴防守。  

（13）紧逼防守：贴近进攻人，不断运用攻击性防守动作，威胁对方持球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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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让对方接球。  

（14）斜插：从边线向球篮或者向球场中间斜线快跑。  

（15）时间差：在投篮时，为躲避对方防守的封盖，利用空中停留改变投篮出手

时间。 

（16）篮板球：投篮不中后，双方运动员争抢打在篮筐或篮板上篮球的球权。 

（17）罚球：进攻队员被犯规后，在罚球线后的半圆内，无争抢的情况下进行投

篮，每进一球得一分 

（18）挡拆：进攻球员进攻时队友通过挡拆对方防守球员的形式为持球人摆脱防

守。 

技术规则 

（1）技术犯规：技术犯规是指所有不包括与对方队员接触的队员犯规。队员不得

漠视裁判员的劝告或运用不正当的行为。 

（2）两次运球：又称”非法运球“，球员第一次运球结束后不得再次运球，失去

了对球的控制以后只可以投篮、传球、除非球被另一球员接触。 

（3）带球撞人：持球队员推动或移动到防守队员躯干上的身体接触，当接触的瞬

间防守队员已经提前站位，则进攻队员构成带球撞人。 

（4）阻挡犯规：持球队员与防守持球队员在进攻和防守时，采取了不合理的位置、

不正确的身体姿势、不正当的起动方法和非法的动作而造成错误的身体接触而产生的

侵人犯规。 

（5）打手犯规：又称“非法用手”，在运球或上篮、投篮时防守人员打手，这样

就会被裁判吹其打手犯规。 

（6）走步：又称“带球走违例”，是指当队员在场上持着一个活球，其一脚或双

脚超出规则所述的限制向任一方向非法移动。 

（7）24 秒违例：1.当一名队员在场上控制量个活球时，该队必须在 24 秒钟内完

成投篮。计时器是篮球比赛不可缺少的部分允许 24 秒时间到时篮球尚在投篮动作完毕

后的飞行轨迹中，如果篮球最后触碰篮筐，则 24 秒计时器重置计时，如果投篮未能触

碰篮筐，则判 24 秒超时违例；2.控制球队在 24 秒钟内未投篮，要发出 24 秒信号的声

响，违反本条规则为违例。 

（8）8 秒违例：负责进攻的球队必须要在八秒钟内把球运到对方的半场，如果在

八秒之前运不过对方前场的话，那么裁判就会判给对方发球，比赛也因此会重新开始。 

（9）5 秒违例：1. 进攻球员必须在 5 秒钟之内掷出界外球；2.在被严密防守时，

必须在 5 秒钟之内传、投或运球；3.在罚球时，罚球队员必须在 5 秒之内将球投出。 

（10）双方犯规：双方犯规是 2 名互为对方的队员大约同时相互发生侵人犯规的

情况。如发生双方犯规，应给每一犯规队员登记一次侵人犯规，不判给罚球，并且只

给队员登记犯规，不登记全队犯规。 

常见裁判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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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动作 

（1）后仰跳投：又称“fade away”。 

（2）空中接力：又称“alley-oop”，简称空接。 

（3）立定投篮：又称“set shoot”。 

（4）急停跳投：急停跳投是进攻队员在行进间运用突然急停摆脱防守队员后投篮

的方法。 

（5）梦幻脚步：一个后转身，然后把球好象要传出去，在拉回到身前做一个投篮

的假动作，然后重心脚不动 移动另一个脚象前迈，移动到篮筐上篮。  

（6）欧洲步：由欧洲篮球传进来的上篮步法，以韦德，吉诺比利为典型代表。 

6.国际大型篮球赛事。 

大型国际篮球赛事有奥运会篮球赛、世界男篮锦标赛、亚洲男篮锦标赛、美洲男

篮锦标赛、欧洲男篮锦标赛、非洲男篮锦标赛、大洋洲男篮锦标赛等等。 

二、三人制篮球赛规则 

除下列特殊情况外，比赛均按照最新国际篮球规则执行。  

第一条 

场地：半个标准的篮球场地（14×15 米），地面坚实、平整。  

第二条 

2-1 裁判人员：设 1 名裁判员和 1 名记录员。 

2-2 服装：裁判员与记录员要着装一致，但其颜色、款式应区别于运动员。 

2-3 权利：比赛设 1 名裁判员，对场上违反规则的行为作出宣判，如发生矛盾，

裁判员是终决人员，并负责在记录表上签字。记录员兼管记 20 秒违例。 

2-4 记录员职责：记录员兼管计时、记分。记录两队累积的分数（包括投篮和罚

球的得分）、全队及个人犯规次数、以及比赛时间并按照规则要求宣布比赛进行的时

间和比分。 

第三条 

3-1 运动员人数：比赛双方可报名 5 人，上场队员为三人。 3-2 比赛时间： 

3-2-1 第一轮不分上下半时，全场比赛时间为 12 分钟。比赛进行到 5 分钟和 9 分

钟时，记录员各宣布一次时间。允许请求一次暂停，时间为 30 秒。  

3-2-2 第一轮后分上下两个半时，每半时 8 分钟，上半时与下半时之间休息 3 分

钟。 

3-2-3 比赛中除在罚球、暂停、球员受伤及比赛结束等情况下停止计时表外，其

余情况均不停表。 

第四条 

4-1 比赛开始：双方以掷硬币的形式决定发球权，然后在发球区掷界外球开始比

赛。 

决赛阶段，上半时获发球权的队，下半时不再获发球权，由对方队在发球区掷界

外球开始比赛。 

4-2 发球区：中圈不在场地中的半圆叫做发球区，发球区的地面（包括线）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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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4-3 发球：在发球区掷界外球算做发球。  

第五条 

5-1 攻守转换： 

5-1-1 每次投篮命中后，都由对方发球。 

5-1-2 所有交换发球权的情况（如违例、界外球及投篮命中后），均为死球，在

发球区掷界外球继续比赛。 

所有不交换发球权的情况（如不执行罚球的犯规），则在就近的边线外发球。在

这种情况下，发球前，必须由裁判员递交球。 5-1-3 守方队员断球或抢到篮板球后，

必须将球运（传）出三分线外（持球队员必须双脚踏在三分线外），才可以组织进攻，

否则判进攻违例。 

5-1-4 争球时，在罚球圈跳球，任何一方得球后都必须将球运（传）出三分线（持

球队员必须双脚踏在三分线外），才可以组织进攻，否则判进攻违例。跳球中意外投

中无效，重新跳球。 

凡因涉及 5-1-3 和 5-1-4 中出现的违例，裁判员的手势为：两手前臂交叉于脸前，

以示违例，交换发球权。 

第六条 

6-1 20 秒规则：24 秒规则改为 20 秒  

6-2 犯规法则： 

6-2-1 比赛中，每个队员允许三次犯规，第四次犯规罚出场。 6-2-2 任何队员被

判取消比赛资格的犯规，则取消该队比赛资格。 6-2-3 每个队累记犯规达 5 次后，该

队的第六次以后的侵人犯规由对方执行 2 次罚球。前 5 次犯规中，凡对正在做投篮动

作的队员犯规：如投中，记录得分、对方个人和全队犯规次数，不追加罚球，由守方

发球继续比赛；如投篮不中，则判给攻方被侵犯的队员 1 次罚球，如罚中得 1 分，并

由攻方继续掷界外球，如罚不中，仍由攻方掷界外球。 

第七条 

7-1 替换：只能在比赛计时钟停止的情况下替换，被换下的队员不能再被替换上

场（场上队员不足 3 人时除外）。 

第八条 

8-1 得分相等和决胜期： 

比赛时间终了，以得分多者为胜方。初赛及复赛阶段，比赛时间终了，如得分相

等，执行一对一依次罚球，只要出现某队领先 1 分即为胜方，比赛结束。 

在决赛阶段，比赛时间终了，如得分相等，则增加 3 分钟决胜期，发球权仍以掷

硬币的形式决定。如果决胜期得分仍相等，执行一对一依次罚球，只要出现某队领先 1

分即为胜方，比赛结束。  

第九条 

9-1 队长：比赛中，队长是场上唯一发言人。 

9-2 纪律：比赛中应绝对服从裁判，以裁判员的判罚为最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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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中篮球运动开展现状 

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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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的体育课开设篮球选项教学，高一、高二开设《中学生篮球公园》校本课程，学

校篮球社团是最大的体育社团，每年的 4 月份是学校篮球年级联赛，篮球社团骨干学

生组成的学校篮球队参加玄武区高中生篮球赛曾经获得玄武区高中组冠军，参加南京

市“名校杯”篮球赛获得综合一等奖，目前男子篮球教学主要由沈锋、李恒两位老师

负责，女子篮球由蒋忆宁老师负责。 

四、教学建议 

本课学习以自学为主，利用网络资源进行补充，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集中学习。 

五、作业 

观看一次篮球比赛，重点看裁判员的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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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课  篮球基础进攻技术 
 

一、学习目标 

1.知道篮球基础进攻技术的动作要领，了解各项技术的运用情境，掌握自主练习的

方法和手段。 

2.能够熟练做出各项基础进攻技术动作，在原地或行进间投篮时能够做到动作舒

展、姿势正确、有一定的命中率，能够将技术动作运用到实战中；上下肢协调能力得

到提升，上肢及躯干力量得到增强。 

3.自觉主动地投入练习，完成课后练习任务，学习过程中能够做到相互帮助。 

二、学习重点难点 

1.重点：各进攻投篮技术的技术动作。 

2.难点：各项技术的熟练运用。     

三、学习课时建议 

本课建议用 4 课时完成。 

第一课时：原地单手肩上投篮，原地跳投。 

第二课时：急停跳投。 

第三课时：急停跳投。 

第四课时：行进间单手肩上（低手）投篮。 

四、学习内容 

一、原地投篮技术 

1.原地单手肩上投篮 

动作分析：以右手投篮为例，投篮时，右脚在前，左脚稍后，两膝微屈，重心落

在两脚掌上。右手五指自然分开，翻腕持球的后部稍下部位，左手扶在球的侧下面，

将球举到头部右侧上方位置，目视球篮，大臂与肩关节平行，大、小臂约 90 度角，肘

关节内收。投篮时，由下肢蹬腿发力，身体随之向前上方伸展，同时抬肘向投篮方向

伸臂，用手腕前屈和手指拨球动作，使球柔和地从食、中指端线投出。球离手时，手

臂要随球自然跟送，脚跟提起。  

动作要点：翻腕持球于肩上，抬肘要领切莫忘，蹬伸屈拨要柔和，拇指小指控方

向。 

动作图解： 

 
 
 
 
 
 
 
易犯错误：基本手法错误；包括扛投、推投、甩投和掌心触球；投篮手臂肘关节



 

11 

外展；出手后手形的不正确，包括勺形、外翻形、勾形、屈指形；投篮用力时，上下

肢动作脱节不协调。 

纠正方法： 

（1）做投低篮练习。在投篮者与低篮之间可设立一个限高线，练习时球从限高线

越过投准目标，因所投的低篮不同于正常篮圈的高度，却又同时要求球的飞行路线较

高，此时投篮用力基本上是向上的力大于向前的力。手指、手腕用力大于正常投篮，

因此投篮时的手臂会自然上顶，手腕下压，这样可以培养投篮时五指用力和指尖拨球

发力的习惯，以达到纠正因手腕不能下压和手指不能协调用力所造成的扛投、推投、

及球不旋转等错误动作。 

（2）限制练习法。在投篮者投球手臂外侧放一个直立的垫子，限制他肘关节的过

分外展，这样在保证投篮的用力方法的同时，如果肘部外展就会碰到垫子。这样可以

有效解决投篮时手臂外展的问题。 

（3）直臂推墙练习。面对墙直立，手臂前举，手腕后屈，手心对墙，手指向上，

手离墙约 30cm。身体前倒，手指触墙，过渡到手心贴墙，然后手指用力推墙，手腕前

扣，手指向下，使身体直立。体会投篮出手后的压腕、食中指拨球的动作，连续做 20-30

次，以此来培养出手时正确的手型。 

（4）镜面练习法。就是最好能够让学生在镜子前做投篮的动作，这样学生可以发

现自己到底有哪些不对和不协调的地方；或者就是让同学之间互相观察彼此的动作，

两人一组进行自学和纠正彼此的动作，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教学建议： 

（1）原地动作模仿练习。重点关注上下肢协调用力，注意发力顺序由下肢蹬地开

始。 

（2）两人一组互投练习。相互观察、纠正技术动作。 

（3）投篮接力游戏。方法：一路纵队面对篮筐（距离可根据同组学伴的技能水平

进行自主调整），依次进行原地单手肩上投篮，投失者完成一定数量的俯卧撑练习，

在命中率提高后，可以进行投篮计数，连续投进后，如后续练习者投失则需做相应投

进次数数量的俯卧撑或其他素质练习。 

（4）纠错方法见前面的表述。 

课后作业：完成 100 次原地投篮，纪录进球数。 

视频资源：http://www.iqiyi.com/w_19rt3vw6yl.html 

参考文献：http://www.xzbu.com/8/view-1071498.htm 

2.原地跳起投篮技术 

动作分析：以右手为例投篮，两手持球于胸前，两脚前后或左右自然站立，两腿

微屈，重心在两脚之间。起跳时两腿迅速屈膝，前脚掌用力蹬地向上起跳，同时迅速

举球于头侧上方（起跳和举球动作要协调一致），用右手托球，手腕后屈，左手扶球。

当身体接近最高点滴时，右臂伸向前上方，前臂即将伸直时，手腕用力前屈，食、中

指拨球，通过指端将球投出，手臂向出球方向自然伸直。落地时屈膝缓冲，保持身体

重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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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图解： 

 

 
 
 
 
 
 
 
 
 
易犯错误：投篮出手时间过早、上升阶段就出手。 

纠正方法：讲清道理、缩短投篮练习距离、要求其延缓出手时间。 

教学建议： 
（1）在开始教学时，先复习原地单手肩上投篮的技术动作，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做

徒手起跳投篮模仿练习，体会全身用力。然后可让学生两、三人一组互相跳投模仿练

习，体会出手时间与用力的大小。在能基本完成动作时，再对篮练习，练习初期可在

近距离进行动作熟练后再逐渐加大投篮。 

（2）跳投的学习要结合游戏穿插进行，避免学生感到枯燥。可以分成两队，每队

每人投一次，比赛各队投中总数。可以两队各一球篮，队员依次投篮，比哪一个队连

续投中的数最多。比赛个人的连续投中次数。比赛五点投篮。比 30 秒钟内在三秒限制

区外投中的累积数等等。在游戏中要结合学生遇到的具体情况穿插进行基本动作练习，

以保证学生动作的掌握。 

（3）教学中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适时引导和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如

跳投时经常出现投不到球篮的现象，这是因为出手时间晚、起跳方向偏后、球举得太

高、手指手腕用力不够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要急于告诉学生，可组织大家分析讨论找

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4）跳投技术的掌握与运用是不可分的，可结合各种竞赛游戏提高学生运用跳投

技术能力。如在一对一攻守中结合持球突破练习跳投、二打一、三打二时练习跳投。

以及教学比赛中练习跳投，重点在于移动与起跳的连结和跳投时机的把握。 

课后作业：完成跳投练习 50 次，纪录进球数量。 

视频资源：http://www.iqiyi.com/w_19rt3vw6yl.html 

（二）行进间投篮技术 

1.急停跳投技术 

动作分析：急停跳投是进攻队员在行进间运用突然急停摆脱防守队员后投篮的方

法，分持球急停跳投和运球急停跳投两种。接球急停跳投是在快速移动中，用跨步或

跳步急停接球，并及时起跳投篮。运球急停跳投是突破结合跳投的重要方式。当进攻

队员背向或侧向篮筐持球站立时，可以一脚做中枢脚转身跳起投篮。 要想练好投篮必

须有正确的投篮方法、恰当的瞄准点、合适的飞行路线和球的旋转，并且全身要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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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力。 

动作要点：起跳垂直向上，起跳与举球、出手动作应协调一致，在接近起跳最高

点时出手。 

动作图解： 

易犯错误： 

（1）急停时脚步动作不清楚，造成停不住或者走步违例。 

（2）投篮出手时间过早，上升阶段就出手，会影响今后跳投动作进一步提高。 

纠正方法： 

（1）强化跨步急停和跳步急停动作练习，明确走步违例的规则。 

（2）讲清道理，缩短投篮练习距离，要求其延缓出手时间。 

教学建议： 

（1）徒手模仿跨步急停和跳步急停技术动作。  

跨步急停动作要领：急停时的第一步跨出稍大，脚跟先着地滚动到前脚下裳撑地，

脚下尖由向前方转为向侧前方，同时重心下降，并先落在后脚上，身体稍向后坐，以

减缓向前的冲力。第二步着地时，前脚下掌内侧用力蹬地，脚尖稍向内转，两膝弯曲

并内收，上体稍前倾，重心落在两脚之间。两臂屈肘张开，帮助控制身体平衡。跳步

急停动作要领：队员在跑动时用单脚起跳，两脚下同时落地（略比肩宽），前脚掌用

力蹬地，两膝迅速弯曲，重心下降。两臂屈肘张开，保持身体平衡。 

（2）接自抛球跳步（跨步）急停跳起投篮练习。练习时注意接球和急停动作的连

贯，起跳节奏的把握以及接近最高点出手。 

（3）接传球做跳步（跨步）急停跳起投篮练习。练习时注意传接球的时机把握，

做到球到人到，以球领人。 

（4）运球急停跳投。运球至标志桶前做急停跳投，注意跳起时要做到垂直起跳，

急停时避免走步违例。 

（5）两人一组一攻一防。防守者做消极防守，进攻者利用合理的运球动作做急停

跳投练习，逐渐增加防守的强度进行练习。 

视频资源： 

http://www.iqiyi.com/v_19rr9vixd0.html           

http://www.iqiyi.com/v_19rr9vdos0.html 

2.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技术 

动作分析： 

运球接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是一项运球与行进间投篮组合的动作。学会此组合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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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对学生参加比赛会有很大帮助，因为此组合动作解决了个人移动和投篮问题，甚至

可以用此动作跳在空中传球给同伴。此组合动作关键在于两动作的衔接与在空中平衡

的控制。 

动作要点： 

跨步拿球双脚要腾空，跳起投篮时要控制住身体平衡，投篮出手动作连贯柔和。

掌握好跨步拿球位置，靠近篮下碰板投篮。 

动作图解： 

 
 
 
 
 
 
 
易犯错误：初学者跨步拿球时容易跨错脚。 

纠正方法：增加徒手分解脚步练习，逐渐加快速度。 

教学建议： 

（1） 在运球接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教学时，可用徒手脚步动作练习解决跨步拿

球、跳起举球的行进间投篮的脚步动作，然后练习跨步拿同伴手中球后起跳投篮动作，

在上述动作基本掌握后，可做运一次球后跨步拿球上篮动作。逐渐过渡到半场距离运

球上篮和运球投篮游戏中去。 

（2） 待运球接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动作基本掌握后，可结合各种要求的游戏进

行练习。如：1 分钟内往返三分线与篮下运球接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游戏。半场往返两

次投中四球的运球接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游戏。全场绕场上三圆运球接行进间单手肩

上投篮，往返一次投中两球游戏等。 

（3） 教学过程中应引导学生对自己和同伴的动作评价、分析和比较。适当时候

可组织学生讨论，提高自己认识动作能力。对动作有问题的学生，可先提醒他们，让

他们先自己找问题，再帮助他们解决。也可让技术好的同学帮助他们，在班级内养成

互帮互学的风气。 

（4） 在练习或游戏中要鼓励学生自己找窍门，如碰板的位置、拿球位置，投篮

的距离等，让学生自己总结提高投篮命中率的经验。 

3.行进间单手低手投篮技术 

动作分析： 

传接球接行进间低手投篮是篮球比赛中应用比较广泛的一项组合技术。由于它的

技术特点是投篮动作柔和、稳定，出手点在身体前上方，所以一般在快速奔跑中或身

体前方没有防守人时使用。此技术动作在所有行进间投篮技术中，是命中率较高的一

种投篮形式。与运球接行进间投篮相比，在衔接部分有一定难度。在教学中应注意动

作的技术特点。 

（以右手投篮为例） 当球传来时，右脚向前跨出接球，接着迅速上左脚起跳，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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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上方跳起投篮。投篮时，单手持球，托球的下部，手心向上，手臂向前上方伸出，

用手腕、手指柔和地上挑动作将球投出。 

动作要点：跨步接球与腾空举球动作平稳、流畅，单手托球高度与奔跑速度成正

比，手腕、手指的上挑动作要柔和。 

动作图解： 

 
 
 
 
 
 
 
易犯错误：投篮时单手托球点低，造成奔跑中投篮动作过大，降低命中率。 

纠正方法：原地持球做单手托球向前上方伸展练习，并讲清问题症结，再在行进

间练习，随着奔跑速度加快逐渐提高出手高度。 

教学建议： 

（1）传接球接行进间单手低手投篮一般安排在运球接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之后。

教学中可以先练习接传球的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然后练习原地持球的单手托球向前

伸展动作。接着，在篮下 3 米处，右脚在前持球练习上一步单手托球向前上方伸展投

篮练习。待投篮出手动作掌握一定程度后可练习运球接行进间单手低手投篮，逐渐过

渡到接传球单手低手投篮动作的练习中去。 

（2）传接球接行进间单手低手投篮动作的学习要结合游戏进行，以提高学生学习

兴趣，培养学生运用技术能力。在进行全场三对三比赛之前，可以先进行传接球接行

进间单手低手投篮接力赛 （图 8-6）。将学生分成人数相等两队，每队一球，每队选

出一名队员站在罚球区弧顶给大家传接球。每一个队员经过传接球后上篮，投篮不中

须补中，然后运球过中线后才能传球给下一位同学，先进行完的队为胜。也可以半场

传接球往返上篮计时赛 （图 8-7）。从中线开始，传接球后上篮，投不中须补中，往

返一次，投中两球，计所需时间，时间少者为胜。 

（3）在教学过程中，会有一部分学生动作掌握的较慢，或出现错误动作，这时可

以引导学生观察同学中好的和差的两方面类型的动作，并加以比较，然后让他们自己

先想办法解决。比如有的学生投篮动作基本正确，但命中率较低。实际上是因为传球

同学给球过早，以致造成此同学每次投篮距离较远造成的。启发他观察别的同学，自

己找原因，找到原因后自己想办法解决。解决的办法可以是：让传球学生晚一点给球，

或在离篮距离较远接球时运一次球再上篮。 

（4）行进间投篮教学中，易忽视一个问题，学生在初学时速度较慢，以致经常在

两脚着地情况下、或后脚着地情况下拿球。实际上以这两种情况下拿球上篮是带球走

违例。所以教学中要提醒学生应在双脚腾空下拿球上篮才是正确动作。一般来说，只

要在奔跑状态下拿球就不会出现上述问题。 

（5）行进间低手投篮的投篮命中率一般较其他投篮动作高。但教学中会经常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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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生投篮命中率始终偏低，这其中主要原因是学生出手动作不稳定，和精神不集

中造成的。投篮时精神集中与否是习惯问题，要采取一些措施进行强化，使学生养成

好习惯，比如采取一些连续进球的比赛，要求连续进球二或三次，要求投篮时看碰板

点等等。 

视频资源： 

http://www.iqiyi.com/w_19rqpcm1od.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thbvz0d.html 

五、学习评价 

（一）篮球动作评价标准 

1.原地单手肩上投篮 

评价方法：男生罚球线后，女生罚球线前 1 米，每人罚球 10 次，计命中率。 

评价标准： 

成绩 优 良 中 差 

达标 投中 7 球以上 投中 5～6 球 投中 3～4 球 投中 0～2 球 

技评 

整个动作完成好，
全身用力协调，出
手动作、投篮弧度
正确，球的落点集
中。 

整个动作完成较
好，全身用力比较
协调，出手动作、
投篮弧度比较正
确，球的落点比较
集中。 

整个动作基本能完
成，全身用力基本
正确，出手动作、
投篮弧度基本正
确，球的落点分散。

整个动作基本完
成，全身用力、出
手动作、投篮弧度
某方面有问题，球
的落点分散。 

2.运球接行进间单手肩上（低手）投篮 

评价方法：从一侧中线与边线交点处开始，运球快速跑向球篮接行进间单手肩上

投篮 （如投篮不中须补投中篮），然后，运球到另一侧中线和边线交点处后，迅速运

球折回到篮下投篮，投中后返回出发点，以所需时间确定成绩。 

评价标准： 

成绩 优 良 中 差 

达
标 

男生 17 秒 19 秒 21 秒 21 秒以上 

女生 19 秒 21 秒 23 秒 23 秒以上 

技评 

整个动作完成正
确，并且协调流
畅，运球、上篮
动作无违例现
象。 

整个动作完成正
确，并且比较协
调，运球、上篮
动作基本无违例
现象。  

整个动作基本能
完成，运球、上篮
动作有时有违例
现象。 

运球或上篮动作
不能完成，运球、
上篮经常违例。 

3.男生做三秒限制区外 30 秒跳起投篮、女生做三秒限制区外 30 秒原地投篮 

评价方法：在罚球线后投篮开始，然后自己去拿篮板球，运球至三秒限制区外任

一点再投，反复进行，在 30 秒时间内计投中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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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准： 

成绩 优 良 中 差 

达
标 

男生 投中 6 球以上 投中 4～5 球 投中 2～3 球 投中 0～1 球 

女生 投中 4 球以上 投中 3～4 球 投中 1～2 球 一球未中 

技评 

投篮动作正确、
标准，无违例现
象，整个动作协
调连贯。 

投篮动作正确，
基 本 无 违 例 现
象，整个动作比
较连贯。 

投篮动作基本正
确，偶尔有违例
现象，整个动作
基本完成。 

投 篮 动 作 不 正
确，经常有违例
现象，整个动作
不能完成。 

（二）学生自我评价表 

    班级：               姓名：                性别：            

 
完成情况 原因分析 

优 良 中 差 体能 技术 思想 其他 

10 次罚球         

运球行进间投篮         

30 秒三秒区外投篮         

运用技战术能力         

总评         

（三）教师评价的注意事项 

1.除评价主要动作的掌握程度外，要注意掌握动作过程中的评价，以提高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思维能力。 

2.影响动作掌握与运用的因素，除身体素质、理解能力外，还有思想情绪的因素，

有时学生学习主动精神不够，精神不集中会直接影响技能的掌握和形成，所以教学中

应对学习态度进行适当评价，但应以正面引导为主。 

3.评价应注意区别对待，以每个人进步的幅度进行评价，也是教学评价的重要手段

之一，应结合整体评价进行。 

4.教学评价应与教学目标相对应，评价是为了更好激励和促进学生向正确的方向努

力，以更利于学生身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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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课  移动与投篮组合动作 
 

一、学习目标 

1.通过本课学习，掌握移动和投篮组合动作的方法及运用情境。 

2.能够较熟练地做出各种移动状态下的投篮技术动作，并能够在比赛中合理运用，

灵敏、速度素质得到明显增强。 

3.主动积极地投入练习，能够在练习中做到互帮互助，养成不畏困难的良好品质。 

二、学习重点难点 

重点：各种移动状态下的投篮。 

难点：组合动作在实战中的运用。 

三、学习课时建议 

本课建议 6 课时完成。 

第一课时：移动步伐、投篮 

第二课时：持球突破接投篮组合动作。 

第三课时：持球突破接投篮组合动作。 

第四课时：体前变向换手运球接投篮组合动作。 

第五课时：胯下运球变向突破接投篮组合动作。 

第六课时：运球转身突破接投篮组合动作。 

四、学习内容 

（一）移动 

动作分析： 

移动是篮球比赛中为了改变位置、方向、速度和争取高度采用的各种脚步动作的

通称。 

1.起动：起动是队员在球场上由静止状态变为运动状态的一种动作，是获得位移初

速度的方法。 

动作要领：向前起动是用后脚的前脚下掌短促有力地蹬地，重心前移，上体前倾，

迅速向前迈步。起动后的前两三步要短促而迅速。向侧起动是用异侧脚的前脚掌用力

蹬地，同时上体迅速向起动方向侧转并前倾，重心跟随移动，迅速向跑动方面迈步。

步法同向前起动。 

2.变向跑：变向跑是队员在跑动中突然改变方向的一种脚步动作。 

动作要领：以右向左变向跑为例，队员跑动中最后一步用右脚下前脚掌制动。同

时脚下内侧蹬地、屈膝、脚尖稍向内扣、腰部随之左转、重心左移，上体稍前倾，同

时左脚向左前方跨出一小步，右脚再迅速向左腿的侧前方跨出一大步。 

3.侧身跑：跑动时为了观察场上情况并随时准备接侧耳后方传来的球而经常采用的

跑动方法。 

动作要领：脚尖和膝盖对着跑动方向，头和腰部向球的方向扭转，侧肩，上体和

两臂放松，随时观察场上情况。 

4.急停：急停是队员在跑动中突然制动速度的一种动作方法，是衔接其他技术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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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摆脱对手的有效方法。急停包括跨步急停和跳步急停。 

（1）跨步急停： 

动作要领：急停时的第一步跨出稍大，脚跟先着地滚动到前脚下裳撑地，脚下尖

由向前方转为向侧前方，同时重心下降，并先落在后脚上，身体稍向后坐，以减缓向

前的冲力。第二步着地时，前脚下掌内侧用力蹬地，脚尖稍向内转，两膝弯曲并内收，

上体稍前倾，重心落在两脚之间。两臂屈肘张开，帮助控制身体平衡。 

（2）跳步急停： 

动作要领：队员在跑动时用单脚起跳，两脚下同时落地（略比肩宽），前脚掌用

力蹬地，两膝迅速弯曲，重心下降。两臂屈肘张开，保持身体平衡。 

5.转身：转身是一脚做中枢脚下进行碾地旋转，另一脚随之转动（向前或向后）来

改变身体原来的方向。 

动作要领：两膝弯曲，收腹，含胸，上体稍向前倾，转身时重心移向中枢脚，中

枢脚以前脚掌为轴用力碾地，另一脚前脚掌内侧蹬地，同时以肩带动腰向前或向后转

动身体言辞转动过程中，身体重心要在一个水平面上，不能上下起伏。 

教学建议： 

1.集体模仿各种移动技术动作。要求：用哨音等多种刺激条件来组织学生进行练习，

也可以结合准备活动热身进行合理设计。 

（1）四个方向的起动练习。要求：蹬地有力、起动迅速。 

（2）听哨音进行变向跑练习。要求：练习过程中注意学生横向和纵向之间的距离，

避免练习时发生碰撞。 

（3）两种形式的急停步伐练习。要求：跑动过程中，遇到标志物迅速做出急停动

作，注意急停后与标志物保持合适的距离。 

（4）两人一组自主练习转身。要求：转身过程中与防守者保持合适的距离，能够

利用合理的身体接触进行转身。 

2.移动过程中结合传接球进行接球后的原地投篮、跳投和行进间投篮练习。要求：

练习过程中避免走步违例的发生。 

3.两人一组模拟实战情境下，利用移动步伐摆脱防守（标志物）后，接传球进行投

篮。重点：传接球的时机把握。 

4.利用绳梯进行多种形式的敏捷素质训练。 
 

 
 
 
 
 
视频资源： 

移动： 

http://baidu.tangdou.com/watch/01554651770362701513.html 

绳梯敏捷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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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xMTk4NjQxNg==.html 

http://baishi.baidu.com/watch/6156942957637044521.html 

（二）持球突破 

动作分析： 

1.原地持球突破 

（以左脚为中枢脚下从防守右侧耳突破为例）准备姿势是两脚左右开立，两膝微

屈，持球于胸前，突破前应先做瞄篮或其他假动作吸引防守队员，或利用向右虚晃动

作，使防守者重心偏于自己左侧，突破人立即用右脚内侧迅速蹬地，向左前方迈出一

大步，脚尖向前，落在对方右脚侧，同时上体左转向防守者右前方插肩，重心向前移。

右手迅速将球交到左手放于左侧，在左脚离地前，用左手放球于迈出的前脚侧面，同

时左脚全力蹬地，加速超越对方。 

动作图解： 
 

 
 
 
 
 
 
2.同侧步（顺步）突破 

（以左脚为中枢脚下从防守右侧耳突破为例）准备姿势同交叉步，同侧步突破假

动作主要与投篮密切结合，突破前应先瞄篮，当防守者重心向前或上提时，突破人迅

速用左脚下内侧蹬地，右脚下快速向右前方趺出一大步，脚下落在防守者左脚下侧面，

同时上体右转，向防守者左前方插肩，在左脚离地前，用右手放球于右脚下侧面，然

后左脚下全力蹬地前进，全速超越对手，右手运球时，左肩、背起到护球和与对方对

抗的作用。 

动作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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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跳步急停持球突破 

利用向侧耳面或前面跳步急停，与防守队员错位，进行突破，这种突破攻击性强，

动作突然，并且能在移动中突然急停，做变向突破。由于是跳步，一步急停，所以两

脚任何一脚都可为轴。跳步前，应清楚地了解防守者位置及同伴传球路线，随时做好

向两侧或向前做跳步急停的思想准备。看到同伴传来球应迅速伸臂向来球方向迎球，

同时用异侧脚蹬地，两脚稍腾空，向侧方或前方跳起接球，然后两脚平行落地（任何

一脚可以做中枢脚），落地后两腿屈膝，重心降低，前脚掌支撑重心，然后再根据防

守者错位情况，迅速用交叉步突破对手。 

教学建议： 

1.徒手模仿各种持球突破动作。要求：做到启动迅速，突破果断，蹬跨、转体、探

肩。 

2.面对障碍物做持球突破练习。要求：与障碍物保持合适的距离，一般为一臂距离。 

3.两人一组做持球突破练习。要求：防守者张开双臂，练习者降低重心从臂下穿过。 

4.两人一组做持球突破接投篮练习。要求：突破防守后运用跳投或行进间投篮技术

进行投篮，投篮时重点关注投篮节奏和突破后与投篮动作的衔接。 

5.1 对 1 攻防练习。要求：初学阶段做消极防守，练习者根据防守站位情况，合理

选择持球突破的方法，逐渐增加防守强度。 

6.1 对 1 斗牛，在比赛中运用持球突破技术。要求：持球突破时要注意合理利用假

动作晃开防守，获得最佳进攻空间。 

视频资源： 

http://www.iqiyi.com/w_19rrhkoxi9.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qzx65ft.html 

（三）体前变向换手运球 

动作分析： 

队员在行进间快速运球，不与对手接近或对手迎上堵截，可选用改变运球方向来

突破对手。 

动作要领： 

（以从对手右侧突破为例）当快速直线运球即将接近对手时，先向对方左侧运球，

使对手误认为向其左手突破，当对手堵截左方或重心稍有移位，运球队员立即向左侧

变向，右手按球的右后上方，将球由自己的右侧运至左侧前方，同时右脚迅速向左前

方跨出，脚下落点在对手右脚侧面，脚下尖向前，右脚跨步的同时上体向左转，用肩

背挡住对手，然后换左手按球后上方，同时左脚用力蹬地、加速，超越对手。 

动作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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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议： 

1.原地高低姿听信号变化运球（改进提高原地运球技术动作及控制能力，重点强调

手掌心不触球，用手指、手腕控球）。 

2.原地左右手体前换手练习（解决体前换手运球手的正确击拍球的部位） 

3.运球护球追逐游戏。 

方法：分四组，分别在四个圈内进行，每人运球跑动，其中二位追逐抢断其它队

员运球，被抢者变为追逐者。 

4.进行间折线体前换手运球，重点强调变向突然、幅度大。 

5.两人一组 1 攻 1 防，初练阶段采用消极防守，进攻者突破防守后运用急停跳投或

行进间投篮技术进行投篮练习，重点关注动作衔接连贯。 

6.比赛中运用巩固提高。 

视频资源： 

http://www.iqiyi.com/w_19rrh53u0d.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rr1bmw5.html 

（四）胯下运球变向突破 

动作分析： 

胯下运球指的是在运球的过程中运球穿越胯下,使对手难以抢断，是一种很有效的

运球方式，是篮球运动中几项基本交替运球中的一种，属于常用的运球招数。简单说

来就是在已经处于运球动作中，将重心放低，用手将球从胯下击地而过，用另一只手

顺势接住继续运球或者重复上述步骤。运用时往往在遇到紧逼贴身防守时采用连续胯

下运球晃开防守获得突破或投篮的空间。 

动作要领：两腿前后分开，重心下降，左腿在前用右手先运球，右腿在前相反。 

动作图解： 

 

教学建议： 

1.降低重心，在不看球的情况下，先练习右手原地运球，再练习左手原地运球 

2.靠手腕的力量拨力，单手在身体前左右运球。同样，在身体的一侧前后运球。要

注意，运球的时候并不是重心越低越好，因为带球的外力完全由手腕发出，只有控制

好球的落地的方向，才能很好的控制好球。一只手熟悉后再用另一只手练习。 

3.左右手在身体前交叉运球，再在体后交叉运球练习。 

4.练习跨下运球，先将左脚向前跨出一步，用右手将球从跨下弹至左手，再用左手

顺原路将球弹回右手。换脚、换手后动作一样。然后将这几个运球步骤连贯起来，在

原地反复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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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练习行进间的跨下运球，开始时先沿边线练习直线，再练习曲线，然后在有人防

守的情况下模仿比赛中的场面。至于你的身体如何随着对手的移动做出自然的反应，

只有在实践中反复的摸索。 

视频资源： 

http://www.iqiyi.com/w_19rrzfs12t.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tj7q9dl.html 

（五）运球转身 

1.运球后转身突破 

动作分析： 

以左脚做中枢脚为例。背向球篮站立，两脚平行开立，两腿弯曲，重心降低，两

手持球于腹前。突破时以左脚为轴转身，右脚向右侧后方跨步，上体右转，脚尖指向

侧后方，右手向右脚前方放球，左脚前脚掌内侧迅速蹬地，向球篮方向跨出，运球突

破防守。 

动作要点：要控制重心平稳。右脚向右侧后方跨出时的脚尖方向要正确，左脚前

脚掌内侧蹬地积极有力。 

动作图解： 

 
2.运球前转身突破 

动作分析： 

以左脚做中枢脚为例。突破前的准备动作于后转身准备动作相同。突破时重心移

至左脚上，右脚前脚掌内侧蹬地，左脚为轴，右脚随着前转身而向球篮方向跨出，左

肩向球篮方向压，右手运球后左脚蹬地，向前跨出，突破对手。 

动作要点：移重心，蹬地运球动作连贯。 

动作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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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议： 

1.原地模仿后（前）转身动作。要求：上步转身时压低重心，转身时以前脚为旋转

轴，旋转半径小且速度快。 

2.持球做后（前）转身练习。要求：体会上步和放球节奏的一致性，转身时利用球

弹起的势能带动球和身体同时改变方向，避免夹带球违例。 

3.两人一组 1 攻 1 防做运球后（前）转身练习。要求：上步时紧贴防守，转身时倚

靠防守队员进行合理对抗，前转身时与防守一定的距离，重点关注转身时对球的保护。 

4.运球转身接投篮练习。运球后转身突破防守后可以运用急停跳投或行进间投篮技

术进行投篮练习，前转身后一般运用跳投或后撤步跳投。 

5.比赛中运用和巩固提高。 

视频资源： 

http://www.iqiyi.com/w_19rui3ksrx.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tsn6cu9.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uq15tll.html 

五、学习评价 

全场运球投篮 

（一）考核办法： 

从底线中间开始右手运球到第一个障碍物做胯下运球，左手运球推进到第二个障

碍物做体前变向换手运球，右手运球推进到第三个障碍物做后转身运球，以行进间单

手投篮技术完成投篮，如不进需补中（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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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标准 

成绩 优 良 中 差 

达
标 

男生 20 秒 23 秒 26 秒 26 秒以上 

女生 22 秒 25 秒 28 秒 28 秒以上 

技评 

整个动作完成正
确，并且协调流
畅，运球、上篮
动 作 无 违 例 现
象。 

整个动作完成正
确，并且比较协
调，运球、上篮
动作基本无违例
现象。  

整个动作基本能
完成，运球、上
篮动作有时有违
例现象。 

运球或上篮动作
不能完成，运球、
上篮经常违例。 

（三）注意事项 

1.除评价主要动作的掌握程度外，要注意掌握动作过程中的评价，以提高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思维能力。 

2.影响动作掌握与运用的因素，除身体素质、理解能力外，还有思想情绪的因素，

有时学生学习主动精神不够，精神不集中会直接影响技能的掌握和形成，所以教学中

应对学习态度进行适当评价，但应以正面引导为主。 

3.评价应注意区别对待，以每个人进步的幅度进行评价，也是教学评价的重要手段

之一，应结合整体评价进行。 

4.教学评价应与教学目标相对应，评价是为了更好激励和促进学生向正确的方向努

力，以更利于学生身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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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课  基础进攻配合 
 

一、学习目标 

1.掌握 2-3 人之间的基础进攻配合的配合方法，了解各种基础进攻配合的运用情

境，对配合中的跑位以及传球线路清晰。 

2.能够在练习中熟练做出各种基础进攻配合的跑位、传接球以及投篮动作的衔接，

并尝试在比赛中有意识的运用各种基础进攻配合，并逐渐提高配合的默契程度。 

3.练习时加强队友之间的交流，能够形成整体篮球的团队意识。 

二、学习重点难点 

学习重点：各种基础进攻配合的配合方法。 

学习难点：配合时机的掌握及运用。 

三、学习课时建议 

本课建议用 6 课时完成 

第一课时：传切配合（一） 

第二课时：传切配合（二） 

第三课时：突分配合 

第四课时：掩护配合（一） 

第五课时：掩护配合（二） 

第六课时：策应配合  

四、学习内容 

（一）传切配合 

传切配合是队员利用传球和切入组成的简单配合，是比赛中常用的一种基础进攻

配合，也是整体进攻战术的基础。 

配合方法： 

持球者传球给接应者后立即摆脱对手向篮下切入，接回传球投篮。  

配合要点： 

切入队员要掌握好切入时机，利用好假动作和速度；传球队员注意用假动作吸引

牵制对手。 

易犯错误： 

切入时动作的突然性不够；切入时没有明显的动作、方向和速度的变化；持球队

员给切入队员的传球不及时、不到位，隐蔽性不强。 

动作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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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议： 

1.复习传接球技术。要求：各种姿势的行进间传接球练习，传球时要有一定的提前

量，接球稳定。 

2.两人一组做全场或半场的传接球推进接投篮练习。要求：推进速度快，传球速度

快，到投篮区接球后做行进间投篮或急停跳投。 

3.四人一组 2 攻 2 防做传切配合练习。要求：传球后传球队员以假动作迅速向篮下

切入，切入时做卡位和要位动作，接球队员接球后做“三威胁”动作，在切入队员到

位后迅速将球传给切入队员完成进攻。2 人间的传切配合有斜传纵切和回传横切两种。 

4.三人间的传切配合练习。要求：上线两名队员间进行传接球的转移，下线队员摆

脱防守后向篮下切入，接上线队员的传球完成投篮。在练习时，队员之间要加强沟通

和联系，做到配合默契额，重点关注切入的时机和传球的时机以及投篮时机的选择。 

5.比赛中应用和提高。要求：5 人一组 3 攻 2 防，进攻者以传切配合的方式完成进

攻，将 3 人或 3 人之间的多种方向的传切配合在实战中加以运用，练习成功后角色轮

换。 

视频资源：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xODkyMTAw.html 

（二）突分配合 

突分配合是持球队员在突破过程中受到防守队员阻截时，及时将球传给无人防守

或已摆脱防守的同伴为同伴创造进攻机会的配合的方法。 

配合方法： 

持球进攻者从防守者的一侧突破，同侧防守者协防，封堵进攻者向篮下突破的路

线，此时空位队员及时跑到有利的进攻位置，接突破者传球投篮。 

配合要点： 

突破动作快速突然，既要做好投篮的准备，也要随时准备分球。 

易犯错误： 

突破时只看球篮没有随时观察场上攻守队员的位置与行动，分球不及时。配合队

员选位摆脱时间、位置与距离不当。 

动作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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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议： 

1.复习持球突破技术。要求：在进行持球突破时要做到突破迅速，结合假动作进行

练习。 

2.四人一组 2 攻 2 防做突分配合。要求：上线队员运用合理的突破动作突破防守后

向篮下推进，在遇到协防时迅速将球传给同侧无防守队员，同侧队员接球后完成投篮。

重点关注突破要坚决，在遇到协防时传球要快，突破不宜过深。 

3.六人一组 3 攻 3 防做突分配合。要求：突破队员向篮下突破时一定要能够吸引到

异侧防守队员进行协防，分球时要将球传给机会最好的同伴完成投篮。 

4.比赛中运用和提高。组织 3 对 3 比赛，比赛中运用突破分球配合的投篮命中记 2

分，其他方式进球记 1 分。 

视频资源： 

https://v.qq.com/x/page/f0185i4hsea.html 

（三）掩护配合 

掩护配合是进攻队员选择正确的位置，用自己的身体以合理的技术动作挡住同伴

的防守队员的移动路线，使同伴借以摆脱防守，获得进攻机会的配合方法。 

配合方法： 

前掩护：是掩护队员站在同伴的防守者前面，用身体挡住防守者向前移动的路线，

使同伴借机摆脱防守的一种配合方法。如图一所示，4 传球给 5 后，先做向篮下切入的

假动作，然后突然跑到 5 身前，形成前掩护。5 接球后投篮或做其他进攻动作。 

后掩护：是掩护队员站在同伴的防守者身后，挡住他的移动路线，使同伴借以摆

脱防守的配合方法。如图二所示，5 传球给 4 的同时，6 到 5 身后做掩护。5 传球后先

做切入假动作，然后利用同伴的后掩护摆脱防守，切入篮下，接 4 的传球投篮。6 及时

转身跟进。 

侧掩护：是掩护队员站在同伴防守者侧面，用身体挡住防守者的移动路线，使同

伴借以摆脱防守的一种配合方法。 

示例 1：无球队员给无球队员做侧掩护。如图三所示，5 传球给 4 后，去给 6 做掩

护，6 摆脱防守切入篮下，接 4 的传球投篮。4 传球前要利用假动作吸引住自己的对手

和调整配合的时间。5 掩护后要及时转身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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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无球队员给有球队员做侧掩护。如图四 所示，5 传球给 4 后，跑到 4 的

侧后方做侧掩护。4 接球后利用投篮或突破的假动作吸引住 4，当 5 到达掩护位置时，

4 迅速摆脱防守，突破投篮，5 掩护后要及时转身跟进。 

定位掩护：是进攻队员利用同伴的身体挡住对手的去路从而摆脱防守、创造投篮

机会的一种配合方法。如图五所示，5 传球给 4 后，利用假动作把 5 带到 6 的身旁，然

后贴近 6 切入篮下，4 接球后利用假动作吸引住自己的对手和调整配合时间，一旦同伴

摆脱防守，立即传球给他。 

配合要点： 

掩护队员的行动要隐蔽快速；被掩护队员要注意用假动作吸引对手，当同伴到达

掩护位置时，摆脱对手动作要突然、快速。 

易犯错误： 

掩护的位置、距离及掩护动作不合理。掩护者没有隐蔽自己的行动意图，被掩护

者没有运用假动作吸引防守者。掩护队员作掩护后没有及时转身护送或参与配合进攻。 

动作图解： 

 

教学建议： 

1.徒手做掩护的跑动路线练习（以侧掩护为例），熟悉掩护路线、位置，掌握掩护

方法。全队分成两组，依次到老师身旁做侧掩护跑动路线练习。要求：掩护者掩护时

首先要有摆脱防守的假动作。要与防守同伴的队员保持适当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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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传接球的掩护配合练习（以侧掩护为例），掌握掩护方法，提高掩护配合质

量。 

方法一：全队分成甲、乙两组，甲组每人持一球。甲④传给乙⑤后到老师旁做侧

掩护，乙⑤运球突破上篮。 

方法二：全队分成甲、乙、丙三组，乙组每人持球，乙④传给丙⑥后到老师旁做

侧掩护，甲⑤切入接丙⑥传球投篮。 

以上两个练习要求：注意掩护动作，传球要及时。 

方法三：两人一组一球，相距 6 米。④传球给⑤后去给⑤做侧掩护，⑤接球后，

先向右做跨步切入假动作，当④掩护到位时，应及时向另一侧斜前方切入，然后传球

给做掩护后转身跟进的④，⑤去给④做掩护。如此交替进行练习至对面篮下投篮，再

返回。 

要求：注意掩护距离。当运球队员超过掩护队员一刹那时，掩护队员要快速转身

跟进。 

3.在有防守情况下的练习 

（1）半场二对二练习。目的：掌握正确的掩护动作方法，提高掩护配合的质量。 

方法一：④持球，⑤摆脱后给④做侧掩护，④运球突破上篮。要求：切入前要先

做吸引对手的动作，掩护者到位时运球突破，掩护人注意转身跟进。 

方法二：④把球传给后，给⑤做侧掩护，⑤摆脱防守后切入篮下接④的传球投篮。

要求：⑤切入要突然，快速。当⑤切入身体超过④时，④要转身跟进。 

方法三：④运球给⑤做运球掩护，⑤做摆脱动作后跑到④前利用④的掩护投篮。

要求：④运球掩护时要先转身挡入，后传球。⑤要有摆脱动作，要紧贴④切入传球。 

（2）半场三对三练习。目的：使学生掌握掩护配合的时机，提高应变能力。 

方法一：④传球给⑤后给⑥进行侧掩护，⑥切入篮下接⑤的传球投篮。要求：掩

护、切入要有摆脱动作，传球前要利用投篮或持球突破吸引防守者。 

方法二：④持球，⑤利用⑥的定位掩护从左侧或右侧切入篮下接④的传球投篮。

要求：④传球时要利用假动作吸引防守者，⑤要贴紧⑥快速切入。⑥要及时转身跟进。 

上述半场二对二、三对三掩护配合练习先可在消极防守情况下练习；先不许采用

交换防守的方法，当学生基本掌握掩护配合方法时可加大防守的难度。当采用交换防

守时，特别要强调掩护后转身跟进的时机及两个攻击点。 

4.比赛中运用和提高。组织教学比赛，在比赛将所学战术配合有意识的进行运用。

提高战术配合的意识。  

视频资源： 

掩护配合：http://baidu.iqiyi.com/watch/04328983548254581481.html 

（四）策应配合 

策应配合是进攻队员背对或侧对球篮接球后，以他作为枢纽，配合同伴的切入或

掩护，形成的一种里应外合的配合方法。 

配合方法： 

⑤传球给④后摆脱防守插到罚球线位置做策应，④将球传给⑤并立即摆脱防守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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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篮下，接⑤的策应传球投篮。 

配合要点： 

策应者要及时抢位，传球人要及时地将球传到策应者远离防守的一侧。具体要求：

策应者要及时抢位要球，接球后，两手持球于胸前，两肘外展保护球。策应者如果身

材高大，也可把球置于头上，要随时观察场上情况，以便及时把球传给处于最有利位

置的同伴，同时注意自己的进攻机会，根据攻防情况，处理好内外结合的关系。在策

应时，要用转身、跨步等动作协助同伴摆脱防守或个人进行攻击。配合队员要根据策

应者的位置，及时把球传到远离防守的一侧，做到人到球到，并设法摆脱防守，准备

接球。配合结束（投篮）后，两人立即跟进抢篮板球。 

易犯错误： 

策应队员摆脱抢位不及时、不主动；策应队员接球后重心太高；策应队员没有随

时注意观察场上情况，不能及时的将球传给获得有利进攻机会的同伴或自己寻找机会

进攻；策应配合时的位置、距离不适宜。 

动作图解： 

 

教学建议： 

1.策应配合技术动作与传接球技术动作结合练习。目的：掌握策应动作方法及传球

时机。 

方法一：⑤传球给④后迅速摆脱防守插到策应位置，④传球给插到策应位置的⑤

后做摆脱动作切入篮下。 

方法二：全队分成三组，甲组每人各持一球。甲④传球给乙⑤时，丙⑥插到外策

应位置接乙⑤传球。甲④和乙⑤从丙⑥身边切入篮下。 

以上两练习要求：插上动作要迅速，传球要及时，切入要突然。 

2.无防守情况下策应配合练习。目的：掌握策应技术动作，策应配合时机提高学生

策应配合能力。 

方法一：④传球给插到内策应位置的⑤后，④切入篮下接⑤的回传球投篮。要求：

策应位置要正确，传球要及时。 

方法二：④持球，⑤插到罚球线做外策应，④把球传给⑤后，跑到⑤前面接⑤传

球投篮或运球切入篮下。要求：插入策应位置时要果断，传球要及时，策应人转身跟

进要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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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有防守情况下策应配合练习。目的：提高学生策应配合时的应变能力。 

方法一：④传球给⑤后，④绕切接⑤传球后运球突破上篮。⑤转身跟进，准备接

④回传球投篮 或抢篮板球。要求：④运球突破时与⑤的距离尽量缩短，当④运球超

过自己一刹那，注意转身挡人并及时跟时。 

方法二：④传球给⑤后绕切篮下⑤在绕切后转身面向球篮，把球传给切入篮下的

④投篮。⑤跟进抢篮板球。要求：⑤必须转身挡人，面向球篮把球传给④。 

方法三：④传球给⑤后绕切时，⑤向④做假传球并突然向④切入的反方向转身投

篮或快速运球突破上篮。要求：⑤要有传球的假动作，④要快速切入篮下，拉空进攻

区域，以便给⑤更好的攻击的机会。 

上述有防守练习开始时可在消极防守下练习，当学生基本掌握配合方法时，可加

大防守的难度来提高策应配合时的应变能力。 

4.比赛中运用和提高，组织教学比赛，在比赛中合理选择策应配合的方法。 

视频资源： 

策应基本配合：https://v.qq.com/x/page/r0159pxtm1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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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课  快攻战术配合 
 

一、学习目标 

1.了解快攻战术配合在篮球运动的中地位和作用，指导快攻战术配合的基础方法。 

2.能够掌握快攻战术配合的配合方法，练习中能够适应战术中的各个位置，并能够

在实战中运用快攻战术配合。 

3.练习中能够克服困难，加强同伴间的沟通和交流。 

二、学习重点难点 

学习重点：各种快攻战术的快下及传球的线路。 

学习难点：快下线路的选择和快传球的时机。 

三、学习课时建议 

本课建议用 6 课时完成 

第一课时：长传快攻 

第二课时：短传快攻（一） 

第三课时：短传快攻（二） 

第四课时：短传快攻（三） 

第五课时：运球突破快攻 

第六课时：快攻的运用 

四、学习内容 

（一）长传快攻 

长传快攻只有发动和结束阶段，它最大的特点是结构简单，速度快，参加的人数

少和成功率高。但由于传接球距离较长，传球的准确性比较难控制。 

配合方法： 

以抢后场篮板球长传快攻为例，⑤抢到后场篮板球后，首先观察场上情况，寻找

长传快攻机会。⑥和⑧判断⑤有可能抢到篮板球时，便立即起动快下，争取超越防守

队员接⑤的长传球投篮。 

动作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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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议： 

1.观看经典长传快攻的比赛视频，明确长传快攻的发动方法，明确快下的跑动线路。 

2.三人一组进行长传快攻配合练习。要求：当内线队员抢到篮板球后，外线两名队

员迅速沿边线快下，持球队员选择合适的传球线路将球传到快下队员手中完成进攻投

篮。 

3.六人一组 3 攻 3 防进行长传快攻的对抗练习。要求：防守方先进行消极防守，快

下队员要等争抢篮板球的队员完全控制球后才能够快下，争取超越防守队员，逐渐增

加防守强度进行练习。 

4.素质练习：听信号快速冲刺练习，要求：在快速冲刺时要关注到场内情况。 

（二）短传快攻 

短传快攻的特点是容易发动，结构清楚，配合机动灵活，不易防守。但由于队员

传接球距离短，速度快，对配合的技巧性要求较高。短传快攻由发动与接应、推进和

结束三个阶段组成。 

短传快攻一般分为三步： 

Step1、发动与接应阶段 

快攻的发动有：抢获篮板球后发动快攻、抢断球后发动快攻和跳球获球后发动快

攻。 

快攻的接应有：固定接应和机动接应。固定接应有：固定人，固定地区，不固定

人，固定地区 ，固定人，不固定地区，以上固定接应初学阶段的同学可以采用。机动

接应，接应队员和接应地区都不固定，机动灵活，防守队员不易控制接应点和接应队

员，当获球后，⑤、⑥根据场上情况均可去接应④的球，⑦、⑧快下。 
 

 

 

 

 

 

 

 

 

 

 

 

Step2、推进阶段 

有两种方法：中间推进和边线推进。 

配合方法一：中间推进如：⑤抢到篮板球，④接应传球给插中接应的⑥，⑥快速

运球从中间向前推进，⑦、⑧沿边快下，⑤、⑥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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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方法二：边线推进如：⑤抢到篮板球后，将球传给⑧，⑧快速运球从边线向

前推进，⑦快下随时准备接应⑧的传球投篮，④、⑤、⑥跟进。 
 

 

 

 

 

 

 

 

 

Step3、结束阶段 

1.以多攻少时的配合方法（一般有三种情况） 

二攻一配合方法：在二人快攻快速推进中，利用快速的传球吸引防守，⑦和⑧在

快速传球推进中，⑥突然前来防守⑧,⑧立即把球传给⑦,⑥补防⑦，⑦传球给切入篮下

的⑧投篮。⑦跟进抢篮板球。另外，也可以用快速运球吸引防守、和快速运球投篮来

进行二攻一配合。 
 

 

 

 

 

 

 

 

 

 

三攻二配合方法一：防守队员平行站立防守或斜线时，配合要从中路运球突破吸

引防守，通过快速的传球进行投篮。如：首先从两防守队员之间的中路运球突破，突

破中遇到④的堵截时，⑧立即把球传给⑦投篮。当⑦接球后又遇到⑤堵截时，⑦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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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将球传给⑥进行投篮,⑦、⑧跟进抢篮板球。 

 
 
 
 
 
 
 
 
 
 
 
 

三攻二配合方法二：防守队员前后站立时的进攻方法，配合要从边路运球突破吸

引防守，通过快速的传球进行投篮。如：⑧首先把球传给⑥，⑥从边路运球突破，突

破中遇到④的堵截时，⑥立即把球传给⑧，当⑧接球后又遇到⑤堵截时，⑧要快速将

球传给⑦进行投篮, ⑥、⑧跟进抢篮板球。 

 
 
 
 
 
 
 
 
 
 

2.人数相等时的配合 

在快速推进中攻守人数相等时，可利用传切配合、突分配合和掩护配合进行攻击。

④传球给⑤后，立即摆脱对手向篮下切入，接⑤的回传球投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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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少攻多时的配合 

进攻队员应果断地采用突破，运球急停跳投，中、远距离投篮等方法结束快攻，

其他队员应及时跟进补篮或拼抢篮板球组织二次进攻。 

 
 
 
 
 
 
 
 

教学建议： 

1.复习长传球。要求：传球速度快，落点准确。 

2.在篮球战术板上推演各种快攻的配合方法以及推进、快下、传球路线等，明确小

组成员的位置及发动快攻的先后顺序。 

3.按推演的位置穿着相应的号码衫在无防守情况下练习配合。重点关注快攻发动的

步骤，明确各位置队员的跑动时机及线路。 

4.组织以多打少的教学比赛。重点关注快攻战术配合在实战的应用。 

（三）运球突破快攻 

防守队员获得球后，在不能快速传球时，采用运球突破（改变方向和位置），这

种快攻特点是发动和接应融为一体，常常难以堵截，能发挥个人攻击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但推进速度较慢。 

配合方法：⑤抢到篮板球后，传球给插中接应的⑥，⑥快速运球从中间突破，⑦、

⑧沿边快下，④、⑤跟进，⑥传球给机会较好的⑦或⑧上篮。 

配合要点：快攻的发动和接应意识一定要强，积极主动，获球后要先远后近，传

好一传；在快攻中要以传球推进为主结合运球突破、加快进攻速度；结束部分要敢打，

以个人攻击为主吸引防守。 

易犯错误：获得球后，快速进攻意识不强，行动迟缓；获得球的队员没有及时观

察场上情况，不能尽快完成快攻第一传；快攻推进过程中没有保持纵深队行；快攻推

进过程中，盲目运球；快攻结束阶段同伴投篮后，没有跟进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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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议： 

1.在篮球战术板上推演各种快攻的配合方法以及推进、快下、传球路线等，明确小

组成员的位置及发动快攻的先后顺序。 

2.按推演的位置穿着相应的号码衫在无防守情况下练习配合。重点关注快攻发动的

步骤，明确各位置队员的跑动时机及线路。 

3.组织以多打少的教学比赛。重点关注快攻战术配合在实战的应用。 

视频资源： 

快攻战术基本配合：http://www.iqiyi.com/w_19rrhixer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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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课  进攻人盯人防守   
 

一、学习目标 

1.了解全队进攻战术的构成要素，知道基础进攻配合在全队进攻战术中的运用，明

确在个人在全队进攻中的位置和作用。 

2.通过反复练习，能够在全队进攻战术中做到跑位正确，时机合理，能够发挥每人

在全队进攻中的作用。 

3.加强队友之间的联系，能够为他人创造更好的进攻机会。 

二、学习重点难点 

学习重点：各种全队进攻战术的配合方法及跑动路线。 

学习难点：配合时的默契。 

三、学习课时建议 

本课建议用 12 课时完成。 

第一课时：攻半场人盯人防守-围绕中锋进攻战术配合。 

第二课时：攻半场人盯人防守-“8”字掩护进攻及移动进攻法 

第三课时：攻全场紧逼人盯人防守-后场配合进攻方法 

第四课时：攻全场紧逼人盯人防守-中场配合进攻方法 

第五课时：攻全场紧逼人盯人防守-插中策应进攻方法 

第六课时：进攻区域联防-“1-3-1”进攻方法 

第七课时：进攻区域联防-“1-2-2”进攻方法 

第八课时：进攻区域联防-“2-2-1”进攻方法 

第九课时：进攻区域联防-“2-1-2”进攻方法 

第十课时：进攻区域紧逼 

第十一课时：教学比赛 

第十二课时：教学比赛 

四、学习内容 

（一）进攻半场人盯人防守 

攻半场人盯人防守是由各种传切、突分、掩护、策应等基础配合而组成的全队进

攻战术。 

进攻方法： 

1.单中锋进攻法：⑤传球给⑥，⑦给⑤做行进间掩护，⑥策应传球给⑤投篮，⑦

掩护后，如果对方换人，则应转身切人接⑥的球继续进攻。此时⑧跟进抢篮板球，⑥

传球后也要冲抢篮板球。④向中间移动，随时准备退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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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中锋进攻法：横行移动利用定位掩护，采用“l-2-2”队形落位。⑥传球给⑦

并向⑦身后绕切，⑦向左运球，同时二中锋⑤利用④作定位掩护，从④身后绕出；如
被挡住，⑦即传球给⑤跳投。如⑤未被挡住，④向篮下要位接⑤的传球投篮；或⑤可
继续从④外侧向罚球区切人，接⑦的传球投篮。 

 
 
 
 
 
 
 
 
 
 
 
3.“8”字掩护进攻法：防守队员松动跟防，⑦、⑥、④运球掩护压缩场区造成中

距离投篮机会，或⑧、⑤向篮下空切接同伴的传球投篮。 
 
 
 
 
 
 
 
 
 
 



 

41 

4.移动进攻法：⑧传球给④后传球后，⑤为⑦掩护，⑦从底线向篮下移动接④的

传球投篮。 

 
 
 
 
 
 
 
进攻基本要求： 
1.由守转攻进入前场后，应合理地组织进攻队行，迅速落位。 

2.要充分利用基础配合极其变化来创造攻击机会，扩大攻击面，增多攻击点，加强

进攻的攻击性。 

3.根据对手的防守情况，攻击薄弱环节，造成防守的漏洞，注意配合的位置和时机，

加强进攻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4.组织拼抢抢篮板球，注意攻守平衡，保证攻守转换的速度。 

（二）进攻全场紧逼人盯人防守 

进攻全场紧逼人盯人防守是根据全场紧逼人盯人防守战术所采用的一种具有针对

性的进攻战术。 

进攻方法： 

1.后场配合进攻方法：⑤掩护后，迅速摆脱⑤或⑦的防守上前接应⑧一球，④在

掩护后记时横插接应⑤的传球，然后运球突破。 

 
 
 
 
 
 
 
 

2.中场配合进攻方法：⑤接球后迅速突破⑤，如果④前来堵截时应迅速将球传给

④，由④向篮下运球突破与⑧、⑦形成以多攻少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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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插中策应进攻方法：④接球后，迅速向前场推进，⑧从异侧摆脱⑧，插到中间

准备接④传球，当④看到⑧插到有利的位置时，应及时传球给⑧，⑧接球后要注意观

察周围同伴的行动。⑤、④这时应快速向篮下移动，随时准备与⑧作策应配合。 

 
 
 
 
 
 
 
 

进攻基本要求： 

1.当对方采用全场紧逼人盯人防守时全队要沉着冷静，思想一致，行动协调，行动

要突然。 

2.持球队员不要盲目地运球，不要随意在中场或底角停球。 

3.进攻队员在场上地位置分布应保持一定的间隔和距离，拉大对方的防区造成对方

的协防困难。 

4.无球队员要积极合理的移动，努力创造传切、掩护、策应和突分等进攻机会。 

（三）进攻区域联防 

“1-3-1”进攻方法： 

这种队形，队员分布面广，攻击点多，便于内外联系，左右配合有利于组织抢篮

板球和保持攻守平衡。各个位置队员应具备的条件：④、⑥应是头脑清楚，战术意识

强，技术全面，善于巧妙传球和中距离投篮的队员。⑤应是善于在罚球线附近进行策

应和转身跳投的队员。⑦应是具有准确的中距离投篮，切人篮下得分和冲抢篮板球能

力的队员。⑧应是具有篮下进攻和抢篮板球能力较强的队员。 

 
 
 
 
 
 
 
 
 
 
 

配合方法：④、⑦相互传球吸引④、⑥上来防守，④将球传给⑤，⑤接球后，转

身做投篮动作，与此同时，⑧溜底线，⑥向场底角移动，在右侧底线形成以多打少的

有利局面。⑤可根据防守情况，将球传给溜底线的⑧或场底角的⑥投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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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⑦相互传球吸引④、⑥上来防守，④将球传给⑤，⑤接球后，转身做投篮动

作，与此同时，⑧溜底线，⑥向场底角移动，⑤将球传给⑥，⑥接球后做投篮动作吸

引⑧上来防守，⑤向篮下切入，⑦同时向罚球区背插，⑥可根据防守情况，将球传给

⑤或⑦投篮。 

 
 
 
 
 
 
 
 
 
 

④传球给⑥，⑥传球吸引防守，⑦斜插篮下接⑥的传球投篮，若没有进攻机会，

向场角移动接⑥的球投篮或传球给插入篮下的⑧。 

 
 
 
 
 
 
 
 
 
 

进攻基本要求： 

1.由防守转入进攻时，应首先争取快攻。乘对方立足未稳尚未组织好防守之前进行

攻击。 

2.根据对方区域联防队形，采用针对性落位队形，组织队薄弱地区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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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用传球移动，中远距离投篮等进攻技术。通过“人动”、“球动”打乱对方防

守队形。运用声东击西、内外结合、以多打少等方法，创造投篮机会进行攻击。 

4.要积极拼抢篮板球，争夺二次进攻机会，同时还要保持攻守平衡，准备及时退防。 

“1-2-2”进攻方法： 

这种进攻队形，比较适合进攻''2-3''区域联防。各个位置队员应具备的条件：④号

队员应是头脑清楚，战术意识强，技术全面，善于巧妙传球和中距离投篮的队员。⑥

号队员、⑦号队员应是优秀的投篮手。⑧号队员、⑤号队员应是篮下进攻和抢篮板球

的能手。 

 
 
 
 
 
 
 
 
 
 

进攻方法：引④、⑥上来防守，当④持球时，⑧插至罚球线附近准备接球，吸引

⑤上来防守，④突然将球传给⑥，吸引⑧上来防守，拉空底线，与此同时，⑤溜底线，

⑥根据的⑧防守情况进行中距离投篮或传球给篮下的⑤投篮。 

 
 
 
 
 
 
 
 
 
 

进攻基本要求： 

1.由防守转入进攻时，应首先争取快攻。乘对方立足未稳尚未组织好防守之前进行

攻击。 

2.根据对方区域联防队形，采用针对性落位队形，组织队薄弱地区的攻击。 

3.运用传球移动，中远距离投篮等进攻技术。通过“人动”、“球动”打乱对方防

守队形。运用声东击西、内外结合、以多打少等方法，创造投篮机会进行攻击。 

4.要积极拼抢篮板球，争夺二次进攻机会，同时还要保持攻守平衡，准备及时退防。 

“2-2-1”进攻方法： 

这种进攻队形，比较适合进攻''3-2''区域联防。各个位置队员应具备的条件：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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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⑦号队员应具有头脑清楚，战术意识强和传球熟练的特点，⑤号队员、⑥号队

员应具有准确的中远距离投篮和空切篮下进攻能力队员，⑧号队员应具有篮下进攻和

抢篮板球的能力。 

进攻基本要求： 

1.由防守转入进攻时，应首先争取快攻。乘对方立足未稳尚未组织好防守之前进行

攻击。 

2.根据对方区域联防队形，采用针对性落位队形，组织队薄弱地区的攻击。 

3.运用传球移动，中远距离投篮等进攻技术。通过“人动”、“球动”打乱对方防

守队形。运用声东击西、内外结合、以多打少等方法，创造投篮机会进行攻击。 

4.要积极拼抢篮板球，争夺二次进攻机会，同时还要保持攻守平衡，准备及时退防。 

“2-1-2”进攻方法 

这种进攻队形，比较适合进攻“1-3-1”区域联防。各个位置队员应具备的条件：

④号队员、⑥号队员应是头脑清楚、战术意识强、具有熟练传球能力的队员。⑤号队

员应在罚球线附近具有跳投和策应传球能力的队员。⑦号队员、⑧号队员具有准确的

中远距离投篮和善于抢篮板球的能力。 

 
 
 
 
 
 
 
 
 
 
 

进攻方法：④、⑥相互传球，吸引防守，当④上来防⑥时，⑥将球传给⑤，⑤接

球后转身投篮，若⑤上来防守，⑤将球传给底线的⑧，⑧接球后投篮，若⑧上来防守，

⑤迅速切入篮下，准备接球进攻，与此同时，⑦插入篮下，⑧根据防守情况，将球传

球给⑤或⑦投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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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基本要求： 

1.由防守转入进攻时，应首先争取快攻。乘对方立足未稳尚未组织好防守之前进行

攻击。 

2.根据对方区域联防队形，采用针对性落位队形，组织队薄弱地区的攻击。 

3.运用传球移动，中远距离投篮等进攻技术。通过“人动”、“球动”打乱对方防

守队形。运用声东击西、内外结合、以多打少等方法，创造投篮机会进行攻击。 

4.要积极拼抢篮板球，争夺二次进攻机会，同时还要保持攻守平衡，准备及时退防。 

（四）进攻区域紧逼 

进攻“1-2-1-1”区域紧逼根据对方区域紧逼的形式与特点，进攻区域紧逼可分为：

进攻全场区域紧逼、进攻半场区域紧逼和进攻四分之三场区域紧逼。常用的阵形有：

''1-2-1-1''。 

进攻方法：⑥摆脱对手接球后，首先考虑将球传给策应队员⑦，根据情况也可传

给沿边快下的④或前场队员⑧，接应队员⑦得球，可将球传给沿边快下的④，⑧溜底，

⑥快下到前场进行接应，④得球后传球的攻击点有⑥、⑦、⑧，可根据防守情况进行

攻击。 

 
 
 
 
 
 
 
 
 
 
进攻基本要求： 

1.进攻区域紧逼首先要沉着冷静，不要被对方的紧逼声势所压倒，造成慌乱和失误。 

2.有守转攻时要争取在对方未到区域落位展开堵截之前迅速发动反击快攻。 

3.进攻时要针对区域紧逼防守的规律，按''以快制逼，中路突破''的原则，采取相应

的回传跟进、转移攻向、运球反跑、中区策应、组织空切等方法进攻。 

4.进攻中要多传短快球，少传长球和高吊球，少运球，特别是向边角运球，更忌在

边角停球，防止对方的堵截。 

教学建议： 

全队进攻战术配合因实战中所面对的情况千差万别，配合的路线和方法也不是固

定不变的，因此教学中需要进行长时间的练习，在每节课的教学中一般采用如下步骤

和方法： 

1.明确各种战术配合中，各个位置队员的落位要求，采用篮球战术板或平板电脑进

行纸上推演，并对各位置进行分配，在初学阶段，位置尽量保持固定。 

2.按照各种配合方法进行较慢速度的跑位及传接球配合练习。要求：重点关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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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的时间以及各个位置队员的跑动、切入、接应等时机，在练习初期要随时喊停，

步以为追求速度。 

3.在配合路线相对熟悉的情况下，增加防守进行配合练习。要求：在练习初期进行

消极防守或者以少防多，逐渐加大防守强度。 

4.全队进攻战术配合的教学与训练一切以从实战出发的角度，每节课安排主题的教

学比赛，对符合战术要求的进攻投篮命中双倍计分。在教学比赛过程中，防守方始终

采用消极防守。 

5.最后安排的两次教学比赛课，作为对本课学习情况的反馈。要求：重点关注比赛

中各项进攻技术的合理运用，各种进攻战术配合的灵活运用，考查学生的团队配合能

力和战术执行能力。 

视频资源 

攻半场人盯人防守战术一： 

http://www.iqiyi.com/w_19rrhjtf7x.html 

攻半场人盯人防守战术二： 

http://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6110487167281091565 

篮球进攻战术之破全场紧逼人盯人防守：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xNjQ3MzczMg==.html 

半场区域联防进攻： 

https://v.qq.com/x/page/v0160ex41qg.html 

攻全场区域紧逼防守战术： 

http://www.iqiyi.com/w_19rrhp8fv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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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习评价 
 

（一）评价内容及权重 

作为课程教学评价，无论在功能和价值上，还是在学科内容、呈现方式以及对考

核结果的处理上，都要力争体现新课标所倡导的“立足过程，促进每一位学生发展”

的评价理念和工作思路。这必须建立多元主体参与、多样评价方式、多元评价指标的

体育学习评价体系。课程标准指出，学生体育学习评价的内容应包括体能素质、运动

技能、学习态度、情意表现和合作精神等方面。对本课程评价内容权重分配如下： 

内容 
出勤 
情况 

学习 
态度 

情意 
表现 

合作 
精神 

知识 
了解 

运动 
技能 

自我 
评价 

小组 
评价 

合计 

权重 10% 10% 10% 10% 10% 40% 5% 5% 100% 

（二）评价的形式和方法 

在实施评价时应采用学生自我评价、组内互相评价和教师评价相结合的形式。具

体的评价方法，既注重结果评价，又重视过程评价；既有定量评价，又有定性评价。

本着系统和全面的原则，采用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办法，这样，既能体

现出学生各方面成绩的点滴进步，又能体现出整个学习过程的状况。从而，客观公正

地评价一个学生的学习成绩。 

（三）学习评价的具体操作方法 

1.出勤情况：满分 10 分。 

由教师和体育委员共同记载学生出勤情况，每一节课都要对学生的出勤进行详细

的登记，。课程学习结束进行统计，对迟到、早退和缺勤次数超过标准的给予适当的

扣分，如缺勤三次扣 1 分，直到扣完为止。 

2.学习态度：满分 10 分。 

学生对待学习与练习的态度好，主动参与，积极思考，行为表现良好，老师和同

学的评价高。对于此项来说，老师和同学都可以有评价的权利。优秀 9—10 分，良好 7

—8 分。 

3.情意表现：满分 10 分。 

学生在体育学习中情绪高涨，坚韧勇敢，具有极强的自信心，个性发展良好，意

志坚定。优秀 9—10 分，良好 7—8 分。 

4.合作精神：满分 10 分。 

在体育学习中善于交流和探究，和同伴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并且做到尊重和理

解他人。体育学习中的合作尤其重要，小组还是集体，合作何时不在，无时不存。友

好相处会使人快乐，需要理解和尊重，理解万岁，尊重至上，和谐的学习环境，是每

个人所必需的，健康成长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是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有效手段之一。

优秀 9—10 分，良好 7—8 分。 

5.知识了解：满分 10 分。 

对本课程的相关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对本项目的发展历史及现状有一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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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项可适时适地地进行评估，不必拘泥于一定的时间和场所。优秀 9—10 分，良好 7

—8 分。 

6.运动技能：满分 40 分。 

掌握较科学的锻炼方法，能把学到的技术运用到学习和锻炼中去，努力完成好应

学会的动作，有一定的技能技术和技巧方法。优秀 36—40 分，良好 14—35 分，及格

24—34 分。 

7.自我评价：满分 5 分。 

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态度、情意表现、体能与素质的学习和提高、运动技能的运用

等方面进行实际客观的综合评价。做到对自己不苛刻，不夸大，实事求是，借鉴别人，

发展自我。可不受任何人的制约和影响，完全是开放式的自我评价。 

9.小组评价：满分 5 分。 

小组内同伴对各个组员的学习态度、情意表现、合作精神、运动技能和身体素质

等进行实际客观的综合评价。评价同伴，也是在鞭策自己，有理有据，前瞻性好，用

发展的眼光来评价每一位组员，行使自己的评议权，同时，提高自己审时度势的能力。 

综合评价等级： 

优秀 90—100 分，良好 75—89 分，及格 60—74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