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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西篮球基础教学是为了培养和提高篮球爱好者对比赛的认知和兴趣而编写的， 目的是为了通过篮球的基础介绍而正确 
的指导并提高篮球爱好者的篮球意识和基本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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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沟通和使用在篮球场上起到很大的作用。 为了排除教练员， 球员和观众之间的混淆，使用同一种篮球

专业术语来进行沟通是非常必要的。 

球球场场区域区域.....………………………………………..………. 5 
篮球场上不同区域的命名是不一样的。使用专业的篮球术语在解释或者陈述这些特定的区域是

非常重要的。 

球球员员的位置和角色的位置和角色..........……………..………….…..……. 7 
在起初的了篮球规则里是没有对球员有数量的限制，换句话来说，场上的另外一侧球队可以拥有50个球员同

时在场进行比赛。然而，当今篮球规则只限于每队5名球员在场同时比赛。这5名球员包括： 两名后

卫，两名前锋和一名中锋。每个位置都有不同的场上职责。学习关于场上每个位置的角色及职责 

规则规则知知识识：犯：犯规规和和处罚处罚条例条例................…………………… 8 
犯规是在比赛中经常出现的，特别是在季后赛和冠亚军争夺赛中，激烈的对抗会导致犯规数目的增长。但是

，聪明的球员和球队可以有效的把犯规变成他们胜利的策略。学习并了解场上规则及犯规处罚。 

进进攻的种攻的种类类..........…………………………………….…... 11 
不同种类的进攻战术是帮助球队更好的形成团队协作和制造出有效的得分机会。学习多种进攻方式和策略。

测试十二种进攻的情况。 

防守的种防守的种类类...........………………………………..……… 14 
最有效的进攻就是让对手不得分。每一次让对手艰难的投球，糟糕的传球，以及造成对方失误都会使进攻方

的策略失败和阵脚大乱。学习基础的防守知识，了解三种基础的人盯人防守。理解不同种类的联防知
识和策略。发现两种防守方式的共同点。 

阐阐述和解述和解释篮释篮球球战术战术示意示意图图……………………..……… 18 
篮球战术示意图是世界各国的教练员通用的篮球语言。篮球示意图也许会有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象形文字和符

号。但是，Hoop Tactic 通过运用简单的符号和颜色让新手们更容易理解篮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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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篮球球场场区域分布区域分布 

 

语义和专业术语在篮球比赛中起到很重要的角色。为了排除教练员， 球员和观众之间的混淆，使用同一种篮球专业术

语来进行沟通是非常必要的。以下会详细的展示篮球场上的区域分布： 

 

 

 

边线边线 

边线是两条在场边长度最长的分界线。其位置是由球场的宽度来决定的，
规定宽度是在50英尺。随着底线他们建立球场的尺寸。 

 

底底线线 

底线是连接两条边线并且在篮板后面四英尺的地方，通常宽度在50英尺。
底线是可以互相交换的，这完全取决于两支球队的球权。防守方在进攻方
得分后会转换成进攻方，并且在底线发球，进行进攻。 

 

中中场线场线 
球场上的中场线是为了分开球场的前后场。进攻时，一旦球过了半
场，进攻球队就只有半场的空间来组织进攻策略。与此同时进攻球
队只有8到10秒的时间从后场推进到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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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三分线线 
三分线是靠近罚球线的最外面的半伞形的区域。这个距离对进攻球
员来说如果想要得分是有一定的挑战。 

 

罚罚球球线线 
这个线用于当球员罚球时所站的区域。此线离篮板的距离为十五英
尺。球员在罚球时，不可以脚踩到或者超过罚球线。另外，罚球线

也是给裁判员提供进攻三秒违例的区域标识。 

 

 

罚罚球圈球圈 

罚球圈的直径为12英尺.它的作用是为了识别罚球以及跳球区域。罚

球时的球员必须要身处罚球圈区域。跳球时，除了两名跳球的球员

外，其他球员必须站在罚球圈以外直到两名跳球的球员其中一人手
触碰到篮球。 

 

三秒三秒线线 
三秒线.从罚球线延伸到底线的两条线。三秒线的形状和区域宽度取
决于不同级别的比赛。三秒线同时把罚球球员和抢篮板球员分开。
第一个线在分别在罚球圈的左右两边，这个位置是防守球员来进行
篮板争抢的。所有争抢篮板的球员是不可以踏入三秒区直到篮球脱
离了罚球球员的手时才可以进行争抢篮板。 

 

中中场场圈圈 

中场圈的尺寸为12英尺位于篮球场的正中央。中场圈用于比赛刚开
始的跳球。在进行跳球争夺时，不跳球的球员不可以踏入中场圈直
到其中一名跳球球员手触碰到篮球之后才可以继续进行争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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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球场场区域区域 

 

篮球场上每一个区域都有它本身的名字。运用正确的篮球专业术语来进行阐述和解释这些区域是非常重
要的。这些区域包括：三秒区，禁区，罚球线两端点，罚球延长区，三分线顶端 （关键区域），锋线区

，底角区，短底角区，4内线限制区（大学和职业），前场和后场 

 

三秒区三秒区 
三秒区是在罚球线以下的区域。有的时候有人会叫它“痛区域”，
因为如果防守球员轻易的让进攻球员进入到三秒区后，那么进攻
球员的得分机率就要大于在三分线以外。但如果有任何进攻球员

在三秒区停滞3秒以上，会被裁判判罚违例并且交换进攻球权。注
解：有些职业联盟，比如NBA等，会运用防守3秒违例的规则在
同样的三秒区域。 

 

禁区禁区 
禁区是一个缓冲区域当罚球时来分开进攻球员和防守球员的。另
外，这个区域在比赛中也是个策略区域。任何一名球员，无论是
进攻还是防守，在禁区内占有有利的位置时，实际上就占有了很
大的优势。 

 

 

罚罚球球线线两端点两端点 
这个区域位于罚球线的两个端点。和禁区一样，任何一名球员，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在禁区内占有有利的位置时，实际上就占
有了很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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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罚球球线线延延长线长线 
这个想象的线是罚球线根据球场的宽度而延长出来的。大多数的
教练运用这个来进行防守的策略。比如当球在罚球线延长线以上
，是一种策略。相反，当球在罚球线以下，教练员也许会采取另
一种策略。 

 

 
三分三分线顶线顶端（关端（关键键区域）区域） 

三分线顶端这个区域是直接正对篮筐的，只比罚球线远一点点。
它的主要用途是直接针对进攻和防守球员。与此同时也是很多球
员最擅长的投篮点之一。 

 

              锋线锋线区区 
锋线区位于场地的两侧，接近罚球区域。锋线区也会在比赛和训

练中称作“有球侧和无球侧”，这完全取决于哪一面的进攻球员持
有球。有球的一侧被称为有球侧，无球的一侧被称为无球侧。 

 

 

              底角区底角区 
底脚区位于边线和底线的交接处。也是另外一个很多球员喜欢投
篮的点。特别是在联防时，这个底角区域经常会有空位机会来投
篮。这个点也是防守球员很难补防和很容易漏掉的点。 

 

              短底角区短底角区 
这是底线和边线一半的区域，它和底脚区的不同之处在于短底角
区在三分线里面，而底角区在三分线外。这个区域也是大多数教
练员愿意采用的进攻策略来破解联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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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内内线线限制区（大学和限制区（大学和职业职业）） 
专业的职业联赛会有这个区域，目的就是当进攻球员和防守球员

在此区域有身体撞击，无论怎样，都不会有带球撞人犯规。 

 

前前场场: 前场是用来标识从中场线到底线的区域。 

后后场场: 后场是用来标识从后底线到中场线的区域。只要球从后场

推进超过中场线，进攻球员只能持球在前场进行进攻，如果球回
到后场，会被罚违例并且交换球权。  

球球员员在在场场上的位置上的位置 

 
在早期的篮球规则里，各球队没有指定的球员人数限制。实际上，之前真实的出现过50个球员同时站在半场一侧

进行比赛。然而，当今篮球发展成只允许各球队有五名球员同时在场上进行比赛。这五名球员有：两名后卫，两
名前锋，一名中锋。每一个位置在比赛中起到各自决定性的作用。 

 

组织组织后后卫卫 
组织后卫是被誉为场上教练，有很强的组织进攻能力，同时也是场上的核心领袖。通常情况下，会是球队中身高
最矮的。身为组织后卫，必须拥有很强的传球和运球能力，也要有很好的视野来观察队友的位置和动向。一旦机
会出现，组织后卫必须马上把球送到队友手中，制造出机会投篮得分。组织后卫还要保护好球，减少失误的次
数。对于组织后卫来说，很多的投篮机会都是通过运球找出空间跳投或者上篮得分的。另外，组织后卫还要观察
及分析防守球员的阵型和策略，寻找出防守的漏洞，投篮得分。 

得分后得分后卫卫 
得分后卫基本上是球队最好的三分远投队员。对于防守来说是非常难防守的。得分后卫必须有能力自己制造出投
篮的时机和机会，在自己的得分范围之内，有效的投篮命中，比如知道怎样利用队友的掩护来制造得分机会等。
得分后卫也经常会有责任的去争抢二次篮板球。 

小前小前锋锋 
球队中最全能的球员，内线外线都可以有效的得分。当在内线进攻时，小前锋的球员必须要有足够的侵
略性和强壮的力量来抗衡防守内线的球员。小前锋也同时会是球队第二远距离投篮的得分手。大多数的
远投机会会是在底线零度角的位置。同时，小前锋还有争抢进攻篮板的责任。在防守方面组织进攻对方
得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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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前大前锋锋/二中二中锋锋 
球队身高和力量排名第二的球员。熟练的篮下进攻技巧和精准的中距离跳投能力是作为一名大前锋必不可少的。
有的时候会和中锋来进行换位。作为大前锋的球员一定要提供高效的掩护能力来给队友创造出好的得分机会。更
有责任保护好防守篮板球。 

中中锋锋 
基本上是球队身高最高，力量最强的球员。主要是为内线进攻为主。要有熟练的篮下进攻技巧和防守自己篮下区
域的能力。中锋对保护防守篮板的责任要大于其他四位球员。有句俗话说：“得中锋者的天下”。 

第六人第六人 
第六人的角色在球队中也是至关重要的。基本上是球队第一个换人的选择。作为教练员，有的时候选择好的第六
人甚至要比选择首发球员更为重要。为了夺取胜利，第六人往往在球技和领导力方面要超出有的首发球员。另外
，有的第六人通常是可以胜任很多位置的。第六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上场的同时要为球队带来新的能量。 

特殊防守球特殊防守球员员 
这个职位的特殊性是不被大多数人了解的。这类球员一般式球队中最好的防守球员。专门针对进攻球队最好的得
分手而设定的位置。优秀的防守球员会在对有球和无球防守之间一样的出色。 他们常常负有挑战精神，敢于向对 
方最优秀的球员进行挑战。他们也会负责防守对方最好的射手在最后的时间绝杀。自从特殊防守球员的职位被现

在的篮球战术越来越多的采用，对于这个职位的球员来说，防守重于得分。  

 
篮篮球球规则规则知知识识 

最为一名篮球运动员，你一定要学习和遵守比赛规则和球队规定。在训练的过程中，是很辛苦
乏味的，这并不是大多数人想象的开心，享受。每个球员必须坚持努力训练和平等。公平，公

正的对待每一场比赛是至关重要的。 

 
用什么用什么发现发现和召回：和召回： 
学习犯规的种类和处罚的方式 
认知不同的犯规会造成罚球 
理解不同的违例规则和处罚方式 
详细的了解比赛规则会帮助球队赢取至少多一场的胜利 

Types of Fouls 

 

球员犯规在篮球比赛中是经常见到的，尤其是在季后赛或者总决赛的时候。规则也在不断的更新和改善
，但是，聪明的球员和球队会有效的利用犯规来达到有效的目的。 

个人犯个人犯规规：：个人犯规包括身体上的违例接触，比如打手，阻挡，推拉等。 

进进攻犯攻犯规规：：基本上都是进攻球员造成的不合理的动作而引起的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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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技术术犯犯规规：：这种犯规基本上是球员在不冷静的情况下会做出过激的肢体动作或者粗鲁的语言来攻击裁判
，比如没完没了的和裁判争论等。有的技术犯规甚至会因为一个扣篮引起。 

故意犯故意犯规规：：有意的犯规，比如拉扯对手，但是肢体动作也许会引起对手的受伤。但有的时候，防守球员

会故意犯规来造成时间表停止来争取更有效的策略。 

恶恶意犯意犯规规：：这种犯规在比赛中是没有必要的，反而会造成对方的受伤。恶意犯规会造成球员被驱逐出场

甚至会影响到接下来的比赛出场。 

提示：在篮球比赛中，使用带有伤害的犯规是不被允许的，甚至在NBA，特别是球员在上篮或者投篮的
时候最容易受到伤害。篮球这项运动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如果犯规，都会在增加球员的受伤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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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罚球情况球情况 
罚球是对被犯规球员的奖励，每次罚球会的一分。以下是不同罚球的情况： 

两次到三次的两次到三次的罚罚球球是进攻球员在设法投篮得分的时候被防守球员阻止但是是不合理的身体接触而设定的
罚球规则。投三分球时被犯规为三次罚球，其余为两次。 

追加追加罚罚球一次球一次是指进攻球员在受到防守球员的犯规的同时把球投进篮筐。两分或者三分有效并追加一次
投篮。 

罚罚球追加一次球追加一次是指如果一个球队的犯规数量超过联赛的规定，就算不是投篮犯规，也会被奖励为罚球，
但是必须是投进第一个罚球之后才可以进行第二次罚球。 

追加追加罚罚球的另一个方式球的另一个方式是一个球队如果犯规数达到半场10次以上，就会给对方两次罚球的机会。 

技技术术犯犯规规是提供给对方两次罚球的奖励。对方球队可以选择一名球员来进行罚球。 

双重犯双重犯规规是对方球员假装被犯规，被记为无罚球。 

 

违违例的种例的种类类 

 
违例的规则要简单并且少于犯规的规则，基本上是球员违反了比赛的规定，裁判员可以有权利

取消投进球的得分，或者没投进的球也可以算得分。 

运球的运球的违违例例---失失误误 
出界出界—脚踏出界外或者传球出界又或者最后一个人触碰到球都会算作出界违规。 

走步走步违违例例—行动超出三步以上或者中枢脚移动都算走步违例。 

持球移持球移动动—球员必须一边运球一边移动。 

两次运球两次运球—运球停止之后又运球。 

有拳有拳头击头击打球或者脚踢球。打球或者脚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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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场违场违例例—运球到了前场但是又退回后场。 

底底线传线传球人球人---提示：当对方投篮得分后，攻防转换，发球人可以在底线外随意移动。 

时间违时间违例例---导导致的致的结结果是交果是交换换球球权权（失（失误误）） 
区域超三妙 

持球超五秒 

发球超五秒 

后场推进到前场需要7秒。 

罚球准备超过5秒。 
投投篮违篮违例例---导导致交致交换换球球权权（失（失误误）） 
24秒违例：24秒时间到但进攻时球没有接触篮筐 

把球从把球从篮篮筐底下向上投筐底下向上投 

罚罚球球---在篮球碰到篮筐之前球员踏入三秒区内。 

罚罚球球---三不沾。 

罚罚球球---球员为抢篮板假装罚不进。 

防守干防守干扰扰球球---当防守球员触碰篮球下落的轨迹。 

进进攻干攻干扰扰球球---当进攻球员试图把球在下落的时候改变轨迹送入篮筐。 
 

罚罚球球违违例例  
罚球违例是指当罚球队员的球没离开手之前，准备抢篮板的球员已经脚踏入线里，被算违例。 

如果对方球员罚球违例，投球手投失，那么追加一次罚球。 

如果本队球员罚球违例，但是罚球命中，那么得分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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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进攻种攻种类类 
不同种类的进攻是要通过团队的协作来制造出好的投篮得分的机会。进攻的手段可以多种多样

，但是要采取最简单和最有效的得分方式。进攻端要确保有很强的能力来争抢进攻篮板和控制
防守的节奏。进攻球员也要有足够的经验来面对不同种类的防守体系。他们也要有足够的手段
来确保应付防守端设下的陷阱。进攻可以分为：快攻，阵地，联功，和分散。 

快攻快攻 
大多数的快攻或者进攻体系都依赖于速度快，分散宽，一传，和长传来避开防守
球员的阻断。先进的篮球进攻战术使进攻球员在4到5秒钟之内来大面积的分散，
目的是让防守全员彼此之间相隔距离拉大，以便创造出得分机会。快速的进攻，
在防守球员还没有准备好防守阵型的时候是最佳时机，因为这时防守球员会因为

阵脚大乱而错防。 如果在第一时间里快速进攻没有创造出有效 
的得分机会，那么落下阵耐心的制造新的得分机会是非常重要的。 

阵阵地地进进攻攻 
虽然大多数的球队愿意是由快速进攻来达到高效的得分目的，但是一个好的球队拥

有高质量的阵地进攻也是非常重要的。阵地进攻更需要一个球队的团队协作，比如
说利用掩护，挡拆，和反跑等战术来创造出得分的机会。一般情况下，阵地进攻都
是由一些手势或者暗语来与队友之间互相交流并传送信息。 

移移动进动进攻攻 
通过每个球员在场上的不停移动和跑位来创造出得分机会。整个进攻阵型的尺寸是
可以进行变化的。最为重要的是，这类进攻手段是需要球员之间的默契配合和无私
的传球而形成的。选择这类进攻的球员必须要有目的性和足够的耐心来寻找防守的
漏洞。在移动中寻找防守歌手的漏洞会给防守球员带来比阵地进攻更大的麻烦。 

联联合合进进攻攻 
这类进攻方式是针对联防而设计的。对来联防出色的球队，不停的保持球员移动和
传球的轮转是非常重要的。比起个人单打独斗的策略，这类进攻更需要团队的协

作。在进攻联防之前，所有球员和教练都需要了解各种联防的优势和劣势，这样才
能在进攻中找出对方的弱点，制造得分机会。他们也需要利用防守球队其中的一个
比较弱的球员来打开得分的缺口。高效的远投命中率，快书进攻，和冲抢前场篮板
球是破解联防最重要的几项手段。 

分散分散进进攻攻 
分散防守基本上被布置在比赛会计书的时间段里，主要是保护好球权而设立的进攻
战术。分散进攻不仅仅是为了拖延时间，球员们还要有目的性的进攻篮下制造得分
机会，并且会给防守球员的防守区域拉扯开。持球时间越久，防守球员的情绪就会
失去兴趣，反而达到了进攻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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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进攻路攻路线线 
这里有12中不同，但是常用的进攻路线。不同的进攻路线是根据不同的防守策略而设计出来的。一个好
的进攻策略不仅是进攻路线的优势和劣势，而是怎样去支配这些战术。加入某个球队可以有效的运用自
如这几种进攻方式，那么他们可以比别的球队更有效的赢得比赛。 

一大四小一大四小/一里四外一里四外 

 

这种战术运用于一个球队拥有一名超级内线可以独揽一
切， 

而外线又有4名优秀的远投球员。. 

一面一面进进攻攻 

  

这种战术运用在给防守球员单侧面施加内线压力。 

只要成功的把球传给内线球员， 

那么内线球员就可以进行一对一进攻。 

双面双面进进攻攻 

 

这种进攻方式是给防守人双面施加内线压力。 

双内三外双内三外 

 

这个战术运用于某些球队拥有两名出色的内线球员

，如：双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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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高位进进攻攻 

 

这个战术运用于一些球队没有出色的中锋球员，但
是所有的球员 

都有出色的投篮技巧，底线的空间用于穿插跑
位。. 

分散分散进进攻攻 

 

这个战术是为一些球队没有中锋而设计的，所有5
名球员站在外线 

通过突破传球来制造出得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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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高位一四高位 

 

这个战术运会给防守带来很大的压力，拥有一名 

突破能力强的后卫可以使他有四个突破的选择。. 

一高四低一高四低 

 

这个战术是给单打能力出色的球员创造出一对一的
进攻机会， 

一般运用于时间快结束的时候。. 

中中场挡场挡拆掩拆掩护护 

 

后卫与中锋的挡拆配合。 

角角 

 

后卫与双中锋掩护的配合战术。后卫会在突破时有
多项选择。 

一三一一三一 

 

运用于破解联防 

一一侧进侧进攻（超攻（超载载）） 

 

五名球员全部在一侧进攻，破解联防的有效战术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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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守种防守种类类 
篮球比赛允许不同种类的防守战术来阻止进攻球队得分。以下是集中防守的战术示意图。另外

，每种防守阵型都是可以不断变化延伸的。 

人人盯盯人人 

 

人盯人防守基本上是针对位置，技术，和
能力的相同而制定的。 

联联防防 

 

联方是针对防守区域来进行的，每个球员都有自己固定的防守
区域。 

 

 

混合防守混合防守 

 

这类防守一般倾向于一部分场上的球员人
盯人防守， 

另一部分的球员区域联防。 

全全场紧场紧逼逼联联防防 

 

人盯人和区域联防都是用于全场紧逼防守，这类防守又分别为

全场紧逼防守和半场紧逼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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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盯盯人防守人防守 
人盯人防守基本上分为三种：直接，转换，和减弱。这些战术的运用完全取决于不同球队的特

点。 

直接人直接人盯盯人人 

 

这种类型的防守一般式针对进攻方有多名优秀的投手而差的运球手而设计的。所有的防守球员在掩护之
后是不换人方式感受的。 

人人盯盯人人换换防防 

 

这种防守运用于移动进攻的球队，无论是进攻方进行多少次的挡拆掩护，防守球员都需要换人来防守。 

人人盯盯人削减人削减 

 

这类防守战术适用于外线糟糕但是突破能力和内线较强的进攻球队。防守球员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篮下，
防止对手上来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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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区域联联防防 
区域廊坊的命名是根据球员在场上的布局而定的，以下会分别解释每一种联防的优势和劣势。 

 

2-3 联联防防 
这种联防的分布为三名球员在底线周围保护篮下，两名后卫在上线控制

传球和运球。 

优势优势: 底线和篮板 
劣劣势势: 锋线和中线 

 

2-1-2 联联防防 
分布为两名后卫在上线，一名球员在中线，两名球员在底线。 

优势优势: 中间区域和三秒区 
劣劣势势: 锋线，底角和中圈区域 

 

 

1-2-2 联联防防 
一名球员在上线，两名球员在中线，两名球员在底线。 

优势优势: 外线 
劣劣势势: 中间和底角  

 

3-2 联联防防 
三名球员在上线，两名球员在下线 

优势优势: 很难突破中间区域 
劣劣势势: 上线和底角 

 

1-3-1 联联防防 
一名球员在上线，三名球员在中线，一名球员在底线 

优势优势: 艰难突破中间区域和在上线投篮机会 
劣劣势势: 底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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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联转换联防防 
这种联防是随时可以转换阵型的，比如2-3联防转换成1-3-1联防等。 

优势优势: 根据进攻方的阵型有优势的转变 
劣劣势势: 穿插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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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综合防守合防守 
 

综合防守一般运用于进攻方有一名或者几名得分高手。有效的利用这种防守是可以遏制这些类似的进攻
球队。但是，这种防守是很难被操作运用以及发挥最大的优势的。下面有几个例子来详细的描述这类防

守。 

 

一一盯盯四四联联 
基本上是最常见的综合防守之一了。一盯四联是指一名球员一对 

一的防守进攻方的优秀的分手，其余四人进行区域联防。 

 

一一盯盯四四联联（（钻钻石）石） 
和普通的一盯四联一样，只不过其余四人的防守布局为钻石形。 

 

两两盯盯三三联联 
在这个防守体系中，两名球员一对一防守对方两名优秀得分手，其

余三人站 

位为三角形的区域联防保护篮下。 

 

综综合合 
这个防守阵型和1-2-2区域联防十分相似。三名球员进行一对一的防

守，而其余两名 

球员进行局部区域联防，主要是保护篮下。这种防守一般运用 

于移动进攻和善于突破的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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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怎样样解解读篮读篮球示意球示意图图 
篮篮球球专业术语专业术语 

篮球专业术语是不分国界，任何国家的教练员和球员都应该掌握比理解篮球示意图。事实上，你可以在很多地方
描写篮球示意图，比如：教练员战术板，白板，餐巾纸，球馆地板，草纸等。 

 

一种一种篮篮球示意球示意图图 
“进攻” 

有些篮球示意图会用象形文字来表达，但是有的时候却很难理解。但是，Hoop Tactics 用很鲜艳的颜色和易懂的符
号使大家更容易看明白专业篮球示意图。一旦你学习到了多种的符号各代表的意思，在你的脑海中这些符号和知

识就会被牢牢的记载心里。当你想要运用在实战中的时候，就会很得心应手。 

示意示意图图的关的关键键：： 

 

进进攻球攻球员员 

 
每个进攻球员各代表一个圆圈的数字 

1 = 组织后卫                2 = 得分后卫 
3 = 小前锋                   4 = 大前锋          5 = 中锋 

  

防守球防守球员员  
每个防守球员代表X’的一个数字 

X1 = 组织后卫            X2 = 得分后卫 

X3 = 小前锋                X4 = 大前锋           X5 = 中锋 

 

球球员员持球持球 

 

这个标志代表球员持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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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球员员运球运球 

 
波浪线代表的是球员正在运球前进，箭头代表的是前进的方向。 

  

球球员传员传球球 

 
橙色的虚线上加上两个斜线代表的是传球，箭头代表的是传球的方向。 

  

球球员员投投篮篮 

 
点线代表的是球员选择投篮的位置和距离，箭头代表的是投篮的方向。 

  

球球员员无球移无球移动动 

 
这个标志可以代表进攻和防守球员的移动方向和距离。 

  

球球员员掩掩护挡护挡拆拆 

 

这个标志代表的是进攻球员的彼此挡拆掩护。 

  

球球员动员动作作强调强调 

 

红色代表的是强调这个区域的重点移动距离和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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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自己最大努力尽自己最大努力 
"你永远不会输掉比赛—你只是输掉了时间." 

"胜胜利才是唯一利才是唯一!" 这也许是对的, 但是，篮球教会你的，带给你的一切才是最重要
的。只要你一直努力，永不不放弃，你会变成永远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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