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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 1】体育基本概念

概念：体育，是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

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

现象。

【真题直击】

1、【判断】体育能力又称运动能力，它是指运用体育知识、技能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和提

高运动水平的本领（ ）

【答案】对。

【高频考点 2】现代体育组成

现代体育是由学校体育、竞技运动、大众体育三个部分组成。

学校体育：是一个发展身体、促进健康、增强体质、传授身体练习基本知识、基本技术

和基本技能的教育过程。它与德育、智育相结合，构成培养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学校

体育。

竞技运动：是指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或集体在体力、智力、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力，

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为目的而进行的科学系统的训练和竞赛。

竞技体育的特点：竞争性、规范性、公平性、集群性、公开性、观赏性

大众体育：是指以个人健身、娱乐、休闲、医疗、康复为目的而进行的丰富多彩的群众

性身体练习。

【真题直击】

1、【单选】竞技体育的特点有竞争性、公开性、公平性、（ ）、观赏性。

A.集群性 B.专门性 C.广泛性 D.群众性

【答案】A。

【高频考点 3】运动技能的形成规律

1、泛化阶段

2、分化阶段

3、巩固与自动化阶段

【真题直击】

1、【单选】运动技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经过泛化阶段、_____阶段、______阶段和自动化四

个阶段。

【答案】分化、巩固。

【高频考点 4】体育教学的特殊规律

一、运动技能形成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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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泛化阶段

2、分化阶段

3、巩固与自动化阶段

二、人体生理和心理活动变化规律

在体育教学过程中，组织学生反复进行练习，会引起人体内容发生一系列的生理机能变

化，这中变化有规律性。

上升阶段——稳定阶段——下降（恢复）阶段

三、人体机能适应性变化规律

人体运动时，机体要产生一系列的变化，机能对这些变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而这个过

程总是按照：工作阶段——相对恢复——超量恢复（二次呼吸）——复原阶段的规律在变化。

【真题直击】

1、下列哪些规律是体育教学特殊规律( )。

A.认知规律 B.社会制约性规律

C.人体机能适应性规律 D.学生身心发展

【答案】C

【高频考点 5】示范类型

动作示范的种类：正面示范、镜面示范、侧面示范、背面示范

为了显示动作的左右距离，采用正面示范；为了显示动作的前后部位，采用侧面示范；

对方向、路线变化比较复杂的动作，可采用背面示范；对于一些简单动作，为了便于教师领

做、学生模仿则可采用镜面示范。

【真题直击】

1、【填空】示范法是体育教学中最生动和最常用的教学方法，经常采用的示范方式有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正面示范、镜面示范、侧面示范、背面示范。

【高频考点 6】体育课的准备

1、备课的意义和形式

教师充分做好课前的准备工作，是上好体育课的先决条件，也是提高教师思想业务水平

和教学工作能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应以教师个人准备为主。

2、备课的内容与要求

备课的内容：

备学生、备场地、器材、备教材和教法、编写教案、备体育骨干

【真题直击】

1、【判断】体育实践课的备课必须包括学生、场地、器材、教材教法、骨干和教案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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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答案】对。

【高频考点 7】体育课课堂常规

定义：体育课堂常规，是为了保证体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对师生提出一系列的基本要求，

是学校体育教学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

包括课前常规，课中常规，课后常规

【真题直击】

【单选·15】课堂教学一般包括课前常规、( )和课后常规三个部分。

A.课内常规 B.运动常规 C.课中常规 D.课外常规

【答案】C。

【高频考点 8】课余体育训练

课余体育训练的特点

定义：学校课余体育训练是指利用课余时间，教练员对部分在体育方面有一定才能的学

生进行系统的训练，全面发展他们的身体，不断提高专项运动成绩，培养体育骨干而专门组

织的一种教育过程。

【真题直击】

1、【单选】学校利用课余时间对部分由一定特长或爱好的学生进行体育训练属于（ ）。

A.校外体育活动 B.课余体育 C.课余体育锻炼 D.课余体育训练

【答案】D。

【高频考点 9】细胞器

动物细胞的细胞器包括：内质网，线粒体，高尔基体，核糖体，溶酶体，中

心体。

（1）内质网：主要功能是合成蛋白质和脂类。根据内质网表面有无核糖体附着，可分粗

面内质网和滑面内质网。

（2）线粒体是细胞内氧化、产能的场所,被称为细胞的“功能站”“动力工厂”.除了为

细胞供能外，线粒体还参与诸如细胞分化、细胞信息传递和细胞凋亡等过程，并拥有

调控细胞生长和细胞周期的能力

（3）高尔基复合体：主要功能是参与细胞的分泌活动

(4)核糖体：核糖体是细胞内蛋白质合成的分子机器

(5)溶酶体：主要功能是进行细胞内消化

(6)中心体是细胞分裂时内部活动的中心

【真题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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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选】细胞内氧化，储存供能的场所是（ ）。

A.中心体 B.高尔基复合体 C.线粒体 D.溶酶体

【答案】C。

【高频考点 10】肺活量

最大深吸气后，再做最大呼气时所呼出的气量，称为肺活量。

肺活量为潮气量（正常呼出的气体）、补吸气量和补呼气量之和，或为深吸气量与补吸

气量之和。正常成人肺活量的平均值，男性约为 3500ml（3500—4000），女性约为 2500ml

（2500—3000），运动锻炼既能使人的肺活量水平提高，也能延缓肺活量的衰减，高水平的

运动员肺活量可达 7000ml 之多。

肺活量的大小与性别、年龄、体表面积、胸廓大小、呼吸肌发达程度以及肺和胸壁的弹

性等因素有关，而且有较大的个体差异。

青少年肺活量的增长是肺发育的重要标志。

第一阶段：10 岁时，肺活量在 1400 毫升，

第二阶段：到青春期 14－15 岁时，肺活量可增加到 2000－2500 毫升，

第三阶段：男生到 17－18 岁，女生到 16－17 岁就可以接近或达到成年人的肺活量 3000

—3500。

【真题直击】

1、【单选】正常成年人肺活量的平均值男性为( )。

A.2500-3000ml B.3500-4000ml C.4000-4500ml D.3000-3500ml

【答案】D。

【高频考点 11】血液循环

1.体循环 其中体循环（大循环） 由左心室射出的动脉血流入主动脉，又经动脉各级分支，

流向全身各器官的毛细血管。然后血液经过毛细血管壁，借助组织液与组织细胞进行物质和

气体交换。经过交换后，使动脉血变成了静脉血，再经过小静脉、中静脉，最后经过上、下

腔静脉流回右心房。这一循环途径路径长、范围广，称为体循环

1.）体循环的途径：动脉血从左心室→主动脉→全身动脉→毛细血管网→各级静脉→上、下

腔静脉→右心房经过体循环、组织细胞和毛细血管发生物质交换后颜色鲜红，含氧丰富的动

脉血变成颜色暗红，含氧稀少静脉血

2.肺循环：肺循环（小循环） 从右心室射出的静脉血入肺动脉，经过肺动脉在肺内的各级

分支，流至肺泡周围的毛细血管网，在此进行气体交换，使静脉血变成含氧丰富的动脉血，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5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22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5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303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22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88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22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5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5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65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65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5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22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22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88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5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92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88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48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22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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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肺内各级肺静脉属支，最后合成四条肺静脉，注入左心房。这一循环途径短、范围小，称

为肺循环（pulmonary circulation）或小循环（lesser circle）。肺循环的特点是路程短，

只通过肺，主要功能是完成气体交换。流回右心房的血液，经右心室压入肺动脉，流经肺部

的毛细血管网，再由肺静脉流回左心房，这一循环途径称为肺循环。

【真题直击】

1、【单选】体循环是( )。

A.由左心室开始 B.使动脉血变成静脉血

C.输送营养物和代谢产物 D.以上都对

【答案】D。

【高频考点 12】肌纤维种类

研究证明，人的骨胳肌是由红肌和白肌两类纤维组成的。

不同的人体中两种肌纤维的数量亦不相同，或以白肌纤维为主，或以红肌纤维为主。就

一个人来说，两种肌纤维数量上的比例是不会改变的，即使通过训练也不会改变。但通过训

练，红、白肌纤维的体积可以增加。从肌纤维体积大小来看，耐力性项目的运动员主要是红

肌纤维增大，白肌纤维几乎不变；力量性项目的运动员白肌纤维变化显著，红肌纤维交化很

少，速度性项目的运动员，两种肌纤维体积部有增加，但白肌纤维增粗较多。

红肌纤维与白肌纤维的对比

横纹 直径 肌红蛋白 反应 收缩力 疲劳

红肌纤维 较差 小 多 迟缓 小 不易

白肌纤维 显著 较大 少 快 大 易

【真题直击】

1、【填空】人体的肌纤维类型包括_______和_______两类

【答案】红肌纤维、白肌纤维。

【高频考点 13】肌肉的物理特性

骨骼肌的大体结构：

完整的骨骼肌由肌束组成，肌束又由肌纤维组成。由于一条肌纤维就是一个多核的肌细

胞，所以肌细胞一般称为肌纤维。肌纤维又由平行（并联）排列的肌原纤维所组成，而肌原

纤维又由一连串（串联）的肌小节组成。肌小节是骨骼肌的基本收缩单位，它们由相互穿插

的肌原纤维粗肌丝和细肌丝组成。

骨骼肌在受到外力牵拉或负重时可被拉长，这种特性成为伸展性。

而当外力或负重取消后，肌肉的长度又可恢复，这种特性称为弹性。

虽然骨骼肌具有伸展性和弹性，但肌肉的伸展程度和所受外力或负荷并不呈线性关系，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5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92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5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48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5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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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当外力和负荷逐渐增大时，其长度增加幅度逐渐降低。

而且，当外力后负荷取消后肌肉的长度也不是立即恢复。这种现象是由于骨骼肌在被拉

长或回缩时肌浆内各分子间的摩擦力造成的。

骨骼肌还具有粘滞性。粘滞性是由于肌浆内各分子之间相互磨擦作用所产生的。可见骨

骼肌不是一个完整的弹性体，而是一个粘弹性体。骨骼肌的物理特性受温度影响。

当温度下降时，肌浆内各分子间的摩擦力加大，肌肉的粘滞性增加，伸展性和弹性下降；

当温度升高时，肌肉粘滞性下降，伸展性和弹性增加。在运动实践中，做好充分准备活动，

使肌肉温度升高，降低粘滞性，提高肌肉伸展性和弹性，有利于运动员提高成绩。

肌肉组织由特殊分化的肌细胞构成，许多肌细胞聚集在一起，被结缔组织包围而成肌束，

其间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和纤维分布。主要功能是收缩，机体的各种动作、体内各脏器的活动

都由它完成。

分类：心肌、平滑肌、骨骼肌，其中心肌和平滑肌是不随意肌，骨骼肌是属于随意肌。

平滑肌主要构成内脏和血管，具有收缩缓慢、持久、不易疲劳等特点，心肌构成心壁，

两者都不随人的意志收缩，故称不随意肌。

骨骼肌分布于头、颈、躯干和四肢，通常附着于骨，骨骼肌收缩迅速、有力、容易疲劳，

可随人的意志舒缩，故称随意肌。

【真题直击】

1、【单选】骨骼肌有多种物理特性，下列不属于骨骼肌物理特性的是( )。

A.伸展性 B.弹性 C.柔韧性 D.粘滞性

【答案】C。

【高频考点 14】营养素

定义：营养素是指能在体内消化吸收，具有供给能量，构成机体组织，调节生理功

能，为机体进行正常物质代谢所必需的物质。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有糖、脂肪、蛋白质、维

生素、矿物质和水六类。

【真题直击】

1、【填空】营养素一般分为脂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水等六大类

【答案】维生素、蛋白质、糖、矿物质。

【高频考点 15】亚健康

亚健康(第三状态).第三状态即亚健康状态。作为非健康非疾病状态按照健康概念:这些

人虽然没有疾病但却有虚弱现象、诸多不适和各种症状,日常精神欠佳,则机体活力降低,反

应能力减退,则工作效率降低,与人处事较差,则适应能力降低等非健康状态。这些人虽然主

观有虚弱感觉、诸多不适和各种症状,但经过医学系统检查却没有疾病的客观依据,而属于非

疾病状态。

http://baike.baidu.com/view/1794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14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83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2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883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33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49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8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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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直击】

1、【填空】有人主观感觉虚弱，诸多不适和各种症状，但经医学系统检查却没有疾病的客

观依据，属非疾病状态，这种状态称________。

【答案】亚健康。

【高频考点 16】肌肉痉挛

肌肉痉挛（速成抽筋）是肌肉不由自主的强直收缩。在运动中以小腿腓肠肌痉挛最多见，

其次是足底屈趾肌肉。多发生于游泳、足球、举重、长跑等项目。

【真题直击】

1、【单选】肌肉痉挛俗称抽筋，是肌肉不由自主的强直收缩，在体育运动中，( )最

容易发生肌肉痉挛。

A.大腚股二头肌 B.腚底屈趾肌 C.小腿腓肠肌 D.足底屈拇肌

【答案】C。

【高频考点 17】运动性疲劳

运动性疲劳是由于运动而引起的运动能力和身体机能暂时下降的现象。运动性疲可以分为中

枢性疲劳、外周性疲劳及全身性疲劳。另外，根据运动者的主观和客观感受，可为生理性疲

劳和心理性疲劳。

【真题直击】

1、【简答】常见的消除运动性疲劳的的方法有哪些？

【参考答案】

1、劳逸结合

（1）放松活动放松活动不仅可以使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等从适

应剧烈运动的状态逐渐过渡到安静状态，还可以促进肌肉放松，是消除运动疲劳、促进体力

恢复的一种有效恢复手段 。其主要内容有：慢跑和呼吸体操；肌肉、韧带拉伸等放松练习。

（2）睡眠

2、物理措施

（1）温水浴、桑拿浴

温水浴可以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有利于疲劳肌肉的物质代谢，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消除疲方法。

桑拿浴是利用高温干燥的环境，加速血液循环，使人体大量排汗，从而使体内的代谢产物及

时排出体外。

（2）按摩

按摩可以通过对人体的机械刺激、神经反射，以及神经一体液调节而影响人体各器官、系

统的功能，而从达到调节血液循环、增强心血管功能、解除大脑的紧张与疲劳，并可改善由

运动性疲劳造成的免疫功能下降的状况。

（3）吸氧与负离子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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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疲劳时在血液中积有大量酸性代谢产物，吸氧可促进乳酸氧化，对消除疲劳有效果。负

离子能提高人体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加速组织氧化，也有利于疲劳的消除。

3、营养补充

在运动疲劳的产生过程中和运动性疲劳出现后，尽快摄人足够的营养物质来补充能量、调节

生理功能，这是缓解运动性疲劳的产生和促进运动性疲劳恢复的重要措施。

4、中草药

【高频考点 18】不同年龄发展的身体素质

反应速度 7~11 岁 绝对力量 10~13 岁

短时耐力 10~15 岁 相对力量 14~17 岁

模仿力量 7~12 岁 动作速度 7~9 岁

长时耐力 14~16 岁 协调性 10~12 岁

速度耐力 7~13 岁 灵敏性 10~12 岁

最高速度 7~12 岁 速度素质 10~13 岁

平衡能力 6~8 岁

【真题直击】

1、【判断】发展速度素质的敏感时期是15-16岁（ ）

【答案】错。

【高频考点 19】速度素质

一、速度素质的释义

（一）速度素质的定义

速度素质是指人体快速运动的能力。包括人体快速完成动作的能力和对外界信号刺激快

速反应的能力，以及快速位移的能力。

速度素质包括反应速度、动作速度和移动速度。

反应速度：是指人体对各种信号刺激（声、光、触等）快速应答的能力。

动作速度：是指人体或人体某一部分快速完成某一个功作的能力。 动作速度是技术动

作不可缺少的要素，表现为人体完成某一技术动作时的挥摆速度、击打速度、蹬伸速度和踢

踹速度等，此外，还包含在连续完成单个动作时在单位时间里重复次数的多少（即动作频率）。

位移速度：位移速度是指在周期性运动中往往以单位时间通过的距离，或通过一定距离

所需要的时间。如男子100米跑10秒，100米自由游50秒等。

二、各种速度素质的评定及训练

（一）反应速度的评定及训练

1．反应速度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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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测定反应时，即运动员对信号刺激作出反应所需的时间来评定运动员反应速度

的好坏。

对反应时的评定，可以通过实验空的精密仪器测星加以评定，也可以用简易的方法进行

测量与评定。

2．反应速度训练应注意的问题

（1）反应速度由神经反射通路的传导速度所决定，基本属于纯生理过程，不受其他因

素影响。

（2）要求运动员注意力集中。

在训练中运动员注意力集中与不集中大一样，运动员注意力集中，可使神经系统处于适

宜的兴奋状态，使肌肉处于紧张待发状态，此时，肌肉的反应速度比处于松弛状态时可提高

60%左右。

（3）反应速度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动员对信号应答反应的动作熟练程度上。

动作熟练，信号一出现，就会立刻做出相应的反应动作。在进行反应速度的训练时，还要经

常改变刺激因素的强度和信号发出的时间。

3.反应速度训练常用的方法手段

（1）信号刺激法。利用突然发出的信号提高运动员对简单信号的反应能力。

（2）运动感觉法。

（3）移动目标的练习。

（4）选择性练习。

具体做法是，随着各信号复杂程度的变化，让运动员做出相反的应答动作。如教练员喊

蹲下同时做下蹲动作，运动员则站立不动；教练员喊向左转，运动员则向右转；或教练员喊

一、二、三、四中某一个数字时，运动员应及时做出相应（事先规定）的动作等。

（二）动作速度的评定及训练

1.动作速度的评定

因为动作速度寓于某一个技术动作之中，如抓举的动作速度、跳跃起跳的动作速度、游

泳转身的动作速度等等，所以动作速度的测量是与技术参数测定联系在一起的，如测出手速

度、起跳速度、角速度、加速度等等。此外，通过连续多次完成同一动作，亦可求出平均的

动作速度。

2．动作速度训练应注意的问题

（1）提高动作速度应与掌握和保持正确的技术动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2）专门性的动作速度训练与专项比赛动作要求相一致，如在短距离跑训练中所采用

的专门性练习、小步跑、高抬腿跑等，游泳运动员专门转身等练习时，都应对动作速度提出

严格的要求。

（3）在使用反复做某一个规定动作（如两腿快速交替练习）为手段发展运动员的动作

速度时，应合理地变换练习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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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动作速度训练中，练习的持续时间一般不宜过长。因为动作速度训练强度较大，

要求运动员的兴奋性要高，一般讲不应超过 20 秒。

（5）练习与练习之间的间歇是由练习的强度所决定的，练习强度大，需要的间歇时间

就应长些。

3.提高动作速度常用的手段方法

（1）利用外界助力控制运动员的动作速度。如在体操训练中，教练员常常用助力提高

运动员完成某一技术环节时的动作速度。

（2）减小外界自然条件的阻力。如顺风跑等。

（3）利用动作加速或利用器械重量变化而获得的后效作用发展动作速度。如利用下坡

跑至平地继续快跑，可获得加速后效作用；在推标准铅球之前可先用加重的铅球做练习以获

得后效作用。

（4）借助信号刺激提高动作速度。如利用同步声音的伴奏，使运动员伴随着声音信号

的快节奏做出协调一致的快速动作。

（5）缩小完成练习的空间和时间界限，如球类利用小场地练习。这是因为快速动作的

完成与持续练习的时间长短有关，也与完成动作活动范围（空间）大小有关，通过小场地的

练习，可以限制活动的时间及活动范围，从而提高运动员完成动作的速度。

（三）移动速度的评定与训练

1．移动速度的评定

测定移动速度的手段常常用短距离跑。要求为：

（1）距离不要过长，可用 30～60 米的距离。

（2）最好不从起跑计时，而测定运动员全速跑通过某段距离的能力。

（3）在运动员不疲劳、神经兴奋性高的状态下测验。

（4）可测定 2～3 次，取最佳成绩。

以下两个指标对运动员快速移动能力有着重要影响。一是最大步频；二是快速跑中的支

撑时间。测定单脚撑地时间可采用触点跑道和波动描记器记录。优秀运动员单脚撑地时间为

0．08～0．13 秒，普通人为 0．14～0．15 秒。

2.提高移动速度的常用方法和手段

（1）发展最高移动速度每次练习的持续时间不能过长，应以使每次练习均以高能磷酸

原代谢为主要供能途径，一般地讲，应保持在 20 秒以内。

（2）各种爆发力练习。

（3）高频率的专门件练习，如径赛运动员做高抬腿跑、小步跑、后蹬跑、车轮跑等。

（4）利用特定的场地器材进行加速练习，如斜坡跑和骑固定自行车等。

三、速度训练的基本要求

（一）速度素质训练应结合运动员所从事的专项运动进行，如对短跑运动员的反应速度

训练，应着重提高他们听觉的反应能力，对足球运动员则应着重提高视觉反应能力，对体操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

14

运动员应着重提高皮肤感觉的反应能力。

（二）速度素质训练应在运动员兴奋性高、情绪饱满、运动欲望强的情况下进行，一般

应安排在训练课的前半部。

（三）速度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常会出现进展停滞、难以提高的现象，称为“速度障碍”。

【真题直击】

1、【单选】速度素质包括反应速度、( D )速度、动作速度。

A.起跑 B.疾跑 C.冲刺 D.位移

【答案】D。

【高频考点 20】运动训练方法

1.分解训练法

（1）分解训练法定义：分解训练法是指将完整的技术动作或战术配合过程合理地分成

若干个环节或部分，然后按环节或部分分别进行训练的方法。

2.完整训练法

（1）完整训练法定义

完整训练法是指从技术动作或战术配合的开始到结束，不分部分和环节，完整地进行练

习的训练方法。运用完整训练法便于运动员完整地掌握技术动作或战术配合；保持技术动作

或战术配合的完整结构和各个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

3.重复训练法

（1）重复训练法定义

重复训练法是指多次重复同一练习，两次练习之间安排相对充分休息的练习方法。通过

同一动作或同组动作的多次重复，经过不断强化运动条件反射的过程，有利于运动员掌握和

巩固技术动作。

4.间歇训练法

（1）定义：间歇训练法是指对动作结构和负荷强度、间歇时间提出严格的要求，以使

机体处于不完全恢复状态下，反复进行练习的训练方法。

5.持续训练法

（1）定义：持续训练法是指负荷强度较低，负荷时间较长，无间断地连续进行练习的

训练方法。

6.变换训练法

（1）定义：变换训练法是指对运动负荷、练习内容、练习形式以及条件实施变换，以

提高运动员积极性、趣味性、适应性及应变能力的训练方法。

7.循环训练法

（1）定义：循环训练法是指根据训练的具体任务，将练习手段设置为若干个练习站，

运动员按照既定顺序、路线，一次完整每站练习任务的训练方法。

8.比赛训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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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义：比赛训练法是指在近似、模拟或真实、严格的比赛条件下，按比赛的规则

和方式进行训练的方法。

【真题直击】

1、【单选】重复训练法的主要特征是( )。

A.循环进行训练 B.反复做同一练习

C.不间断进行训练 D.控制练习的间歇

【答案】B。

【高频考点 21】体能

体能是指人体各器官、系统的机能在体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包括力量、速度、灵

敏、协调、平衡、耐力、柔韧等基本的身体素质，以及人体的基本活动技能，如走、跑、跳

跃、投掷、平衡、钻爬、攀登等。体能适宜人体三大供能系统为能量代谢活动的基础，通过

骨骼肌的做功所表现出来的运动能力。体能是运动员的基本运动能力，是运动员竞技能力的

重要构成因素

【真题直击】

1、【单选】体能是指人体各器官系统的机能在（ ）中表现出来的能力。

A.身体练习 B.运动技能练习 C.身体活动 D.体育活动

【答案】C。

【高频考点 22】柔韧素质

一、柔韧素质的释义

（一）柔韧素质是指人体关节在不同方向上的运动能力以及肌肉、韧带等软组织的伸展

能力。柔韧素质通过关节运动的幅度，也就是按一定的运动轴产生转动的活动范围而表现出

来。

（二）柔韧素质的分类

柔韧素质分为一般柔韧素质和专门柔韧素质。

一般柔韧素质是指机体中最主要的那些关节活动的幅度，如肩、膝、筋等关节活动的幅

度，这对任何运动项日都是必要的。

二、柔韧素质的评定

测量与评定柔韧素质带有局部性的特点，其测量方法和手段均涉及身体有关部位完成动

作时活动的幅度。

评定柔韧素质通常采用的方法是用直尺、皮尺、量角器等工具直接测量关节活动的最大

幅度。

三、柔韧训练的方法

（一）柔韧训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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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韧性训练基本上采用拉伸法，分为动力拉伸法和静力拉伸法。在这两种方法中又都有

主动拉伸和被动拉伸两种不同的训练方式。

动力拉伸法是指有节奏地、通过多次重复同一动作的练习使软组织逐渐地被拉长的练习

方法。

静力拉伸练习时，先通过动力拉伸缓慢的动作将肌肉等软组织拉长，当拉伸到一定程度

的时候要暂时静止不动，使这些软组织得到一个持续放拉长的机会。

（二）柔韧训练的主要手段

发展肩部、腿韶、臀部和脚部的柔韧性主要手段有：压、搬、劈、摆、踢、绷及绕环等

练习。

发展腰部的柔韧性主要手段有：站立体前屈、俯卧背抑、转体、甩腰及绕环等练习。

四、柔韧训练的基本要求

（一）发展柔韧素质与力量素质相结合

（二）注意柔韧训练与温度和时间关系

（三）柔韧性训练应保持正常

（四）采用多种手段发展柔韧性

【真题直击】

1、【单选】柔韧素质是指人体关节活动（ ）的大小以及跨过关节的韧带、肌腱、肌

肉、皮肤、及其其他组织的弹性和伸展能力。

A.范围 B.幅度 C.角度 D.同旋

【答案】B。

【高频考点 23】力量素质

一、力量素质

（一）力量素质的定义

力量素质是指人体神经肌肉系统在工作时克服或对阻力的能力。肌肉工作时以收缩产生

的拉力克服阻力。肌肉工作所克服的阻力包括外部阻力和内部阻力。

外部阻力，如物体重量、摩擦力以及空气的阻力等

内部阻力，如肌肉的粘滞性，各肌肉间的对抗力，主要来源于运动器官，如骨骼、肌肉、

关节囊、韧带、肌膜、筋膜等组织的阻力。

（二）力量素质分类

依力量素质与运动专项的关系，可分为一般力量与专项力量；依力量素质与运动员体重

的关系，可分为绝对力量和相对力量；依完成不同体育活动所需力量素质的不同特点，可分

为最大力量、快速力量和力量耐力。

二、各种力量素质的评定

1．最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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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最大力量，既可在完成比赛动作的过程中测定，亦可在完成与比赛动作接近的动

作中测定；既可在静态条件下测定，亦可在动态条件下测定。肌肉的功能评定和静态评定都

有不足之处。

对少年及一般运动员力量评定可采用握力、背肌力、屈臂悬垂、引体向上、双杠臂屈

伸及俯卧撑等指标。

2. 快速力量的评定

快速力量的大小，通常可采用动力曲线描记图分析评定。例如下肢蹬地力量或上肢击打

力量的动力曲线描记图。通过计算快速力量指数也可评定快速力量。

在周期性运动项目中，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速度综合测定来评定快速力量。如周期性

运动项目的出发和加速段的时间（游泳：从发令到 10 米的时间；田径短跑：从发令到 30

米的时间；自行车：从发令到 50 米的时间）。

3.爆发力的评定

前面所介绍的评定快速力量的方法都可用来评定爆发力。但运动员在做爆发力练习时，

所用的力量是不遗余力的，所用的时间是最短的，所以评定爆发力多用爆发力指数为指标。

4.相对力量的评定

相对力量是指运动员每公斤体重所具有的最大力量，所以其评定可在对最大力量测定的

基础上进行，用运动员体重去除最大力量使可以计算出该运动员的相对力量。

5.力量耐力的评定

对力量耐力的评定多采用多次重复完成比赛模仿动作的方法，根据运动员重复的次数进

行评定。这种方法要求测试动作的运动形式和神经肌肉工作方式的特点都与比赛动作接近，

如自行车运动员在功率自行车附加阻力的脚踏上蹬蹈；划船运动员在专门的力量练习器上划

桨；田径运动员在活动跑台上走、跑等。也有人提出用力量耐力指数来评定运动员的力量耐

力，力量耐力指数等于练习器械的阻力（公斤）乘以动作的次数。

即：力量耐力指数=练习阻力 x 重复次数

三、力量训练的基本方法

（一）力量训练的基本方法

1.动力性等张收缩训练

人体相应环节运动，肌肉张力不变，改变长度产生收缩力克服阻力的训练为动力性等张

收缩训练。可分为向心克制性及离心退让性两类工作形式。

（1）动力性向心克制性工作：肌肉在做动力性向心克制性工作时，肌肉长度逐渐缩短，

所产生的张力随着关节角度的变化而改变，出此，练习时根据专项运动的需要，掌握好发挥

最大肌力的关节角度，可得到事半功倍的训练效果。

（2）动力性离心退让性工作：实验表明，肌肉做离心收缩时所产生的张力比肌肉做向

心收缩时所产生的张力大 40％。股四头肌做离心收缩时所承受的负荷是做向心收缩时所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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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负荷的两倍。由此，人们利用离心收缩的原理创造了“退让训练法”。

2．静力性等长收缩训练

在身体固定姿态下，肢体环节固定，肌肉长度不变，改变张力克服阻力的练习方法，称

之为静力性等长收缩训练。

肌肉做静力性收缩时，可以动员更多的肌纤维参与工作，表现出的力量大，力量增长也

快，并节省训练时间。

但是由于肌肉紧张，血管封闭，肌肉中血液循环可发生不同程度的暂时中断，因而工作

不能持久。

3．等动收缩训练

等动收缩训练系由美国李斯特尔等人于 1967 年创立。等动力量训练在特制的等动练习

器上进行，练习时，肢体动作速度保持不变，肌肉始终发挥较大张力完成练习，等动练习集

等长（静力性力量）和等张（动力性力量）之所长于一身，有利于最大力量的增长。

4．超等长收缩训练

超等长练习时先使肌肉做离心收缩，然后接着做向心收缩。利用肌肉的弹性，通过牵张

反射，加大肌肉收缩的力量，如跳深等练习。

5．循环训练法

发展力量耐力训练可将几个训练手段编组循环进行。

（二）力量训练的主要手段

1．负重抗阻练习。

2．对抗性练习。

3．克服弹性物体的练习。

4．利用力量训练器械练习。

5．克服外部环境阻力的练习。

6．克服自身体重的练习。

7．电刺激。

四、力量训练的基本要求

（一）注意不同肌群力量的对应发展

（二）选择有效的训练手段

（三）处理好负荷与恢复曲关系

（四）注意激发练习的兴趣

【真题直击】

1、【单选】（ ）是指人体神经肌肉系统在工作时克服或对抗阻力的能力。

A.速度素质 B.耐力素质 C.力量素质 D.灵敏素质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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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 24】运动成绩

运动成绩是运动员参加比赛的结果，是根据特定的的评定行为对运动员及其对手的竞技

能力在比赛中发挥状况的综合评定。即比赛中表现出竞技水平、比赛名次。

运动成绩的决定因素：

（1） 对手的比赛中的表现、

（2） 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表现

（3） 比赛结果的评定行为

【真题直击】

1、【单选】任何一个竞技项目比赛的运动成绩都是由（ ）三方面因素决定。

A.竞技能力，竞技状态，比赛条件

B.比赛发挥，先天性能力，后天性能力

C.竞技规则，评定手段，裁判员业务水准

D.对手比赛中的表现，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表现，比赛结果的评定行为

【答案】D。

【高频考点 25】体育课课程性质

体育与健康课程是一门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以增进中小学生健康为主要目的的必修

课程是学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人才不可缺

少的重要途径。它是对原有的体育课程进行深化改革，突出健康目标的一门课程。

新课标对学生学习成绩评定形式有哪三种：自我评定、相互评定、教师评定。

新课标选择教材内容的基本要求是地域性、科学性、简易性、健身性、兴趣性、实效性。

体育与健康课程具有以下特性：

基础性----课程强调培养学生掌握必要的体育与健康知识，技能和方法，养成体育锻炼

习惯和甲亢生活习惯，为学生终身体育学习和健康生活奠定良好的基础。

实践性----课程强调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通过体育与健康学习、体育锻炼以及行为

养成，提高学生的体育与健康实践能力。

健身性----课程强调在学习体育与健康知识、技能和方法的过程中，通过适宜负荷的身

体练习，提高体能和运动技能水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综合性----课程强调充分发挥体育的育人功能，强调以体育与健康学习为主，渗透德育

教育，同事融合部分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

疾病预防、安全应急与避险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整合并体现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过程与

方法等多种价值。

【真题直击】

1、【填空】体育与健康课程是一门以________为主要手段，以增进中小学健康为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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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修课程

【答案】身体练习。

【高频考点 26】课程领域目标

1、运动参与

概念：学生参与体育学习和锻炼的态度及行为表现，是学生系的体育知识、技能和方法、

锻炼身体和提高健康水平，形成积极的体育行为和乐观开朗人生态度的时间要求和重要途

径。

运动参与目标

(1)具有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的态度和行为；

(2)用科学的方法参与体育活动。

2、运动技能

概念：学生在体育学习和锻炼中完成运动动作的能力，它反映了体育与健康课程以身体

练习为主要手段的基本特征，是课程学习的重要内容和实现其他学习方面目标的主要途径。

运动技能目标

(1)获得运动基础知识；

(2)学习和应用运动技能；

(3)安全地进行体育活动；

(4)获得野外活动的基本技能

3、身体健康：

概念：人的体能良好，技能正常和精力充沛的状态，与体育锻炼、营养状况和行为习惯

密切相关。

身体健康目标

(1)形成正确的身体姿势；

(2)发展体能；

(3)具有关注身体和健康的意识；

(4)懂得营养、环境和不良行为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4、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

概念：个体自我感觉良好以及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状态与过程，与体育学习和锻炼、身体

健康密切相关。

心理健康目标

(1)了解体育活动对心理健康的作用，认识身心发展的关系；

(2)正确理解体育活动与自尊、自信的关系；

(3)学会通过体育活动等方法调控情绪；

(4)形成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品质。

社会适应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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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良好的合作精神和体育道德；

(2)学会获取现代社会中体育与健康知识的方法。

【真题直击】

1、【填空】体育与健康新课程标准学习领域目标为运动参与目标、运动技能目标、身体健

康目标、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心理健康、社会适应。

【高频考点 27】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一）、人力资源的开发

学校教育活动的直接参与者是教师和学生，在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过程中，除了体育教

师以外，还应注意开发和利用班主任、有体育特长的教师和校医等人力资源，充分发挥他们

的作用。此外，应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有体育特长学生的骨干作用，例如

请他们作示范、当辅导员等。

在校外还可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作用，请他们辅导学生进行体育活动。在家庭，应充

分发挥家长对学生的体育活动进行督促、帮助的作用。

（二）、体育设施资源的开发

体育场地、器材是加强素质教育，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增进学生健康的物质保证。国家

已制订了各级学校体育器材设施配备目录，各地学校应争取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配齐，并

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对现有体育设施应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要努力开发它的潜

在功能。

1．发挥体育器材的多种功能

2．制作简易器材

3．改造场地器材，提高场地利用价值

4．合理布局学校场地器材

5．合理使用场地器材

（三）、课程内容资源的开发

1．现有运动项目的改造

2．新兴运动项目的引用

3．民族、民间传统体育资源的开发

（四）、课外和校外体育资源的开发

1．课外体育资源的开发

2．校外体育资源的开发

校外体育资源包括：

（1）家庭体育活动；

（2）社区体育活动和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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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县镇的体育活动和竞赛；

（4）少年宫体育活动；

（5）业余体校训练；

（6）体育俱乐部活动；

（7）节假日体育活动和竞赛。

（五）、自然地理课程资源的开发

我国地域宽广，幅员辽阔，地况地貌千姿百态，季节气候气象万千，蕴藏着丰富的课程

资源，应注意大力开发和利用。

利用空气，可以进行有氧运动，如散步、慢跑、有氧操等。利用阳光，可以进行日光浴。

利用水，可以进行游泳、温泉浴等。

春季可以开展春游、远足，夏季可以开展游泳、沙滩排球，秋季可以开展爬山、越野跑，

冬季可以开展滑冰、滑雪。风天、雨天、雪天，可以练习长跑；晴天，可以练习骑自行车，

可以登高望远。

利用江河湖海，可以进行水上安全运动。利用荒原，可以进行步行拉练、野营等。利用

雪原，可以滑雪、滑雪橇、滚雪球、打雪仗等。利用草原，可以进行骑马、武术等。利用森

林山地，可以进行安全的定向运动、攀爬活动。利用山地丘陵，可以进行登山运动和开展有

氧耐力运动。利用沟渠田野，可以进行越野跑、跳跃练习等。利用海滩或沙地，可以进行慢

跑、沙滩排球、沙滩足球等。利用沙丘，可以进行沙疗、爬沙丘、滑沙等活动。

（六）、体育信息资源的开发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如广播、电视、网络，获取体育信息，不断充实和更新课程内容。由于地

区的差异性极大，在条件相对较差的学校，也可以利用教学挂图、黑板绘制简图等提高教学

效果。

【真题直击】

1、【单选】体育课程资源包括人力资源、( )、课程内容资源、课外和校外体育资源、

自然地理资源、体育信息资源六个方面。

A.社区资源 B.体育设施资源 C.教材资源 D.学生资源

【答案】B。

【高频考点 28】顾拜旦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 776 年，在希腊奥林匹亚举行了第 1 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并规

定每隔 4 年举行一次。

在 1894 年皮埃尔·德·顾拜旦倡导下，在巴黎召开国际体育会议，成立国际奥林匹克

委员会。1896 年法国人皮埃尔·德·顾拜旦创立了第 1 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并确立了

田径为奥运会的第一运动。

目前田径界认为，这是现代田径运动开始的标志。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现已举办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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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其中第 6 届、12 届和 13 届因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未能举行。

【真题直击】

1、【单选·16】被誉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的皮埃尔•德•顾拜旦的国籍是( )。

A.韩国 B.日本 C.法国 D.中国

【答案】C 。

【高频考点 29】田径定义

田径运动是指由田赛和径赛、公路赛跑、竞走和越野赛跑组成的运动项目。它包括了人

们的走、跑、跳、投等基本活动方式，因此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和掌握。

田赛是指以高度和远度计量成绩的跳跃和投掷比赛项目。

径赛是指以时间计算成绩的竞走和跑或在一定时间内走完、跑完多少距离的比赛项目。

全能运动是指有部分跑、跳跃、投掷项目组成的以评分为办法计算成绩的综合比赛项目。

【真题直击】

1、【单选】按照《田径规则(2008)》中的田径定义，马拉松项目应属于( )。

A.竞赛 B.公路赛跑 C.越野赛跑 D.山地赛跑

【答案】B。

【高频考点 30】田径全能项目

男子十项全能(100m、跳远、铅球、跳高、400m、110m 栏、铁饼、撑杆跳高、标枪、1500m）

子十项全能赛程也是两天：第一天 100 米赛跑，跳远，铅球，跳高和 400 米赛跑；第二天

110 米栏，铁饼，撑竿跳，标枪和 1500 米赛跑。

女子七项全能(100m 栏、跳高、铅球、200 m、跳远、标枪、800m)。女子七项全能赛程

两天，比赛项目依次是：第一天 100 米栏，跳高，铅球；第二天 200 米赛跑，跳远，标枪和

800 米赛跑

【真题直击】

1、【单选】下列项目不属于女子七项全能的是( )。

A.跳高 B.跳远 C.铅球 D.110m 栏

【答案】D。

【高频考点 31】跑的概念

（一）跑的概念

跑是人体水平位移的一种基本运动形式，是单脚支撑与腾空相互交替，上肢与下肢、蹬

与摆协调配合的周期性运动。

（二）影响跑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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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体跑动产生作用的力包括内力与外力。

1.内力

内力是指肌肉收缩时产生的力，它是人体运动的动力来源。肌肉收缩产生力的效果取决

于单个肌纤维的收缩力、肌肉中肌纤维的数量、肌肉收缩前的初长度、中枢神经系统的机能

状态、协同肌和对抗肌配合的协调性、肌肉对骨骼发生作用的力学条件等。内力可以控制跑

的技术动作，保持运动中的身体姿势，改变身体与支撑点的相互关系。

2.外力

外力是指人体与外界物体相互作用时所产生的力。人体运动时受到的外力有以下几种：

①支撑反作用力

②重力

③摩擦力

④空气阻力

（三）步长与步频

决定跑速的主要因素是步长和步频。步长是指两脚着地点之间的距离，步频是指单位时

间内的步数。无论是保持步长加快步频，还是保持步频加大步长或两者同时提高，都能提高

跑速。

1.影响步长的因素

①肌肉力量的大小

②下肢的长度

③柔韧性

2.影响步频的因素

①神经过程的灵活性。

②肌肉中快肌纤维与面积所占百分比及步长增大程度。

③动作协调性

3.步长与步频之间的协调

步长与步频协调得好坏，可以直接影响到运动技术的巩固程度，片面强调步长就会降低

步频，片面追求步频则会影响步长，导致二者无法协调配合，也无法使技术定型，运动技能

就无法得到巩固和提高。相反，运动技能巩固提高了，步长与步频二者之间协调得好，多余

的动作减少，会使技术动作日趋动力定型，运动技能越来越巩固。此外，肌肉的放松能力好，

可以使步长与步频二者之间更加协调。

【真题直击】

1、【单选】走和跑的区别在于（ ）。

A.跑的速度快，走的速度慢 B.跑时身体重心起伏大，走时身体重心起伏小

C.跑的步幅大，走的步幅小 D.跑时身体有腾空，走时身体没有腾空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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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 32】影响投掷远度的因素

影响投掷远度的因素

1.出手速度：作用力、时间、工作距离

2.出手角度：技术、器械姿态

3.出手高度：身材、技术动作质量

4.空气动力学因素：器械仰角、风速、风向、器械自转、器械构造

【真题直击】

1、【单选】影响投掷远度的主要因素有( )、出手角度和出手高度等。

A.器械重量 B.出手速度 C.投掷方法 D.环境

【答案】B。

【高频考点 33】秩序册

秩序册是运动会各项竞赛进行的时间表，也是运动会各项竞赛工作的依据。其式样、规

格和内容可以根据运动会的规模确定，一股应包括下列内容：

1.封面(运动会名称、主办单位、竞赛日期)。

2.目录。

3.竞赛规程、竞赛须知、补充通知。

4.组织委员会(主席团)人员名单。

5.办事机构及工作人员名单。

6.裁判员名单。

7.代表队名单(运动员姓名、号码对照表)。

8.竞赛日程。

9.各项竞赛分组。

10.有关的最高纪录。

11.比赛场地平面图。

【真题直击】

1、【简答】秩序册的编排

【答案】略

【高频考点 34】比赛规程

竞赛规程是比赛的法律性文件，具有唯一性。比赛过程中的所有事件进程和处理，

都必须遵守竞赛规程规定的条文内容。因此，在制定竞赛规则时．应该尽可能地详细制定有

关比赛事宜的所有条目，并要文字和语句规范准确，避免由于定义不明确引起实际工作中的

困难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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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规程主要包括下列几方面：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竞赛日期和地点

——参加单位

——竞赛项目

——参加办法

——竞赛办法

——计分办法

——录取名次与奖励

——报名、报到与技术会议

——裁判员和仲裁

——有关说明与附件等

【真题直击】

1、【简答】学校运动会的竞赛规程包括

【答案】略

【高频考点 35】排球简述

排球比赛是两队各 6 名队员在长 18 米、宽 9 米的场地上，从中间隔开的球网（男子网

高 2.43 米、女子网高 2.24 米）上方，根据规则的规定，以身体任何部位将球击入对方场区，

而不使其落入本方场区集体的，攻防对抗的体育项目。

比赛是以后排右边的队员在发球区内用手将球击过球网开始，每方最多击三次（拦网触

球除外）使球过网，一名队员不得连续击球两次（拦网除外），球在空中不能落地。

场上 6名队员分前后排站位，前排 3人，后排 3 人，接发球队胜一球后，6 名队员必须按顺

时针方向轮转一个位置，由轮转到后排右边的队员发球。接发球队胜一球得发球权同时也得

1分。发球队胜一球后，该队发球队员继续发球并得 1 分。

【真题直击】

1、【单选】排球比赛场上 6 名队员分前后排站立，获得发球权的队 6名队员必须按( )

方向一个位置。

A.逆时针 B.顺时针 C.任意轮转 D.前后轮转

【答案】B。

【高频考点 36】排球基本战术

排球进攻阵形是以二传队员的位置和攻手的场上分布来区分的，基本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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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一二”进攻阵形

前排中间的 3 号位队员做二传将球传给 4、2 号位队员进攻，这种组织形式即为“中一

二”进攻阵形（图 3—3）。

“中一二”进攻阵形的优点是：简单易学，容易掌握，由于二传手在中间，传垫球较容

易，有利于组成进攻，适合初学者采用。缺点是变化少，进攻意图容易被对方识破。

（二）“边一二”进攻阵形

前排右边 2号位队员做二传将球传给 3、4号位队员进攻，这种组织形式即为“边一二”

进攻阵形。

“边一二”进攻阵形的优点是，右手扣球者在 3、4号位扣球比较顺手，战术变化较“中

一二”多。缺点是 5 号位接一传时，垫球距离较长不易垫到位；一传偏 4 号位时，二传接应

较困难。

（三）“插上”进攻阵形

后徘一个队员在对方发球后，由后排插上到前排做二传将球传给前排 4、3、2 号队员进

攻，这种进攻的组织形式即为“插上”进攻阵形（图 3—5）。

“插上”进攻形式的优点是能保持前排三点进攻，配合变化多，并能利用网的全长组织

进攻，但对插上二传队员的要求较高。

【真题直击】

1、【单选】排球的“中一二”进攻战术是指( B )。

A.2 号传球给 3号和 4 号 B.3 号传球给 2 号和 4 号

C.1 号传球给 2号和 3 号 D.2 号传球给 1 号和 5 号

【答案】B。

【高频考点 37】篮球简述

一、篮球的起源

篮球运动自 1891 年起源与美国。是美国东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春田市）当

时的青年基督教学校体育教师詹姆士·奈史密斯。当时称为“奈史密斯球”后又称“筐球”

最后根据活动的内容是向篮球筐中投球，便形象的命为篮球。

二、篮球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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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传入墨西哥，1893 年传入法国，1895 年传入中国，由美国国际基督教青年会

协会派往中国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就职的第一任总干事来会理(David Willard Lyon)介绍传入

我国天津市，因此，天津市是我国篮球运动的起源地

三、篮球的发展

1946年 6月 6日，美国成立全美篮球协会（BAA）不到两年合并 NBL更名为（NBA）

1992年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允许职业球队员参赛

2001年，我国男篮队员王治郅成为中国进入美国职业男篮第一人。

【真题直击】

1、【单选】篮球运动起源于( D )。

A.英国 B.德国 C.法国 D.美国

【答案】D。

【高频考点 38】篮球基本战术

篮球战术是篮球比赛中队员运用攻守方法的总称，是队员个人技术的合理运用和队员之

间相互协调配合的组织形式。战术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挥本方队员的技术与特长，制约对

方，力争掌握比赛的主动权，争取比赛的胜利。

一、传切配合

是进攻队员之间利用传球和切入技术组成的简单配合。

要点：切入队员要根据场上情况掌握切入时机，果断、快速摆脱对手切入篮下， 并注

意接同伴的传球；传球队员要利用瞄篮、突破、运球或假动作吸引、牵制对手，当切入队员

摆脱对手处于有利位置时，应及时、准确地将球传给切入队员。

二、突分配合

是持球队员突破对手后，主动地或应变地利用传球与同伴进行攻击的一种配合方法。

要点：突破队员突破要突然、快速，突破过程中在准备投篮的同时要观察攻防队员位置

变化，及时准确地传球；接球队员要把握时机，及时摆脱对手，迅速抢占有利位置接球投篮。

三、掩护配合

是掩护队员采用合理的行动，以自己的身体挡住同伴的防守者的移动路线，使同伴借以

摆脱防守的一种方法。

要点：掩护时身体姿势要正确，两脚凯里，体稍前倾，屈肘，两手防御体侧或胸前；掩

护队员要用投篮和移动动作吸引对手的注意力，诱使对手贴近自己，为配合创造有利条件；

组织掩护配合时要注意内外线进攻相配合。

四、策应配合

是进攻队员背对篮或侧对篮接球，由他做枢纽，与同伴空切相配合而形成的一种里应外

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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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策应者要及时抢位接球。两脚开立，用手臂、身体、腿部挡住防守者。肘外展保

护球，观察场上情况及时将球传给有利位置上的同伴，注意自己的攻击机会，根据攻防的实

际情况，处理好内外结合的关系。策应过程中要用转身、跨步、假动作及时调整策应的方向、

位置，以便协助同伴摆脱防守，增加策应的变化与成功率。

五、“关门”配合

是两个防守队员靠拢协同防守 突破的配合方法。

要点：“关门”配合时，防守队员要积极堵截突破队员的移动路线，临近突破一侧的防

守者要及时向同伴靠拢进行“关门”，不给突破者留有通过的空隙，“关门”配合也运用于

区域联防。

六、夹击配合

是指两名防守队员有目的地同时采取突然行动，封堵和围夹持球者的一种方法。

要点：首先要选择夹击的时机和位置。其次夹击时防守者应用推和驱干围住持球者，同

时挥动两臂封堵传球角度，伺机抢断球。邻近的防守者应及时移动切断其传球路线，准备断

球。

七补防配合

防守队员同伴漏防时，立即放弃自己的对手，去补防那个威胁最大的进攻者，而漏人的

防守队员及时换防的一种协同防守方法。

要点：动作要迅速、果断、基石。漏防队员要积极不防，其他队员要密切注意场上情况，

及时调整防守为止，随时注意不防和断球。

八、交换防守配合

是为了破坏进攻队员的掩护配合，防守队员之间彼此及时地相互呼应交换自己所防守的

对手的一种配合方法。

要点：交换防守时，防守掩护者的队员要主动发出换人信号，双方准备换防。两防守队

员要到位交换，及时换防。运用交换防守时，应在适当时机再换防，以免在个人防守力量对

比上失利

九、快攻战术

是由防守转入进攻时，全队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将球推进至前场，争取造成人

数上和位置上的优势，以多打少，果断而合理地进行快速攻击的一种进攻战术。

要点：抓住战机，传球快速到位，快下队员选择好路线，投篮要稳准。

发动快攻的时机：抢获后场篮板球后；抢、断得球后；掷界外球时；跳球获球后。

快攻的分类：依据快攻的发动形式，可分为抢断球快攻、篮板球快攻、跳球快攻、掷界

外球快攻等；依据快攻推进的形式，可分为长传快攻、短传快攻以及快速运球突破的快攻等。

快攻分析：快攻由发动接应、推进和结束三个阶段组成。

(1)发动和接应阶段：是组成快攻的主要环节，取决于获球队员的快攻意识和能否及时

而准确地传出第一传以及接应队员的配合行动。一般来讲，先争取长传快攻，再与接应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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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或运球突破来发动快攻。发动快攻的时机主要有获得后场篮板球时、抢断球后、掷界外

球时、跳球时等。接应一般有插中接应、拉边接应等。

(2)推进阶段：应保持分散的、纵深的合理队形。快攻推进一般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

组织队员接应后快速运球推进；第二种是传球推进；第三种是传球和运球结合的推进。在推

进阶段，能传的球就不应该运，以提高攻击速度，减少失误。

(3)结束阶段：是决定快攻成功的关键，在保持速度和时空优势的基础上，要果断攻击

和冲抢篮板球，准备二次进攻或转入阵地进攻。结束阶段以多打少时，控球队员应大胆上篮，

其余进攻队员应分散拉开，有层次地依次插向篮下，尽可能创造近距离投篮的机会并冲抢篮

板球。一旦进攻失败要立即快速退防，不给对手快攻的机会。

十、快攻与防守快攻战术——防守快攻战术

防守快攻是指由攻转守的瞬间及时组织防守阵形，主动阻止和破坏对方快攻的防守战

术。

要点：由攻转守时，要与就近的同伴夹击、封堵第一传和接应，延误快攻的时间。

【真题直击】

1、【单选】篮球进攻基础配合包括传切、突分、掩护和( )等多种配合方法。

A.补位 B.交换 C.策应 D.夹击

【答案】C。

【高频考点 39】篮球场地

标准篮球场地尺寸

长：28 米

宽：15 米

线条宽：0.05 米

中圈：半径 1.8 米

三分线：6.75 米

罚球线：从端线内沿到它的最外沿 5.80 米，长 3.60 米

三秒区：NBA 的三秒区是面积为 4.88 米×5.8 米的长方形，而国际篮联的三秒区是 3.6

米×6米×5.8 米的梯形，都是彩色标出的！

合理冲撞区：从篮圈落地中心点画一道 1.25 米半圆

篮筐：内缘直径最少为 0.45 米，最多为 0.457 米

篮筐高：3.05 米

篮板下沿离地高：2.90 米

【真题直击】

1、【单选】标准篮球圈上沿离地面为(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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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4 B.2.45 C.3.05 D.3.15

【答案】C。

【高频考点 40】足球起源

一、古代足球

古代足球起源于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早在战国时代（公元前 475 年——221 年间）《墩

焦弋齐策》上记载着苏秦到齐国游说时对齐宣王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

弹琴、击筑、斗鸡、走犬、六博、踏鞠者。”“踏”是用脚踢的意思，“鞠”则指球。

临淄是古代足球的发源地。

二、现代足球

1857 年，英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足球俱乐部。

1885 年，英格兰成立了第一个职业足球俱乐部。

现代足球运动起源于英格兰

诞生于 1863 年 10 月 26 日

标志是：统一了竞赛规则

【真题直击】

1、【填空】古代足球的起源地为________。

【答案】中国临淄。

【高频考点 41】踢球技术

踢球是运动员有目的地用脚的其一部位把球击向预定的目标。

踢球是足球运动的特征，也是足球技术中最重要的技术，在比赛中运用得最多。踢球在

比赛中主要用于传球和射门。

（一）踢球动作结构分析

踢球的方法很多，动作要领也有所不同，但是每一种踢法都是由助跑、支撑脚站位、踢

球腿的摆动、脚触球和踢球的随前动作组成。这五个环节是整个踢球动作的统一过程。

1、助跑：助跑是指踢球前的几步跑动。

2、支撑脚站位：支撑脚的位置要以踢球腿的摆动达到最大的摆幅、发挥最大的速度和

有利于踢球脚准确地接触球的合适部位为原则。

3、踢球腿的摆动：击球力量的大小由多方面因素所决定，但主要是取决于跳球腿的摆

动。它是踢球力量的主要来源。

4、脚触球：是决定出球准确性的重要环节。也是影响出球力量的重要环节。脚触球包

括，脚的部位和球的部位（击球点），及击球的刹那踝关节紧张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5、踢球的随前动作：踢球腿随球前摆送髋使整个身体继续前移，这样既易于控制出球

方向和加大踢球力量，又能缓和踢球腿的急速前摆而产生的前冲惯性，有利于维持身体的平

衡。

在这五个环节中，支撑脚的站位、踢球腿的摆动、脚触球是其中的重要环节，而脚触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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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决定踢球动作质量的重要环节。

【真题直击】

1、【单选】足球技术中最基本的技术动作是_______

【答案】踢球。

【高频考点 42】队列队形术语

1.队形：学生共同做动作时，按教材规定所排成的队伍的形式叫队形。

2.列：学生左右并列成一排叫列。

3.路：学生前后重叠成一行叫路。

4.翼：对列的左右两端叫翼。

5.正面：指队列里学生所面向的一面。

6.后面：指与正面相反的一面。

7.间隔：指学生单个的或成队的彼此之间相隔的间隙。

8.距离：指学生（包括成队的）彼此之间前后相距的间隙。

9.队形宽度：指两翼之间的横宽。

10.队形纵深：指从第一个（或第一列）学生到最后一个（或一列）学生的距离。

11.纵队：指学生前后重叠组成的队形。在纵队中，队形的纵深大于队形的宽度或相等。

12.横队：指学生左右并列组成的队形。在横队中，队形的宽度大于队形的纵深或相等。

13.基准学生：指集体做动作时，按教师所指定的作为目标的学生。

14.排头：位于纵队之首或横队右翼的学生（一个或数个）

15.排尾：位于总队之尾或横队左翼的学生（一个或数个）当纵队或横队向后转时，排头变

排尾，排尾变排头。

16.伍：二列横队中前后重叠的两个学生叫一五。如果第一列某学生的后面无人时，叫做伍。

二列队形向后转时，缺一伍的学生应补入前列。

17.步幅：一步的长度（前脚跟至后脚跟的距离）叫步幅。

18.步速：每分钟所有的步数叫步速。

19.步度：步幅和步速的总称。

20.口令：一般由预令和动令组成。口令的前部分是预令，指明动作的性质（动作的做法和

方向）。预令必须清楚、洪亮，使学生注意并准备做动作。预令的长短视队伍的人数多少而

定。动令是口令的后部分，是命令动作的开始。动令必须短促有力。一个完整的口令，预令

和动令是密切相关的统一体，但是有的口令只有动令而无预令，如立正、稍息、报数和解散

等。因为这些口令既说明了动作的性质，又命令了动作的开始。在行进间下达口令时，除“向

左转走”和“由一列横队变二列横队”时动令落于左脚外，其余动令均落于右脚。

【真题直击】

1、【单选】队列练习中，口令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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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起步跑 B.跑步跑 C.跑步走 D.以上答案都对

【答案】C。

【高频考点 43】肩肘倒立

（五）肩肘倒立：

技术动作： 由直角坐开始，屈体向后滚动，收腹、举腿、翻臀，两臂用力压地。接着向上

伸展髋关节，同时两手撑于腰背的两侧，撑肘、头和肩支撑的倒立姿势。

教法：（1）仰卧举腿做向上方屈伸的练习，以体会伸腿展髋的方法并增强腹背部力量。

（2）上方设一标志物，让练习者向标志物伸腿，以引导练习者充分伸直身体。

（3）帮助下完成动作。

保护与帮助：站在练习者的一侧，两手握其两腿，向上提拉，帮助他充分伸直身体。也

可以蹲在练习这一侧，一手扶著大腿，另一手推扶其臀部，帮助他甚至身体。

【真题直击】

1、【简答】简述肩肘倒立的基本技术动作

【答案】略

【高频考点 44】编排法

编排方法

（1）贝格尔编排法：目前国际、国内排球比赛大多采用贝格尔编排法。

贝格尔编排法编排时，如参赛队为双数，把参赛队数分为两半（参赛队为单数时，最后

以“0”补为双数），前一半由 1号开始自上而下写在左边；后一半号码从小到大自下而上

写在右边，然后用横线把相对应号码连接起来，即为第一轮。

第二轮将第一轮右上角的编号（“O”或最大一个代号数）移到左上角第三轮又移到右

上角（称摆动号队），依此类推。从第二轮开始，先将上轮和“摆动号队”相对应的号队移

至左下角，然后按此号队顺序，逆时针方向从右下开始排号，遇“摆动旱队”越过继续排号。

例如：6 个队比赛贝格尔编排如表 5 一 1。

（2）固定左上角逆时针轮转编排法：第一轮同贝格尔编排法（无摆动队），从第二轮

开始除仍固定左上角 l 号不动外，其他号队按逆时针轮转一个位置，再用横线把相对的号分

别连起为每轮次的比赛表，例如：5 个队参加比赛，其循环方法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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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直击】

1、【单选】五个队参加的排球赛，采用单循环制。完成比赛需要的场次是( )。

A.5 场 B.10 场 C.6 场 D.12 场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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