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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特步中国大学五人制足球联赛 

新疆师范大学队技术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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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记录新师大2016-2017特步中国大学五人制足球联赛备战期间的训练及 

比赛录像，运用文献资料法、录像观察法、数理统计法、实地调查法对比赛中的技术 

运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对联赛中的技术统计，并结合备战期间的训练分析，发 

现新疆师范大学五人制足球队在备战期间较多的是无对抗的基本技术练习，且训练的 

比例较小。在已掌握的技战术基础上要有所创新，使训练更加科学系统化，探索出更 

加适合球队的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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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室内五人制足球运动是足球运动的一部分。目前 

已经是最受欢迎的体育赛事之一。2003年北京一动体 

育发展有限公司和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共同携手举办 

了中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新疆师范大学足球队 

有着长远的历史，11人制足球队在新疆赛区屡次获得 

全区冠军，在2010年获得全国总冠军，2015年以校企 

结合的方式参加——中国室内五人制足球甲级联赛， 

在2015-2016赛季中国室内五人制甲级联赛中取得第七 

名。在全国大五联赛的激烈竞争中，新疆师范大学五人 

制足球队需要更科学、更系统的训练，以提高整体水平。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新疆师范大学五人制足球队的技术。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通过利用中国知网(CNKI),查阅有关五人制足 

球的基本材料，为本研究积累理论的知识。

2.2.2观察法

通过对2016-2017特步中国大学五人制足球联赛 

中的比赛录像，以及新师大五人制足球队在比赛前的备 

战训练内容进行分析。从五人制足球技术中的个人突破、 

传球、等方面的训练安排、实施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

2.2.3数理统计法

分析研究数据，运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处 

理，得出研究结论。

3新疆师范大学五人制足球技术训练与比赛中技术运 

用情况分析

3.1传接球情况的分析

新疆师范大学队备战期间总训练次数170次，在备 

战期间有46次传接球训练，传接球练习占总训练次数 

的27%,主要的组织形式是一对一短传，长传以及传切 

跑位的练习，而无对抗的传接球训练占54%。其练习方 

式主要以无对抗为主。新疆师范大学五人制足球队在备 

战期间传接球技术所占时间比例较少，大部分表现为无 

对抗性传接球练习。联赛中总传接球次数为2566次和 

2656次。前场的传球成功率为33%,由于防守方退回本 

方后场防守，而中场传球成功率达71%,较多的传球集 

中于中场附近，其主要原因是由后场发动进攻，在中场 

传接球组织进攻，而后场的传球成功率达78%, —方面 

是防守方退回后场防守，由守门员发球较多集中在后场, 

另一方面形成紧逼的情况下，守门员被迫将球抛掷前场 

队员，这也是影响后场传球成功率的主要因素。前场接 

球的成功率为47%,中场接球成功率为68%,在中场 

组织进攻的同时队员在前场或中场不断穿插跑位接球。 

后场接球成功率为100%,守门员发球集中在后场，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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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的情况下守门员会将球抛掷前场，避免在后场的失误 

导致进球。备战期间新疆师范大学五人制足球队传接球 

技术训练所占时间较少且大部分是无对抗性的传接球练 

习。比赛中防守方较多的是给予进攻方更多的防守压力 

致使传接球的成功率降低。这也是在比赛中传接球成功 

率不高的主要因素。

3.2个人运球突破用情况的分析

新疆师范大学五人制足球队在个人运球突破训练 

仅占12%,其组织形式主要是一对一积极进攻与消极 

防守。无对抗的个人运球突破训练占85%。而对抗性 

的个人运球突破练习占15%,主要是运球突破守门员 

以及更多的是在比赛中来完成个人运球突破。在实际 

比赛中，面对的是较为全面的防守队员若不能有效突 

破该名防守队员，被断球很有可能被打反击，因此， 

个人运球突破能力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所统计的比赛 

中，个人运球突破总次数648次，前场个人运球突破 

占32%,其主要来源于前锋背身拿球快速转身形成射 

门以及部分前场边路突破传球形成射门。中场个人运 

球突破占60%。在观察比赛录像中，后场个人运球突 

破占8%,在防守方形成一对一紧逼的情况下，往往会 

在前场就开始形成紧逼，造成进攻方一对一突破或传 

球成功率降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或得球权。在第一 

阶段比赛中，前场个人运球突破成功率31%,中场个 

人运球突破成功率62%,个人运球突破往往在中场组 

织进攻，具有进攻的机会以及后场的保护，利用场地 

的空间和积极的跑动扯开空当形成一对一突破的机会, 

因此个人运球突破较多的集中于中场附近。后场个人 

运球突破成功率82%,通过比赛视频发现守门员从后 

场两边路发球只有在紧逼的情况下会发生个人运球突 

破的情况，若突破失败将极有可能直接造成进球，因 

此在后场进行个人运球突破较少。

3.3射门情况的分析

新疆师范大学五人制足球队在联赛备战期间射门 

练习共有51次，无对抗射门练习占90%。对抗性的射 

门主要集中在模拟比赛中。在比赛中射门总次数207, 

总进球数40,进球成功率19%。射门总次数直接反映 

一个球队在联赛中的进攻能力。同样也反应出备战期 

间大部分无对抗性训练很难适应联赛这样一个大环境。 

同时个人运球突破完成射门的能力也再次显露出来。 

射门在防守队员逼迫的情况下空间角度较小，在中前场 

的射门机会十分难得，射门的机会往往是通过队员在 

比赛中的传切跑位以及个人运球突破去寻找射门的空 

间角度。备战期无对抗的射门练习是没有压力的，跑 

位及接球都是自由的。而在强对抗的比赛中，无对抗 

性训练的所有缺点也就此显现出来了。

4 结语

新疆师范大学五人制足球队在联赛备战期间传接球 

练习占27%,无对抗传接球练习占74%。备战期间传接 

球练习时间并不少，但较多的是无对抗性练习，而在高 

压的比赛中，前场的传接球各占8%和％11%,这也是 

无对抗性的传接球练习在高压的比赛中所反应出来的结 

果。新疆师范大学五人制足球队在备战期间个人突破训 

练占12%,无对抗占11%,组织形式单一以及较多的是 

无对抗个人运球突破训练。个人运球突破较多的集中在 

中前场场，在前场个人运球突破主要是为了赢得传球空 

间或突破形成射门。在中场个人运球突破是为了突破防 

线形成以多打少。而在后场个人运球突破较少，其主要 

原因是一旦突破失败将会宜接给对方面对守门员射门得 

分的机会。在新疆师范大学五人制足球队在射门训练中 

占30%,练习时间并不少，但无对抗射门练习占91%, 
无对抗的射门练习占据比较多的位置。因此，在强对抗 

的比赛中很难完成射门。新疆师范大学五人制足球队在 

定位球的训练次数仅有43次。这就导致定位球战术不 

熟练，在强对抗的比赛中很难运用自如，因此，对抗性 

的定位球训练较少导致在强对抗的比赛中成功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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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cords the training and game videos during the preparation period of the five Player Football League of UESTC 
2016—2017, and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in the game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video observation,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rough the technical statistics of the match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training during the preparation 
period, it is found that the five player football team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has more basic skill training without confrontation 
during the preparation period, and the training proportion is smaller. On the basis of the skills and tactics we have mastered, we should 
make the training more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and explore more suitable technical methods for the team.
Keywords: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indoor five player footbal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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