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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动态-

“训练球员的大脑”是足球的下一个前沿

阿森纳队前主教练阿尔塞纳·温格认

为就体能而言，足球运动员已几乎达到了

巅峰，而足球运动的下一个前沿将是提升

他们的决策能力。

温格今年已 71 岁，目前担任国际足联

世界足球发展总监，他在接受英国《每日

电讯报》采访时说道：“通过实施足球运动

员体能监测，我们已经让他们成为了体能

出众的球员。”

“现在，用于提高体能的训练时间已经

很有限了。所有承受不了足球运动体能负

荷的球员都已被淘汰。也许接下来要关注

球员的大脑是怎么运转的。接下来可能要

注重快速决策、高质量获取信息和灵活决

策。”

“由于球员身体素质的提高，决策的空

间和时间都被压缩。从脚法到头球技术，

我们见证到一切都在进步。”

温格在 1996 年到 2018 年期间担任阿森

纳队的主教练，他指出虚拟现实技术有潜

力成为训练球员决策能力的一种好方法。

“我认为接下来我们会运用技术来训练

球员的大脑。”温格说道。“我们可以在三个

训练维度上运用这种技术。当球员戴上虚

拟现实头盔后，他能从自己的位置上看到

比赛的演进，同时训练大脑以快速制定决

策，并预判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种技术给人的体验非常神奇。你可

温格在 1996 年至 2018 年期间担任阿森纳俱乐部的主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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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让球员在原地体验场上右后卫的角色，

看到右后卫在场上所看到的场景。”

在一流职业足球队教练当中，温格是

首先认可场上观察的重要性的教练之一，

并邀请在这一领域的世界顶尖研究学者盖

尔·尤尔德教授加入阿森纳俱乐部的工作

团队。

尤尔德是挪威人，目前仍在为阿森纳

做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尤尔德将场上观察

定义为“球员的身体或头部的转动，这时球

员会主动让自己的目光暂时从球上移开，

为了获取相关的信息，以便执行下一个带

球动作。”

温格指出：“这种视觉因素，以及你在

得球前获取到的信息质量，作为一种能力

提升肯定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现代的足

球教练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来学习各种

有影响力的能提升自己工作能力的知识。

你必须始终谋求进步。”

温格也指出在球员的潜力和融入球队

技战术或打法之间需取得更好的平衡。

“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为了让所有球员

100% 地融入球队技战术中，球员的主观积

极性降低了。”他说道。“我觉得为了在两者

之间取得平衡，教练必须将球员的潜力考

虑进来。”

“如果一名球员创造力很强，但体力和

爆发力有限，并且每次球队丢球时你都强

迫他疯狂地奔跑去追球，那么他将无法展

示出他的天赋。你的工作是在整体打法和

个人发挥的自由之间拿捏好平衡。”

他指出，另一个重点是在客观和主观

决策之间取得平衡。

“我始终努力地保持理性，但你永远不

可能掌握场上的一切。”现在远比以前重视

决策的合理性。在我刚开始执教球队时，

这完全取决于我自己有多主观。

“然而到了我在阿森纳队执教末期时，

你可以运用各种技术手段，从而有了更多

客观的衡量。到了某一时期，你必须做出

决定，并且接受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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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门员发展

1 蒂姆的职责和守门员 DNA

守门员DNA
为了确定守门员 DNA，蒂姆整合了多

位教练此前累积的工作经验，并定义了守

门员最为重要的 19 项特征。这些特征包括

进行决定性扑救的能力，利用控球空间和

神经力量的能力。

英足总守门员教练的不同职责 

在接受采访时，蒂姆在英足总担任守

门员教练一职，他需要兼顾男足和女足国

家队的守门员训练。国家足协守门员教练

的职责包括教练培训和人才识别。蒂姆现

在的职位是英足总的教练主管。

蒂姆是英格兰足总的教练主管，他在国际足联受访时对多个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

之前曾担任过英足总守门员教练，然后还曾运用守门员基本要素来探寻天赋异禀的守门员，

在此期间，蒂姆对教练和积极的学员一视同仁，始终用培养守门员的现代观念来对待他们。

英格兰足球守门员NDA包含 19 项不同的要素

战术是守门员DNA模型的核心
对于任何一项运动而言，战术都会影

响该项运动的其他要素。就足球运动而言，

如何限制对手会形成各种战术。越位规则、

罚球区的大小和守门员处理球的范围是此

类限制手段的几个范例。蒂姆提出的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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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DNA 会用到由这些限制手段而形成的战

术，将其作为培养守门员的基础。例如，

利用控球空间的战术会要求执行者有一定

的 快 速 思 维 观 念， 而 这 种 观 念 是 守 门 员

DNA 的一部分。 

守门员负起管理比赛的责任
守门员需要具备管理比赛的能力。这

项能力的基本前提是守门员要适应具体赛

况和了解场上形势。

控球的核心领域

2 守门员教练发展

守门员教练的核心素质
一个守门员教练需要具备多项核心素

质。其中的部分素质包括勤奋学习、敢于

承担风险和设计出让守门员体验到比赛不

同要求的训练。守门员教练也需要适应多

种当代足球执教形式；网络研讨会、使用

录像片断和场上练习是守门员教练能帮助

守门员提高的一些手段。

废除原先的守门员教练资格证级别设置
接受采访时，蒂姆和他英足总的同事

正在重新设定基础级别守门员教练的培训

课程。有志向的守门员教练不再需要去考 1

级和 2 级守门员教练资格（现已被废除），

很快将能报名参加与欧足联 C 级教练资格

证挂钩的守门员教练培训课程。完成这一

课程的人将同时成为持证教练员和持证守

门员教练。新守门员教练资格证级别设置

如下：

• 欧足联 C 级守门员教练资格证（国

家级守门员教练资格证）：目的是帮助更

多人能胜任各级别的守门员教练。

• 欧足联 B 级守门员教练资格证：专

注训练设计。

• 欧足联 A 级守门员教练资格证：专

注针对高级别的 11 人制比赛来运用训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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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3 训练设计和诀窍

制定行之有效的训练设计的过程
蒂姆认为训练设计当中一个最重要的

方面是理解练习是来自比赛的哪个部分。

教练应当理解比赛中的特定触发因素、线

索和场景，并制定包含上述要素的训练。

所有年龄组的训练设计的基础
不同年龄组的训练设计应包含同样的

基础要素；一项训练应整合救球前发生的

事（例如跑位）、救球过程中发生的事（例

如球员做的动作）和救球后发生的事（例

如各球员的位置）。训练的设计应该让守

门员体验到上述所有事件。

作为守门员教练自我提升的诀窍
在蒂姆看来，对新的想法保持好奇心

和开放的心态，这是对守门员教练最重要

的两件事。为了帮助守门员更好地理解自

己在整场比赛中发挥的作用，守门员教练

应该为他们重现各种场景，让守门员置身

于这些具体环境中。如果守门员教练想巩

固自己的学识，那么不断学习和把自己的

想法记录成文字也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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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周期化理论：系统

运用系统观点理解比赛动态的推理
如前所述，足球比赛的特点由众多不

可预知的元素和随机性组成，也包括两支

球队的竞争关系（格雷海因和戈德布特，

1995 年）。一支球队（一个复杂系统）直

接与另一支球队（另一个复杂系统）进行

互动，而双方均需遵守一套原则。 

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竞技环境自身

的所有约束条件，所以会对一支球队及其

球员的发挥和行动产生重大影响（加尔甘

塔，2006 年）。由于两个动态系统（两支

球队）产生相互作用，所以这一现象体现

在宏观复杂面上。两个系统都有自己的子

系统，这些子系统整体上互相关联，能产

生跨子系统的关联（例如防守球员和中场

球员的互动），也能产生子系统内的关联（例

如同一子系统内球员之间的互动）。从这

种角度出发，每个球员也被视为一个子系

统，有其动态性和复杂性（奥利韦里亚，

2004 年）。球队系统的变化由比赛模型及

其竞赛规则来主导。 

组织和互动
每支球队都想获得比赛的胜利和取得

成功，所以（以足球比赛为背景的）注重

于球队进球和不失球的能力，这一目标可

以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来达成。 

在吉耶芒和贝特朗看来，协同作用的

定义与组织的特征和组成元素（球员）之

间的互动密切相关。协同作用会比各个单

独元素的效果总和产生更强大的效果，所

以一支球队能打进单独一名球员打不进的

球。 

交流
信息的流动是这种系统的另一个特征，

而它促使了交流，因此是有意义的。交流

可被定义为信息互通过程，这导致参与元

素在给定时间、空间和背景条件下改变。

在一支球队中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教练阐

述比赛理念（即比赛模型和打法），而球

员接收传达给他们的信息。这一过程此后

让他们能与队友在给定时间和场景下参考

教练的总体指导思想来交流。因此，交流

管道代表着任何给定系统的一个关键（吉

耶芒和贝特朗，1988 年）。

反馈、管理和控制
最后，汇总反馈、管理和控制的特点，

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相互关系。和任何系统

一样，一支球队需要一个控制部门来管理

它的运营。教练负责战略决策和设定目标。

在这一方面，吉耶芒和贝特朗在著作

中提到“管理和控制的存在是在假设所有工

作会按照原定计划执行，并且任何偏离计

划的错误都会被纠正。” 

这种纠正措施假设了一个反馈机制的

存在，而这一点对于比赛模型非常重要，

因为它让教练能收集信息，了解到他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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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发生了什么，然后调整他的干预措施。 

奎罗斯（1986）在著作中指出，如果

我们把一支球队当作一个系统，那么系统

论似乎是对其打法建模的最好方法。这样

一来，足球比赛会始终被认为是一个整体，

并能保留它的功能特征。 

组成足球复杂系统的各部分的示意图

足球的战术维度

“对于足球而言，战术代表了一切。战术是足球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团队运动的核心。”

（穆里尼奥，2005 年）

和其他团队运动一样，足球的蓬勃发

展也取决于技巧的开放性，因为它不可避

免地会遇到不可预测的情况。参与者在特

定时间和条件下能否把握机遇，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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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到尾贯穿了一场比赛（格拉萨，1994

年）。

决策
足球是一种主要依赖于判断和决策的

运动（休斯，1994 年）。足球运动要求参

与者具备适当的决策能力，而决策能力的

前提是阅读比赛的能力。这对于一场比赛

而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能力，因为一名球

员在一场九十分钟的比赛中平均持球时间

不到两分钟。在不持球的时候，球员必须

选择、判断和决策。要掌握具体的技能和

做出良好的决策，这取决于球员对比赛条

件的适应能力。一名优秀的执行者要能够

选择最适当的技能来应对反复出现的比赛

情形，而这些技能始终是由战术环境来决

定的（加尔甘塔和平托，1998 年）。

体能训练
我们在不断要求球队提高其体能水平，

这导致了不同的训练方法和概念的发展。

平托（1996 年）在著作中指出，“足球竞技

能力在其发展历程中注重过不同方面：首

先是技能，然后是体能训练，它对于运动

员的比赛效率十分重要。”

早期的训练方法关注的是区别看待足

球运动的各个方面。虽然这样的区别看待

对于加深理解有其必要性，但我们应该知

道此举会阻碍它向竞技的转化。把足球运

动当作一项研究主题，这是理解这项运动

的背后逻辑和原则的基础，因为此类研究

对于训练和球员、球队的竞技能力有其重

要性。

因此，一名球员的竞技水平很大程度

上受到他对这项运动的想象和理解所制约。

这一点影响到他的决策，而他对信息和运

动反应机制的感知和理解制约着他的决策

（加尔甘塔，1998 年）。 

战术训练
现在，从业者似乎已有共识，战术层

面对于形成优秀的竞技能力有重要的作用。

平托（1996 年）在著作中写到，“人们日益

认为战术是竞技能力的各个因素的核心组

成元素和协调器。因此战术训练在球员的

教育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战术的发展意

味着快速决策这种态度的形成，而快速决

策的基础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意味着决

策能力的形成有赖于对战术知识的深入理

解。” 

因此，在弗雷德和法里娅的研究之后，

一切战术训练的目的应该是让球队按照教

练的战术布置（即比赛模型）来比赛。 

对战术训练的这些不同解读似乎形成

了两种泾渭分明的理解方式。一方面，我

们接受战术作为一种抽象的全局概念的存

在。另一方面，我们通过把具体比赛模型

当成比赛全过程的核心来理解战术。 

自相矛盾的一点是，由于用科学方法

来研究战术因素存在困难，所以对它们的

研究并不多（加尔甘塔，2002 年）。尽管

如此，专家们仍努力设法来完善和扩展这

一领域的知识，并且进行了方方面面的研

究，采用各种方法和流程来试图理解主宰

足球比赛的逻辑。认定战术是“协调足球比

赛的维度”，这一点已变得重要起来（弗雷德，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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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韦里亚（2004 年）在著作中指出“赛

场上的任何比赛行为都受球员对涉及决策

（战术维度）、行为、动作技巧（技术维度）、

特定的运动（身体维度）所左右，而且这

三者受球员意志、认知和情绪（心理维度）

所控制。

实际上，战术维度并非独立存在。只

有当战术维度与其他三者（技术维度、身

体维度和心理维度）产生互动时，它才能

发挥作用。”

同样，弗雷德在其著作中补充说明身

体不等于战术、技术或心理，也不是战略，

但它需要这四个维度才能发挥作用。根据

这位作者的论述，以及考虑到足球比赛始

终存在的约束条件，战术领域应该是训练

中的主要内容。

构建战术训练过程
在穆里尼奥看来，足球战术是一件非

常具体的事。战术指的是你希望你的球员

在赛场上做哪些事，战术是一组为你的比

赛模型打下基础的原则，以及一种具体的、

需要长期学习的行为文化（阿米埃罗等人，

2006 年）。

奥利韦里亚（2004 年）在著作中补充到，

训练过程就是战术形成过程。保障战术形

成过程的一致性和意义是有必要的，在这

个过程中能形成一套集体和个人的指导原

则。换言之，打法（比赛模型）的形成建

立在来自教练的一套定义明确的想法的基

础上。它能够形成一个促进球员学习所有

知识的结构。

奥利韦里亚（2004 年）在著作中区分

出了两个常常和战术混淆的概念：

1. 组 织 结 构（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2.  比赛系统（Game System）。

前者指的是球员的首发位置，而后者

指的是比赛整体的动态组织（结构上的和

功能上的组织），包括让打法形成意义的

具体的球队整体和个人任务。

所以，打造一支球队需要球员统一他

们的行为。他们需要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一

种给定场景并选择同样的答案（佩雷拉，

2005 年）。 因此我们可以说一支球队必须

形成一种具体的组织文化，这种文化要与

众不同，要能把它的个体元素团结起来。

奥利韦里亚（1999 年）在著作中证实

了这一观点，她指出，“谁赢得一场足球

比赛的几率更大？谁跳得更远？谁跑得更

快？或者说谁通常踢得更好并能打进更多

的球？”

足球的战略维度   

 在格雷艾尼（1992 年）、赫尔南德斯·莫

雷诺（1994 年）和里埃拉（1995 年）看来，

战略代表提前规划，而战术是针对不同比

赛场景和变数对战略的即时适应，这样的

场景和变数包括球、队友和对手的位置和

移动。球员和球队的行为和行为模式是遵

守指令和自我组织的结果。它不应该对任

何个人（或整体）产生限制，而应该促成

创造性行动的形成，从而实现预期目标（奥

利韦里亚，2003 年）。  

在拜尔（1994 年）的研究之后，人员

配合成为了团队运动的一个特点。这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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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球队中的所有球员都应该根据预定的共

同目标来帮助队友并与他们交流。为了进

行交流，球员必须说同一种运动语言，或

者在这样的情况下，球员需要有共同的参

考体系。这意味着球员遵守同样的原则，

并使用彼此能理解的共同语言。为了遵守

这些执行原则，球员必须不断地去理解和

预测他们所处的场景，并让其行为为球队

赢得优势。只有当所有球队成员基于共识

和意义而行动时，这一点才有可能实现。 

因此，特奥多雷斯库在著作中提到在

团体运动中，战略能在比赛中和备战过程

中主动助益意识因素。他还指出了战术对

于赢得胜利的重要性。特奥多雷斯库（1984

年）和里埃拉（1995 年）提到，个人战术

是集体战术的基础，因为前者是找到攻克

对手的方法，按照比赛的战略计划，这一

点既体现在进攻中，也体现在防守中。加

尔甘塔和奥利韦里亚（1996 年）在著作中

指出，这种战术态度的形成和球员构思出

各种选项的过程明显取决于他们对于比赛

的了解程度。

足球比赛的特点由其参与者的无数不

可预测的行为所形成，你无法提前估算这

些行为的频率、时长或时机。在适应一场

足球比赛的不确定性当中，教练和球员试

着通过备战、规划和训练来创造可预测性。

这让他们能顺利应对比赛的不可预测性。  

战略和战术是各种运动中用来解释各

种行为背后逻辑的两个概念。战略具有指

导意义，而战术的形成是为了采用适当的

打法和实现目标（塔瓦雷斯，1993 年）。

加尔甘塔提到，战略的形成是建立在一组

数据上的一个过程，它定义了各种场景，

实现目标的方法，并确定了行为的管理、

规则和原则。制定战略要求相关人员具备

汇总一系列决策和选择的能力和主动性。

这样的战略制定方法显然由教练和球

员对比赛的了解来决定。因此，战略和战

术领域的出现给了球员在比赛中的功能的

意义。阿尔达（1998 年）在著作中指出，

可以根据以下两个基础来解释战略和战术

因素的背后逻辑：

球队在比赛过程中能够执行和完成的

行为和决定。

球员为了应对一个具体比赛场景而采

取的行动。

战略和战术的观点分歧
（摘录自加尔甘塔和奥利韦里亚的著作，

1996 年）

1. 自我组织是一个系统中形成一个结构或模式的过程，而且不受核心权威或外部因素的影响。这种全局一致性

的模式形成于构成整个系统的元素的局部互动，因此组织的形成是并行（所有组成元素同时行动）和分散的（没

有组成元素来进行协调）（维基百科，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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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队的赛前热身

1  个人综合训练

守门员
  •  守门员和守门员教练搭档练习，轮流拦

截并接住传中球，如图所示。

非守门员球员
  •  10 名非守门员球员在场上散开，开始热

身。

  •  热身时间 2 分钟，球员进行单人综合训

练，包括高抬腿、左右横向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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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动态训练和拉伸

侧面高抬腿。

  •  跳出圆圈，然后高抬腿退回。

  •  跳出圆圈，然后向后伸腿并退回圆圈。

  •  拉伸（活动股四头肌 / 腹股沟） + 髋部

扭动和转动。

  •  侧向迈步走出圆圈，然后退回，做 2 组。

  •  股四头肌运动 + 拉伸（活动股四头肌 /

腹股沟）。 

  •  以巴西步走出圆圈然后退回。

  •  用腿画圈（扭胯）并走出圆圈，然后退回。

  •  灵活性训练 + 拉伸

  •  跳跃 + 跳进和跳出圆圈时暂停动作。

弹力带训练（1分钟）
  •  把弹力带套在膝盖上方：10 个上身转体

动作，同时膝盖弯曲；5 个深蹲；12 个斜向

迈步（左右各 6 个）；半转体并且向后迈步，

同时膝盖弯曲（左右各 3 个）。

  •  把弹力带套在脚踝上侧向迈步然后退回 

+ 向后迈步并退回（左右各 3-4 下）；2 组

侧向迈步和跳跃（左右各 2 下）。

无弹力带训练（4分钟）
  •  踢腿（向左和向右）、扭胯、转体和跳

跃 + 拉伸。

  •  向前方高抬腿，向左边踢腿（先向左踢

然后向右收回），用腿画圈（扭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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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v 4（+3）轮换训练

名白队球员，区域内有 1 名白队球员。

  •   桔队利用人数优势（7 v 4）来保持控球。

蓝队尝试抢下球，如果成功抢到球，两队

互换攻防角色。

  •  桔队进入区域内，立即尝试抢下球。蓝

队退到较长的两条边线上，尝试在 3 名辅

助球员的帮助下保持控球。

完成 3-4 次：比赛 1 分钟，然后休息 30 秒。

详细讲解
  •  在一块 12X15 码的场地上，安排 2 支 4

人球队（穿蓝色和桔色球衣）+ 3 名白色球

衣的球员。

  •  所有 4 名桔队球员站在较长的两条边线

上（每条边线上站 2 人），所有蓝队球员

在这片区域内活动。两条短边线上各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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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传球、头球和射门

防守球员
1. 所有 4 名防守球员开始时进行长传。

2a. 拉波尔特（14 号）、斯通斯（5 号）和

沃克（2 号）练习用短头球把球回传给教练。

2b. 右后卫津琴科（11 号）和教练配合来回

传球 3 次，然后奔跑并长传。接下来他们

传球两次，然后教练传球给津琴科（11 号），

他需要护球 3 秒。

进攻球员
  •  前锋热苏斯（9 号），左边锋斯特林（7 号）

和右边锋马赫雷斯（26 号）与攻击型中场

德布劳内（17 号）配合。他们练习配合后

射门，而教练会改变场上情况：球传到一侧，

施压或让球弹跳。

中场球员
  •  攻击型中场席尔瓦（21 号）和防守型中

场罗德里戈（16 号）互相传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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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伴冲刺

  •  面对面起跳，仿佛争抢头球一样 + 冲刺。

  •  并排站立，后退（向左侧）然后转身 + 

长途冲刺到中线。

  •  退场。

球员需两两结伴完成这 4 项快速移动训练

项目，然后冲刺经过教练。

详细讲解
  •  高抬腿 + 冲刺。

  •  转身跳跃 + 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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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带 -替代品还是补充品？

什 么 是 生 物 带（Bio-banding）， 它

如何帮助年轻足球运动员的成长？

瑞典足球联合会 SvFF 生物带网络研讨

会。本次网络研讨会由伯恩茅斯亚足球俱

乐部的大卫·约翰逊主持，他讲述了自己

的研究成果，并对伯恩茅斯学院利用生物

带技术的情况进行了介绍。

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刚刚达到梯

队年龄要求的球员在选拔中比其他梯队球

员具有优势，而梯队球员又比一流足球队

具有优势。

生物年龄、日历年龄和相对年龄效应，

是理解人才识别和人才发展中的偏见的基

本概念。为了给儿童和年轻人创造足球乐

趣的最佳框架，并避免浪费人才，重要的

是要意识到球员发展存在不同的阶段，以

及球员的生理成熟度存在差异。

问题是什么，如何处理？

在网络研讨会开始时，在瑞典卡罗琳

斯卡学院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汤米·伦

德伯格，对生理成熟度和生物带进行了介

绍。

研究表明，因为身体属性的原因，在

过去身体发育较早的球员被认为比成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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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的球员更加具有天赋。因此，高水平球

员在人才培养中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可能

无法基于足球运动的要求将其选拔出来。

因此，年龄相关效应描述了这样一个

事实，即选拔的在一年之初出生的球员比

例过高，在一年结束时出生的球员招募的

比例较低。然而，与年龄相关的影响，当

球员具体在一年中哪个时段出生，并不代

表球员的生理成熟度。年代学年龄和生物

学年龄之间可能有很大差异。

汤米·伦德伯格认为，这些研究分别

指出了早期和晚期发育的优势和劣势。例

如，成熟较晚的球员可以发展其他技能，

以支持学习某些运动技能。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制定更有针对性

的策略优化选择，在出生较晚并且表现落

后的球员中选择优秀的球员。针对这个问

题，生物带成为了一种选择。这种方式对

球员的身体差异的评估存在限制。

在出现相对发育之后，针对已经成熟

的几组球员开展了为期几年的生物带研究。

例如，按照成熟度，可以将球员划分为几组：

95-100% 成 熟、90-95% 成 熟、 低 于 90% 成

熟。例如，对于 13 岁以下组别、14 岁以下

组别和 15 岁以下组别，便可能发生这种情

况，即根据球员当前身高及其预期最终身

高的关系来确定选拔结果。在这种选拔中，

可以采用哈米斯 - 罗氏法。但是，这种方法

会存在不确定性。

网络研讨会中提到了其他方法，可以

作为确定球员生理成熟度的起点。所有方

法的共同点是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

种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球员生物阶段判定存

在错误。

根据汤米·伦德伯格的说法，生物带

在训练、比赛和人才识别方面的重要性在

于，对生理成熟度的关注可能会给球员带

来其他挑战，并更加关注其他身体技能。

因此，研究发现成熟较早和成熟较晚分别

具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对于成熟较早的球员来说，他们的心

理、技术和战术的发展可能受到限制。因

为他们可以通过体型获得优势，对他们学

习其他重要的足球技能反而产生了负面影

响。随着球员年龄的增长，这些优势可能

会逐渐消失，被发育较晚的球员逐渐赶上。

在最后，发育较晚的球员可能因此受

益。因为他们在早期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和

困难。当然，这种优势只有在他们经历了

压力和困难之后继续踢球才有意义。

来自巴斯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不同

发育程度的球员对生物带的体验存在不同。

发育较早的球员经历的身体和技术挑战更

少，同时有更好的机会来展示技术和战术

技能。对于发育较晚的球员，生物带现象

的存在意味着他们会面对更大的身体和技

术挑战，甚至跟同年龄的球员对抗时也会

经历机会和挑战。

总的来说，研究表明，无论生理成熟

度如何，球员都有更多机会影响比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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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领导能力和展示足球技能。

伯恩茅斯足球俱乐部的工作原理

巴斯大学的博士生大卫·约翰逊是伯

恩茅斯足球俱乐部的体育科学家。大卫·约

翰逊和巴斯的研究同事们发现，球探和足

球教练在识别人才方面存在偏见，他们倾

向于选择早熟和生理成熟的球员，而非晚

熟和生理不成熟的球员。尽管根据研究标

准，后一组中的球员在技术和心理上的水

平都高于其他球员。

大卫·约翰逊对伯恩茅斯足球俱乐部

将生物带应用于 12-14 岁以下的球员的情况

进行了研究。根据球员的身高和预期成年

身高的百分比作为基础，将他们分为三组。

这三组对比中，得出了类似于汤米·伦德

伯格的结论。这三组球员的共同点是，每

组中的球员在生理成熟度方面是相似的。

伯恩茅斯足球俱乐部使用生物分带的

目的是减少生理成熟度的差异，并积极地

将其作为识别和培养俱乐部人才的手段。

大卫·约翰逊强调了前面提到的来自

巴斯大学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除了前

面提到的条件外，他强调，球员在同意生

物带分组中时，他们感到受伤的风险比正

常情况下低。

有研究表明，球员达到 PHV（峰值高

度速度）附近时的快速成长过程中特别容

易受伤。从生理成熟的角度看，伯恩茅斯

希望将这一点风险降至最低。

总之，大卫·约翰逊通过实际工作成果，

展示了生理成熟度的影响。

1. 采取行动，记录球员成长和成熟情

况。

2. 确定早熟和晚熟球员，并对其如何

影响球员的表现和潜力进行讨论。

3. 将球员划分为发育前、发育后、成

熟后组别，根据生物带分组确定不同组别

球员的培养与筛选策略。

生物带的历史和思考

在《体育医学》杂志中的一篇评论文

章中，对同生物带相关的一系列试验进行

了介绍。文章认为，在球员划分中，不应

当将生物带组别作为传统年龄组别替代品。

而是应当将生物带组别划分作为传统划分

方法的补充。生物带分组方法可以减少，

但不能消除，球员基于成熟度展现出的变

化。

在儿童到成人的球员培养中，有三个

基本的观点需要考虑。其中包括成长、成

熟和发展。这三个过程相互作用，在青春

期尤为明显。因此，根据成熟度划分球员

的主要目标是创造一个更平等的竞争，增

加获得成功经验的机会，防止不科学的分

组带来的伤病，并更加重视个性化训练和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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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的赛程安排对身体表现的影响

有时，一周进行几场比赛，这会增加

球队的负担。尽管球队的人员规模足以轮

换，但球队中一些最重要的球员需要参加

全部的比赛。紧张的赛程，使得保证球员

在下一场比赛开始时完全恢复存在困难。

科学研究表明，对最佳运动表现存在至关

重要影响的几个生理参数，需要 24-96 小时

的时间才能恢复至最佳水平。在 90 分钟的

足球比赛后，尤其是肌肉糖原通常需要超

过 72 小时才能再次达到最高水平。实施各

种恢复策略以提高恢复程度，减少恢复时

间。但从理论角度来看，紧张的赛程会降

低身体表现水平，因为球员没有机会完全

恢复。今年夏天，南丹麦大学的吉斯利·约

汉森提交答辩的一篇硕士论文对此观点进

行了研究。

研究方法

在整个 2017/2018 赛季中，我们对球

员在比赛和训练的身体负荷进行监测，同

时对其比赛中的表现进行技术分析。作为

身体表现和负荷的衡量标准，距离指标中

包括冲刺（>24 km/h）和高强度跑动（>21 

km/h）、剧烈加速（>2 m/s2）和剧烈减速

（<-2 m/s2）。通过比赛中的光学跟踪系

统和训练期间的本地定位系统，监控训练 /

比赛中的总跑动距离和持续时间。通过传

球和对抗成功率，来衡量球员在比赛中的

表现。六名球员按照一周三场比赛的强度，

参加了 5-8 场的整场比赛。我们称这组球员

为全职球员。这六名球员的位置包括中卫、

边卫和后卫。第二组（n=8）由未打满全场

比赛或未参加周中比赛的球员组成。我们

称这组球员为替补球员。在本研究中，我

们在两个不同时期对这两组球员的情况进

行研究：

每周 3 场比赛（周末、周中、周末）

的封闭时段内，出发参加周中比赛到出发

参加周末比赛间隔不足 72 小时。一周中 2

场比赛的正常时段（周末、周末）。分析

包括周末两场比赛之间的负荷数据。因此，

周末比赛不包括在每周总负荷中。此外，

我们还分别比较了上周末比赛的封闭时段

和正常时段的表现。

研究结果

封闭时段内 FSS 一周的身体负荷与正

常时段明显不同。在较短的时间内，跑动和

高强度冲刺的距离分别比正常时间长 134%

和 377%。相比之下，封闭时段的剧烈加速

和减速次数仅为正常时段的 81%（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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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距离相同（21.9 vs 22.1 km），而封

闭时段的训练和比赛总持续时间比正常时

段短（243 vs 299 min）。

高强度跑动和长距离跑动的大部分数

据来自赛程紧张的周中比赛也就不足为奇

了。在赛程紧张的时段内，两场比赛之间

的训练课程侧重于恢复和为下一场比赛进

行准备（图 2）。因此，在周中比赛出发的

前一天和后一天训练时间更短。然而，有

点令人惊讶的是，在封闭时段冲刺距离明

图 1 全职球员的正常时段（NP）和封闭时段（TP）数据之间的比较。A）显示加速和减速的总数，B）
高强度跑动距离（>21 km/h），C）冲刺距离（>24 km/h）、训练（蓝色）和周中出发（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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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封闭时段（绿色）和正常时段（蓝色）的身体负荷按天划分。MD：比赛日，MD+1：比赛日后
第一天，MD+2：比赛后第二天，MD-4：比赛日前四天，MD-3：比赛日前三天，MD-2：比赛日前两天，
MD1：比赛日前一天。

图 3 比较正常时段（NP）和封闭时段（TP）的周末比赛中全职球员的比赛表现。条形图显示了单个
球员和小组球员的平均表现。

显更大，或者相反来看，在正常时段冲刺

距离显得如此之小。同时，在封闭时段内，

尽管跑动距离相同，剧烈加速和减速的次

数显著降低。

如果对这些数据进行比较，我们发现，

在正常时段的训练中，球员非常重视趣味

性训练。在趣味性训练中，剧烈的加速和

减速的次数更多，但是高速的跑动较少，

因此累积的跑动距离更少。

一个关键问题是，紧张的赛程是否会

导致比赛中的表现水平降低。在这一点上，

第三场比赛的数据值得注意。在上一周末打

满比赛之后的下一个周末的第二场比赛和

周中的比赛数据。全职球员在封闭时段和

完整时段的第二个周末比赛中，高强度跑

动距离（435±145 m vs 442±147 m（±SD））

或高强度冲刺（296±158 m vs 308 ± 153 m）

数据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统计学差异。因此，

尽管从周中比赛出发时间算起的恢复时间

不到 72 小时，全职在下一场周末比赛中仍

保持了同样的高强度跑动距离和冲刺距离。

相反，与正常时段相比，封闭时段内

周末出发的比赛中加速和减速的强度降低

（77±24 vs 92±26）。一些球员的加速和

减速比正常时段少 25%。图 3 还显示了同

一时期和不同时期的球员之间数据的差异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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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 替 补 球 员， 与 全 职 球 员 不 同，

在封闭时段和正常时段后的周末出发的比

赛 中， 剧 烈 加 速 和 减 速 的 数 量 没 有 差 异

（105±30 vs 111 ± 24）。因此，由于紧张

的周中比赛，球员进行剧烈加速和减速的

次数有所下降。

此外，对于替补球员，短距离和正常

距离之间的冲刺距离没有差异（443±283 vs 

422±210 m）。另一方面，对于替补球员，

与正常时段相比，在封闭时段的高强度跑动

的 距 离 更 大（588±216 m vs 533±160m)。

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即替补球员中水

平较高的球员，可以弥补全职球员跑动不

足带来的影响。但正如前所述，全职球员

在接近正常时段的时段内的高强度跑动距

离没有减少。另一方面，在最近的一段时

间内，观察到全职球员的加速和减速强度

较低，可以假设替补球员在一定程度上通

过高强度跑动覆盖更长的距离为球队提供

帮助。然而，这项研究并没有为这个问题

提供明确的答案。

观察传球和对抗，全职球员的传球成

功 率（76.3±14.9% vs 76.0±8.4%） 或 对 抗

成功率（47.1±22.7% vs 50.2±22.4%）没有

差异。替补球员也是如此。因此，周中的

比赛似乎不会影响传球成功率或者对抗成

功率。

不能直接对全职球员和替补球员数值

进行比较，因为这两组中的球员场上位置

存在差异。我们从其他研究中了解到，在

对抗中，不同位置球员的运动模式存在显

著差异。同时，我们还发现有时处在同一

位置的两名球员的运动模式也不相同。然

而，组内的差异，即在两个时段之间对位

置相同的球员进行比较，可以让我们更好

的了解比赛负荷的区别。

研究结论

研究表明，与正常时段相比，封闭时

段中高强度跑动和对抗带来的周负荷，明

显高于剧烈加速和减速带来的周负荷。特

别是，在没有周中比赛和几乎不进行训练

的情况下，几周之后球员的冲刺距离会明

显缩短。

尽管恢复时间不足 72 小时，但是我们

发现对周末比赛，以及高强度跑动和冲刺

的距离及强度，包括对周末比赛的技术表

现来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变化。另一方面，

对于在周中比赛中打满全场的球员，在较

短的时间可以观察到的加速和减速的强度

较低。对于没有全场比赛或没有参加周中

比赛的球员，没有观察到这种差异。

因此，教练团队应意识到不同时期比

赛带来的负荷差异，同时将球员的个体因

素纳入考量。但本研究参与者的训练模式

和恢复策略，似乎足以使周中比赛对下一

场周末比赛的表现产生可测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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