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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赛季亚冠联赛东亚区概述 

 

受疫情影响，2020 年亚冠联赛东亚区比赛在停赛 8 个月后将于本月 18 号重新开启。除

G 组马来西亚球队柔佛新山因政府疫情防控规定被迫退赛，其余 15 支球队将在 1 个月内决

出东亚区冠军，并与西亚区冠军波斯波利斯争夺最后的亚冠冠军。 

即嗨比分推出《2020 赛季亚冠联赛-东亚区巡礼》，从球队阵容、近期状态、大数据统

计等方面，对各小组晋级形势及球队进行详细分析，旨在帮助读者快速、精准、全面的了解

复赛后亚冠赛事。 

更多亚冠及其他赛事数据、信息可通过即嗨比分 APP 查看详情，您可以通过各大应用

商店搜索“即嗨比分”进行下载，或登录即嗨比分电脑版 www.jihai8.com。 

如有疑问可添加即嗨比分官方客服微信，打开微信添加朋友搜索“jihaibifen”，我们的

客服工作人员将第一时间为您处理疑问。 

再次感谢您对即嗨比分的支持！ 

*本文版权归即嗨比分所有。转载请联系客服获得授权，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赛事赛制 

本次东亚区比赛采取小组赛双循环+淘汰赛单回合的赛制，东亚区冠军球队将与西亚区

冠军波斯波利斯争夺最终的亚冠冠军（决赛也为单回合淘汰赛）。本次亚冠冠军将直接获得

明年亚冠正赛资格；进入亚冠决赛的两支球队，即东西亚的冠军，将直接获得世俱杯参赛资

格。 

 

赛程安排 

小组赛从 11 月 18 日开始到 12 月 4 日结束，除特殊情况外，各支球队均为 3 天 1 赛的

频次。12 月 6 日进入淘汰赛阶段，东亚区决赛时间为 12 月 13 日，亚冠总决赛时间为 12 月

19 日。 

  

防疫相关信息 

1. 报名人数扩大为 35 人，比赛前 7 天可更换 8 人，如果比赛前 6 小时出现伤病情况还

能更换，但比赛开始后无法更换。 

2. 参赛人员抵达卡塔尔后无需隔离 14 天，但是需要提供 48 小时内的核酸检测证明，入

住酒店前还要进行核酸检测才能入驻。 

3. 参赛期三天为一周期进行核算检测，一旦发现感染者立刻隔离并进行全队复检。 

4. 酒店禁止任何球员和工作人员单独进出，必须整队进出酒店，除了训练和比赛其它时

间只能在酒店内活动。训练场和体育场完全封闭，每支球队都有专属场地，禁止混用训练场

地，禁止共享个人物品，更换制服等等。训练前和训练后都要详细的消毒、遵守防疫规定。 

5. 每支球队配备两辆大巴，比赛人员和非比赛人员分别乘坐，确保大巴内乘客保持 1

米以上的安全距离，降低球员被感染可能性。 

6. VIP 包厢允许亚足联官员和嘉宾入内观看，但是每队不超过 25 人。距离，球队合影 

http://www.jihai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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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场地 

此次亚冠小组赛阶段比赛场地为：哈利法国际体育场、教育城体育场、沃克拉体育场和

贾西姆·本·哈马德球场。前三者均为 2022 年世界杯比赛场地，后者为萨德俱乐部主场，

四处场地均为空调体育场，各支球队不会受到温差的影响。 

根据亚足联官方安排，为避免交叉感染的风险，同联赛球队将入住同一酒店。各球队下

榻酒店距离四座比赛场馆的车程均在 30 分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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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亚冠东亚区 E 组 

球队组成 

球队 国家 联赛排名 

北京中赫国安 中国 2020 赛季中超联赛季军 

FC 首尔 韩国 2020K 联赛保级组第三名 

墨尔本胜利 澳大利亚 新赛季未开赛 

清莱联 泰国 第二名/已进行十三轮 

 

目前积分榜 

球队 胜 平 负 进球 失球 净胜球 积分 

FC 首尔 1 0 0 1 0 1 3 

北京中赫国安 1 0 0 1 0 1 3 

墨尔本胜利 1 0 1 1 1 0 3 

清莱联 0 0 2 0 2 -2 0 

 

小组形势分析 

在 E 组中，FC 首尔，北京中赫国安，墨尔本胜利三支球队同积 3 分，清莱联队两轮皆

负积 0 分小组垫底。 

 

北京中赫国安人员较为齐整。另外三支球队都存在磨合等问题，北京中赫国安队只要稳

扎稳打，小组出线问题不大，甚至会已小组头名出线。 

 

FC 首尔本赛季表现非常低迷，一度濒临保级。但首尔拥有多年征战亚冠联赛的经验，

这可能会是他们小组赛中的拿分筹码。 

 

墨尔本胜利队员大幅变更，默契程度上存在很大的问题，新援的实力还有待在比赛中去

观察。对于亚冠最好成绩只有 16 强的墨尔本，出线形式不容乐观。 

 

泰超联赛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清莱联的优势在于比赛状态的保持。拥有猜亚瓦、

比提瓦、埃卡尼、西华功四人组成的泰超“最强中场”也将给各支球队带来不小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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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赫国安 

Beijing Sinobo Guoan 

 

球队近况 

到达卡塔尔时间：11 月 17 日 

近 30 天比赛场次：6 场 

最近一场比赛：11 月 11 日 | 中超 3-4 名决赛次回合 

 

球队巡礼 

联赛稳中求胜，技战术日渐成熟 

由于疫情影响，本赛季中超联赛实行赛会制度，分为大连赛区和苏州赛区，每个赛区分

别有 8 支球队，北京国安所在赛区是苏州赛区。在苏州赛区的 14 场比赛中，北京国安取得

了 8 胜 4 平 2 负的成绩，位列苏州赛区第 2 位，顺利晋级争冠组。在争冠组的比赛中，两回

合总比分 1-3 负于广州恒大，未能进入决赛。 

而在随后的 3-4 名与上海上港的比赛中，两回合 3-2 的总比分力压上海上港获得今年中

超联赛第 3 名。本赛季，主帅布鲁诺-热内西奥技战术打法日渐成熟，球队取得了 10 胜 7 平

3 负的尚佳表现，累计打入 44 球，是中超联赛进球最多的球队。 

 

箭头缺失，锋线受到挑战 

北京国安队征战本赛季亚冠联赛的名单已经出炉。令人遗憾的是，球队最佳射手巴坎布

因回国家队报道，无缘本次名单。巴坎布本赛季是北京国安前场的绝对核心球员，在他出场

的比赛中，他共打入 14 粒进球并奉献 6 次助攻，交出了场均制造一球的华丽数据。 

荣膺队内最佳射手的同时也获得了本赛季中超联赛的金靴。此次亚冠，缺少巴坎布的北

京队，就要依仗于阿兰和张玉宁组成的锋线组摧城拔寨了，两人本赛季的表现可圈可点，相

信他们能够弥补巴坎布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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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报费尔南多，阿兰作为内援参赛 

在最新的名单中，中场外援费尔南多补报入选。此前受到外援人数限制，他不能出战亚

冠联赛，此时巴坎布的离开，费尔南多迎来了代表球队出战本赛季亚冠的机会。此外，最新

名单中还有一个不小的亮点，阿兰最为内援参加比赛，归化球员阿兰本赛季共有 15 次出场，

其中 7 次首发打入 7 粒进球并有一次助攻，进球效率颇高，这对于缺少巴坎布的北京队来说

是重大利好。 

 

密集赛程，恐成最大敌人 

北京国安队预计 11 月 17 日抵达卡塔尔多哈，队伍此前只得到了一周左右的休息。本赛季中

超联赛赛程本就密集，经常出现一周双赛的情况，而接下来的亚冠联赛也将三天一赛，加之

旅途的劳累，球员体能上会不会存在问题令人担忧。 

 

小组开门红，国安展现强者风范 

亚冠联赛停摆之前，国安已经进行过一轮的比赛。北京国安作客泰国 1：0 清莱联取得

了小组赛首胜。比分不能看出双方实力的差距，但纵观全场比赛，拥有比埃拉和奥古斯托的

北京队控球率高达 61%，在比赛中占据绝对主动，当时北京队多名球员因伤没有参加比赛的

情况下，客场带走 3 分实属不易，同时北京队也展现出了在亚冠联赛中强大的竞争力。 

但是国安在防守端也存在不小的隐患，球队本赛季中超联赛失球数多达 27 粒，这对于

一个争冠的球队来说是不被允许的。本次亚冠，怎样解决防守上的漏洞，才是主帅热内西奥

更应该关注的问题。北京国安队同组对手，FC 首尔，清莱联，墨尔本胜利，三支球队都存

在不少的问题，如果北京队把握住机会，小组头名出现指日可待。 

 

球队赛程 

日期 时间 比赛场地 对阵 比分 

02-18 18:00 清莱力量体育场 清莱联 北京国安 0:1 

11-21 18:00 教育城体育场 FC 首尔 北京中赫国安  

11-24 18:00 贾西姆·本·哈马德球场 北京国安 墨尔本胜利  

11-27 18:00 贾西姆 ·本· 哈马德球场 墨尔本胜利 北京国安  

11-30 18:00 贾西姆·本·哈马德球场 北京中赫国安 FC 首尔  

12-03 21:00 贾西姆·本·哈马德球场 北京国安 清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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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北京中赫国安亚冠官方大名单 

 
 

 

 

附件 2：北京中赫国安近 5 届亚冠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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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北京中赫国安近 5 届亚冠盘路&大小球走势 

 

 

 

附件 4：北京中赫国安本赛季联赛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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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胜利 

Melbourne Victory 

 

球队近况 

预计到达卡塔尔时间：11 月 20 日 

近 30 天比赛场次：0 场 

最近一场比赛：8 月 12 日 |澳洲甲第 27 轮 

 

球队巡礼 

历经四任教练，新帅来自青训 

上赛季墨尔本胜利成绩十分糟糕，球队持续低迷，仅取得了 6 胜 5 平 15 负的成绩，排

名联赛倒数第二。墨尔本上赛季历经四任主帅，前三位帅头，马克-库尔兹，帕洛维奇，卡

洛斯-萨尔瓦瓦都因带队成绩不佳提前下课。 

第四位主帅正是现任主帅苏格兰人布雷布纳，他作为代理教练率队指挥过上赛季最后 5

场比赛，也仅仅取得了 1 胜 4 负的成绩，但布雷布纳此前 6 年都在球队担任青训教练，他的

挖潜能力有目共睹，于是，俱乐部在 8 月 24 日决定扶正这位教头，带领球队征战接下来的

亚冠比赛。 

 

核心出走，阵容变化幅度大，磨合存疑 

墨尔本队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员调整，此前效力球队九年的门将劳伦斯-托马斯，中场米

根-巴沙，后卫蒂姆-霍格兰德以及澳大利亚国脚纳鲍特和瑞典国脚奥拉-托伊沃宁都离开了

球队。引进来的有前锋卡勒姆-麦克马纳曼，弗拉米，后卫安塞尔，迪伦-瑞安和中场巴菲特

尔德，共 5进 5出。 

先不说新援的实力如何，调整幅度之大，加之这些队员从来没有在一起打过比赛，默契

配合上将会面临着不小的考验。11月 13日，布雷布纳在接受亚足联采访中表示，球队有一

些新援目前还没有抵达球队，他们将在多哈与球队直接汇合。雪上加霜的是,澳大利亚国脚

前锋克鲁泽本次不会随队前往卡塔尔征战亚冠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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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疫情影响，亚冠之路满是荆棘 

澳大利亚联赛是世界足坛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几个联赛之一。从 3 月 23 日澳足协宣布联

赛停摆，到 7月 16日联赛回归，大约停摆 4月之久。而墨尔本胜利可谓一波三折，球队所

在的维多利亚州在联赛回归前疫情又再次出现反弹，球队被迫迁到悉尼完成剩下的比赛，在

进行 14天的强制隔离后，经过当地政府同意后才回到了联赛当中。 

已经离开球队的瑞典国脚托伊沃宁就是受疫情影响，选择回到欧洲，托伊沃宁在

2018-2019赛季澳超揭幕前加盟墨尔本胜利。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不仅当选球队首位外籍队

长，还为球队在 40场比赛中贡献 25粒进球。此前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自己很享受

在墨尔本胜利队的时光，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在世界蔓延，自己和家人决定回到欧洲”。 

墨尔本胜利最后一场比赛是在今年的 8月 12 日，这与北京中赫国安的 11 月 24日亚冠

比赛相隔长达 104天，期间球队没有安排任何友谊赛。今年 9月，维多利亚州政府颁布并实

施了新的防疫规定，直接导致了球队不能参加友谊赛，甚至球员不能在一起训练。长达 100

多天没有进行比赛和训练对于职业运动员的打击不言而喻。此次亚冠之旅，墨尔本困难重重。 

 

一胜一负，晋级之路掌握手中 

亚冠停摆之前，墨尔本胜利队已经赛过两轮，两轮后 1胜 1负积三分的赛果还可以被接

受。当时指挥球队的是前任主帅卡洛斯-萨尔瓦瓦。与首尔的比赛 1 球小负于对手，墨尔本

的几次攻势也颇具威胁。 

但是时隔 9个月之后亚冠重燃战火，队中人员轮换较多，前两轮的比赛已经没有太多的

参考价值。新援的引进及新主帅的加入，让这支球队会产生什么变化，我们还要随后的亚冠

联赛中去了解。目前，墨尔本在多赛一轮的情况下，与北京国安和 FC 首尔两支球队同积三

分，能否从本赛季的亚冠小组赛中脱颖而出，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球队赛程 

日期 时间 比赛场地 对阵 比分 

02-11 16:35 墨尔本矩形体育场 墨尔本胜利 清莱联 1:0 

02-18 18:00 首尔世界杯体育场 FC 首尔 墨尔本胜利 1:0 

11-24 18:00 贾西姆·本·哈马德球场 北京中赫国安 墨尔本胜利  

11-27 18:00 贾西姆 ·本· 哈马德球场 墨尔本胜利 北京中赫国安  

11-30 21:00 贾西姆·本·哈马德球场 清莱联 墨尔本胜利  

12-03 21:00 教育城体育场 墨尔本胜利 FC 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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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墨尔本胜利亚冠大名单预测（官方大名单未公布） 

 
 

 

附件 2：墨尔本胜利近 5 届亚冠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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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墨尔本胜利近 5 届亚冠盘路&大小球走势 

 

 

 

附件 4：墨尔本胜利本赛季联赛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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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 首尔 

FC Seoul 

 

球队近况 

到达卡塔尔时间：11 月 17 日 

近 30 天比赛场次：3 场 

最近一场比赛：10 月 31 日 | K 联赛降级赛第五轮 

 

球队巡礼 

表现低迷，险些降级 

本赛季 22 轮常规赛结束之后，首尔以 7 胜 4 平 11 负积 25 分的成绩位列常规赛第七位，

因净胜球的劣势位列光州之后，进入保级组。而光州则顺利进入争冠组。在保级组的五场比

赛当中，首尔表现依旧低迷，仅取得了 1 胜 1 平 3 负的糟糕战绩。是保级组比赛中拿分最少

的球队。 

要知道，降级球队釜山 park 也只得到四分，若不是釜山常规赛仅得 21 分“欠债”太多，

本赛季降级的很可能就是首尔。2019 赛季夏窗，首尔是韩国联赛唯一一支没有引援的球队，

自此，首尔持续低迷，虽然本赛季引进了三名新援，但球队的状态依旧没有得到改变，随着

后防线的集体伤病，首尔跌到降级区。 

 

老龄化严重，年龄分配不均 

现在的首尔老龄化比较严重，存在年龄结构分配不均的问题。本赛季，首尔依然依仗于

老将朴主永摧城拔寨，这名老将共出场 23 次打进 4 球 2 次助攻即是队内最佳射手，可见，

球队攻击实力较为匮乏。在需要有活力、有冲击力的前场，首尔过于依赖老将的发挥，比如

朴主永（35 岁），外援阿德里亚诺（33 岁）、奥斯马尔（32 岁）。在需要富有经验的后场，

首尔又相对年轻化，比如黄贤秀（25 岁）、尹钟奎（22 岁）、金朱晟（19 岁）。老化的锋

线使首尔本赛季只打入 19 球，排在所有球队倒数第二；而缺乏经验的后防线，漏洞百出，

失球数多达 37 粒，是失球数最多的球队。面对接下来亚冠的密集赛程，老龄化严重的首尔

可能会显得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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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换教练，内部动荡，代理主帅带队参赛 

在上赛季 K 联赛结束后，首尔宣布由崔龙洙接替黄洪善担任球队新任主帅。此次是崔龙

洙第二次执教首尔。球迷们对这位曾经带领首尔取得亚冠亚军的帅头给予厚望，但是首尔的

问题也不是功勋主帅能解决的。而且崔龙洙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饱受腰上困扰的他，一直在

带病指挥。 

在今年 7 月 31 日，崔龙洙迫于身体的压力，不得不引咎辞职。随后，由代理主帅金浩

荣带队征战 K 联赛余下的比赛，金浩荣执教期间，带队 7 场比赛，取得 4 胜 3 平 2 负的成绩，

成绩尚可说得过去。但就在 9 月 24 日，金浩荣由于转正问题与高层谈判破裂选择辞职，随

后由现任代理主帅朴赫淳接管球队，他率领球队完成了今年保级组的比赛，取得 1 胜 1 平 3

负的成绩，不尽如意。 

亚冠联赛近在眼前，暂不说代理主帅的不稳定性，没有亚洲足球联盟(AFC)冠军联赛(ACL)

参赛队教练要求的 P级教练资格证的朴赫淳没有资格带队参加亚冠联赛。此后，首尔与澳大

利亚国家队主教练阿诺德取得了联系，希望他能指挥球队参加亚冠联赛，但最终双方没有达

成协议。 

在 11月 13日，首尔宣布将由代理主教练李元俊率队参加亚冠，有点讽刺的是，首尔仅

与李元俊签下了一份亚冠结束就终止的短期合同，从侧面看出，首尔队目前无心恋战，而是

为了参赛而参赛。3 个月里，首尔就连换三位代理主帅，放眼世界足坛都实属罕见。首尔内

部目前较为动荡，亚冠前景堪忧。 

 

意外发生，阴影笼罩 

10 月 30日，有媒体报道首尔后卫金南春去世的消息，首尔官方也在随后证实了这则消

息，引发轩然大波。在调查中，韩国警方排出他杀的可能，金南春很可能是迫于压力自杀，

他的去世令人悲痛惋惜。好友的突然离世，给首尔队队员们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心理上都造成

了不小的影响和打击。 

 

球队赛程 

日期 时间 比赛场地 对阵 比分 

02-18 18:00 首尔世界杯体育场 FC 首尔 墨尔本胜利 1:0 

11-21 18:00 教育城体育场 FC 首尔 北京中赫国安  

11-24 21:00 贾西姆·本·哈马德球场 FC 首尔 清莱联  

11-27 21:00 贾西姆 ·本· 哈马德球场 清莱联 FC 首尔  

11-30 18:00 贾西姆·本·哈马德球场 北京中赫国安 FC 首尔  

12-03 21:00 教育城体育场 墨尔本胜利 FC 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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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首尔 FC 亚冠大名单预测（官方大名单未公布） 

 

 

 

附件 2：FC 首尔近 5 届亚冠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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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FC 首尔近 5 届亚冠盘路&大小球走势 

 

 

 

附件 4：FC 首尔本赛季联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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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莱联 

Chiangrai United 

 

球队近况 

预计到达卡塔尔时间：11 月 23 日 

近 30 天比赛场次：6 场 

最近一场比赛：11 月 18 日 | 泰超联赛 

 

球队巡礼 

垄断霸主，新王加冕 

2019 赛季清莱联取得了 16 胜 10 平 4 负积 58 分的成绩，凭借净胜球的微弱优势力压泰

超传统豪门武里南联获得泰超联赛冠军，这也是队史上首次问鼎顶级联赛冠军。同时也打破

了此前 9 年时间里，联赛冠军被武里南联和蒙通联这两只球队的垄断。 

 

功勋离队，新帅面临考验 

2020 赛季前转会期间，因续约未与俱乐部达成协议，功勋主帅埃尔顿·多斯桑托斯和

边锋威廉·亨里克都离开了球队。随后，球队签下了现年 47 岁的日本主帅泷雅美和巴西前

锋迈尔松，还从蒙通联引进了泰国国脚沙努甘。 

此外，前锋比尔也是进攻利器，他在上赛季出场的 29 场比赛中打进 14 球，再加上比

提瓦、猜亚瓦、西华功、埃卡尼四位泰国现役国脚，还有前韩国国脚李容来这几人坐镇中场，

清莱联的纸面实力没有下滑，甚至可以说略有加强。 

可是，主帅泷雅美的上任被饱受质疑，因为他此前还没有执教过顶级联赛俱乐部，仅仅

执教过泰乙和泰甲俱乐部，执教经验也并不丰富。本赛季到目前为止 13 轮战罢，清莱联取

得了 7 胜 2 平 4 负排名第二的成绩，目前落后于少赛两场的 BG 巴吞联多达 6 分，卫冕难

度可谓不小。即将到来的亚冠，对于没有大赛经验的泷雅美来说将会面临不小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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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困扰，泰超联赛停摆 6 个月 

泰国在 3 月初发现新冠病毒首例确诊病例，随后病毒迅速蔓延开来。受疫情影响，泰

国足协决定联赛停摆，根据疫情进展来决定何时重启联赛。今年 9 月，联赛重启被提上日

程，在重启前的例行检测中，武里南联球员马图拉耶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球队 42 名球员

被强制隔离。有惊无险的是最终检测结果是仅有一位球员感染，除武里南联队面临隔离以外，

泰超联赛将正常进行。目前，泰超联赛已恢复近 2 个月，泰国足协针对疫情做出了严格的

管控措施，严格的管控让清莱联没有受到疫情的太多干扰。 

 

虽遇连败，但实力不容小觑 

小组赛首轮，清莱联作客挑战墨尔本胜利，最终以 0:1 的比分遭遇开门黑。第二轮坐镇

场迎战北京中赫国安，他们并没有在主场凯旋，又是一个 0:1 的比分，遭遇小组赛两连败。

但这支球队所展示出的状态与实力另人刮目相看。拥有比提瓦、猜亚瓦、西华功、埃卡尼四

人组成的泰超“最强中场”给墨尔本和国安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时隔多月之后，亚冠联赛重

燃战火，通过这几个月以来的磨合，球队实力应该有增无减。 

 

 

球队赛程 

日期 轮次 时间 比赛场地 对阵 比分 

02-11 第一轮 16:35 墨尔本矩形体育场 墨尔本胜利 清莱联 1:0 

02-18 第二轮 20:00 清莱力量体育场 清莱联 北京中赫国安 0:1 

11-24 第三轮 21:00 贾西姆·本·哈马德球场 FC 首尔 清莱联  

11-27 第四轮 21:00 贾西姆·本·哈马德球场 清莱联 FC 首尔  

11-30 第五轮 21:00 贾西姆·本·哈马德球场 清莱联 墨尔本胜利  

12-03 第六轮 21:00 贾西姆·本·哈马德球场 北京国安 清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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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清莱联亚冠大名单预测（官方大名单未公布） 

 
 

 

附件 2：清莱联近历届亚冠数据统计 

 

 

 



 

22 

 版权所属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www.jihai8.com 

附件 3：清莱联历届亚冠盘路&大小球走势 

 

 

 

 

附件 4：清莱联本赛季联赛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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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亚冠东亚区 F 组 

球队组成 

球队 国家 联赛排名 

上海绿地申花 中国 中超第 7 名 

蔚山现代 韩国 K 联赛亚军 

FC 东京 日本 J 联赛第 3 名 

珀斯光荣 澳大利亚 2019-2020 澳甲季后赛半决赛 

 

目前积分榜 

球队 胜 平 负 进球 失球 净胜球 积分 

FC 东京 1 1 0 2 1 1 4 

蔚山现代 0 1 0 1 1 0 1 

上海绿地申花 0 0 0 0 0 0 0 

珀斯光荣 0 0 1 0 1 -1 0 

 

小组形势分析 

F 组 FC 东京已经率先进行了两场比赛，目前以 1 胜 1 平积 4 分位列积分榜首位。蔚山

现代和珀斯光荣则是各自进行了一场比赛，前者 1-1 战平 FC 东京，以 1 分位列积分榜第 2

位，后者则是 0-1 输给了东京，目前位列小组末位。上海申花则是还没有参加过本届亚冠的

比赛。 

 

国内赛事方面，FC 东京所在的日职联还在进行中，他们目前位列积分榜第 4 位，仍然

有争夺下赛季亚冠资格的希望，而另外三队国内联赛任务均已结束。蔚山现代保持了大半个

赛季的领先优势后，最终还是被全北现代赢得了冠军，遗憾获得屈居次席。上海申花本赛季

最终获得了联赛第 7 名，相比近三个赛季已经有了一定进步。珀斯光荣则是止步上赛季澳甲

季后赛第二轮，联赛新赛季还未正式开打。 

 

从目前来看，FC 东京虽然暂时排名第一，但是鉴于同组其他球队最多只进行了 1 场比

赛，所以他们的位置并不稳固。蔚山现代国内赛事失利，亚冠赛场必定会全力以赴，他们也

是东京本小组的最大竞争对手。上海申花虽然在硬实力上或许不如上面 2 支球队，但崔康熙

的亚冠经验将成为他们能走多远的关键。而目前排名垫底的珀斯光荣则是首次参加亚冠，无

论从实力还是比赛经验都与另外三队有着一定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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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绿地申花 

Shanghai Greenland Shenhua 

 

 

球队近况 

到达卡塔尔时间：11 月 15 日 

近 30 天比赛场数：6 场（10 月 17 日-11 月 17 日） 

最近一场比赛：11 月 10 日丨中超 7、8 名决赛次回合 

 

球队巡礼 

联赛结果差强人意，伤病问题持续 

作为中超老牌球队的上海申花本赛季取得了第 7 名的成绩。虽然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亮

眼，但是却追平了球队近几个赛季的最佳战绩。在联赛第一阶段的分组赛中，申花的整体表

现并不算出色，最后时刻才获得参加争冠赛的资格。不过到了淘汰赛阶段后，球队则是展现

出了顽强的意志，面对同城对手上海上港丝毫不落下风，在整个赛季“外援余额不足”的情况

下，申花本赛季的联赛答卷无疑是可以接受的。 

新赛季仅仅 4 轮过后，申花上赛季的锋线大腿韩国高中锋金信煜在 8 月 10 日对阵大连

人的比赛中右脚骨折受伤，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康复；一度被寄予厚望的“小法老”沙拉维

也受到了伤病困扰，而一直想要离队的意大利人明显心意早已不在申花；而包括莫雷诺、曹

赟定、博拉尼奥斯、冯潇霆等重要球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病，甚至在此前对阵河北的比

赛中，球队看台上伤员比替补席的人数还要多。不过幸好国内球员及时站了出来，在韩国名

帅崔康熙的调教下，包括彭欣力、毕津浩等球员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防守端表现可圈可点，韩国锋霸带伤出战 

上海申花今年在防守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上赛季他们是中超失球第 3 多的球队，失球

数达到了 57 粒，而本赛季他们联赛第一阶段，他们有 7 场比赛零封对手，是此阶段零封次

数最多的球队。防守端能有这样的表现后防的几位老将功不可没。在前恒大功勋球员曾诚、

冯潇霆加盟球队之后，起初也受到了不少的质疑，外界普遍认为 2 人早已过了巅峰年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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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事实证明，他们的经验给球队的防守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根据最新公布的消息，申花预计在当地时间 11 月 15 日早上 5:40 分抵达多哈，他们将

在 11 月 18 日 18:00 迎来亚冠小组赛的首个对手澳洲球队珀斯光荣。球员方面，申花公布的

大名单显示，崔康熙教练选择了莫雷诺、姆比亚、钱杰给作为 3 名外援，有伤在身的金信煜

则是以亚外身份出战。莫雷诺虽然状态有所下滑，但作为队长入选自不必说，姆比亚则一直

是球队防守核心，而钱杰给由于恢复国籍时间未达到亚足联要求，所以只能以外援身份参赛，

他在本赛季有过 19 次出场，其中 16 次首发，表现十分亮眼。 

 

伤病问题依旧存在，主帅亚冠经验将成关键 

不过申花依然要面对缺兵少将的问题，前锋金信煜的伤病目前已经基本痊愈，但是还没

有参加球队合练，包括曹赟定、莫雷诺、冯潇霆、杨旭毕津浩也因为此前的伤病影响状态存

疑；但利好消息是，球队本赛季租借在外的几名年轻球员包括周俊辰、蒋圣龙、刘若钒、王

伟、朱建荣将会回归，并随队一起参加亚冠比赛。 

如果想要在今年亚冠上有所收获，首场比赛对于申花来讲十分关键。珀斯光荣目前小组

排在末位，同时相比同组另外两个对手 FC 东京和蔚山现代整体实力上存在一定差距，本场

比赛也是双方的首次交锋，同时也是对手首次参加亚冠比赛，而申花曾经多次参加亚冠，并

且主帅崔康熙更是 2 度夺得过亚冠冠军，比赛经验将是球队很大的优势。而且珀斯光荣已经

2 个多月没有参加比赛了，申花则是近期在中超赛场上接连面对强敌，从理论上讲竞技状态

要远好于对手，球队有很大概率结束亚冠逢澳洲球队不胜的尴尬局面。 

 

球队赛程 

日期 时间 比赛场地 对阵 比分 

11-18 18:00 教育城体育场 珀斯光荣 上海绿地申花  

11-21 21:00 教育城体育场 蔚山现代 上海绿地申花  

11-24 18:00 教育城体育场 FC 东京 上海绿地申花  

11-27 21:00 教育城体育场 上海绿地申花 FC 东京  

11-30 21:00 教育城体育场 上海绿地申花 珀斯光荣  

12-04 18:00 贾西姆本哈马德球场 上海绿地申花 蔚山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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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上海绿地申花亚冠官方大名单 

 

 

附件 2：上海绿地申花近 5 届亚冠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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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上海绿地申花近 5 届亚冠盘路&大小球走势 

 

 

附件 4：上海绿地申花本赛季联赛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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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 东京 

F.C. Tokyo 

 

球队近况 

预计到达卡塔尔时间：11 月 20 日 

近 30 天比赛场次：6 场（10 月 24 日-11 月 24 日） 

最近一场比赛：11 月 18 日丨日职联第 32 轮 

 

球队巡礼 

本赛季双主力离队，防守端实力严重下滑 

上赛季 FC 东京排在联赛第二名，球队后防发挥出色，赛季 29 粒失球仅次于大阪樱花。

进攻端奥利韦拉打入 14 粒进球，获得联赛银靴，他与永井谦佑组成的锋线组合极具威力。

本赛季球队主力全部留队，同时引入了强力外援莱昂德罗和阿代尔顿，阵容深度在联赛中屈

指可数。 

不过夏窗期间，主力中场桥本拳人转会俄超，右后卫室屋成加盟德乙。其中桥本拳人入

选 2019 赛季联赛最佳 11 人，是 FC 东京后防的核心球员，两大主力的告别让 FC 东京的防守

端实力受损，目前是亚冠资格竞争梯队中失球最多的队伍。 

 

新战术磨合不佳，近期连败跌出亚冠区 

主教练长谷川建太本赛季战术调整，主推 4-3-3 阵型，以永井谦佑和奥利维拉为战术核

心。不过队员并没有适应新战术，随着队长东庆梧的伤缺，球队状态起伏不定，多次面对下

游球队丢分，近期六战五负。15 号与名古屋鲸鱼的比赛中落败后，FC 东京在多赛 2-4 轮的

情况下已经跌出亚冠资格区，如果想要参加下赛季亚冠，本次夺冠几乎成为唯一途径。 

好消息是俱乐部内部氛围未受到连败的影响，本月 10 号俱乐部官宣与长谷川建太续约，

后者下赛季将继续执教球队。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由于中上游球队水平相近，日职联的球

队在联赛的表现不能作为亚冠的参考。例如上赛季闯入亚冠决赛的浦和红钻，在联赛中仅排

名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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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冠开赛在即，队长有望伤愈复出 

球队队长东庆梧在联赛第六轮与札幌的比赛中受伤，右脚第五中脚骨骨折，预计伤缺

3-4 个月。作为 FC 东京中前场的串联手，东庆梧的战术作用极为关键，上赛季 34 场联赛全

部首发，贡献 6 次助攻。根据最近日本媒体爆出的消息，东庆梧伤势已无大碍，有望在近期

复出，届时球队中仅有年轻后卫冈崎慎一名伤员，阵容齐备。 

新援莱安德罗和阿代尔顿状态火热，本赛季已经联手打入 21 粒进球，算上奥利韦拉和

永井谦佑，如今 FC 东京得分手段多元，难以限制。在年初进行前两轮小组赛中，球队 1 胜

1 平暂居小组第一，拥有主动权。上下一心的 FC 东京拿下出线名额的几率非常高。 

 

球队赛程 

日期 时间 比赛场地 对阵 比分 

02-11 18:30 蔚山文殊足球竞技场 蔚山现代 FC 东京 1-1 

02-18 18:00 东京体育场 FC 东京 珀斯光荣 1-0 

11-24 18:00 教育城体育场 FC 东京 上海绿地申花  

11-27 21:00 教育城体育场 上海绿地申花 FC 东京  

11-30 18:00 教育城体育场 FC 东京 蔚山现代  

12-03 18:00 教育城体育场 珀斯光荣 FC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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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FC 东京亚冠官方大名单 

 
 

附件 2：FC 东京历届亚冠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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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FC 东京历届亚冠盘路&大小球走势 

 

 

 

 

附件 4：FC 东京本赛季联赛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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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山现代 

Ulsan Hyundai FC 

  

 

球队近况 

到达卡塔尔时间：11 月 16 日 

近 30 天比赛场次：5 场（10 月 21 日-11 月 21 日） 

最近一场比赛：11 月 08 日丨韩国足协杯决赛 

 

球队巡礼 

憾失双冠：一子错，满盘皆落索 

蔚山现代经历了一个过山车式的赛季，虽然联赛和足协杯都收获了亚军，但回顾整个过

程就会发现这支韩 K 豪强暴露出的问题。本赛季蔚山现代长期居于榜首，22 轮常规赛结束

后，依然领先全北现代 2 分，位居联赛第一，甚至在争冠阶段的倒数第二轮，蔚山现代依然

握有主动权，但几场关键比赛的失利，只能将冠军拱手让人。 

 

争冠赛倒数第二轮，蔚山现代直面争冠对手全北现代，由于主力中卫布尔图伊斯停赛，

主帅金度勋派出了郑升炫和金基熙的中卫组合。也许是对二人的不自信，蔚山现代开局便选

择了全员退守。更让人不解的是，金度勋将赛季最佳后卫金泰焕放在了替补席。 

这两项举措让蔚山处于被动的一方，最终凭借巴罗的进球，全北现代客场抢下三分，将

争冠的主动权保留在了自己手中。而在数日后的足总杯决赛，蔚山开场取得领先，却再度被

全北现代翻盘。两场比赛的失利，主帅金度勋要承担大部分责任。 

 

战术保守：球队缺少必胜勇气 

金度勋过于保守和情绪化的性格一直被韩国媒体诟病，从仁川联合到蔚山现代，几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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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比赛的决断都能体现出这一点。上赛季亚冠淘汰赛，首回合客场挑战浦和红钻，在 2-1 获

胜的情况下，次回合回到主场，金度熙选择回撤后场，力保 2 粒客场进球的优势，结果惨遭

浦和红钻 3-0 翻盘。 

上赛季联赛末轮，在打平即可夺冠的情况下，又是因为一味的防守导致主场 1-4 输给浦

项铁人，最终因净胜球劣势错失冠军。再到这赛季的两次关键失利，问题如出一辙。如果不

能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在亚冠这种淘汰赛性质的比赛中，是很难获得出色成绩的。 

 

球员实力依旧恐怖，亚冠恐成救命稻草 

自 2016 年执教后，金度勋只率领球队拿到了 2017 赛季足协杯冠军，几次大赛折戟，

联赛连续两年措施冠军，已经让俱乐部对其失去耐心。要知道蔚山现代的阵容不可谓不豪华，

中前后场都有顶尖球员坐镇。 

本赛季初，蔚山现代引入九名新援，包括国门赵贤祐、国脚中卫郑升炫、U23 亚锦赛

MVP 元斗载等重量级球员。其中门将赵贤祐、后卫金太焕和前锋内冈均入选 2020 赛季最佳

阵容，内冈更是以 27 场 26 球获得赛季金靴。作为球队主要得分手，内冈状态稳定，上赛季

也仅因 1 球差距与金靴擦肩而过。 

此次出战亚冠，蔚山现代不仅各位置实力均衡，更拥有年龄结构优势。以元斗载为首的

一众小将本赛季发挥出色，主力阵容“老中青”三代分配合理，在紧凑的亚冠赛程安排下，

这无疑是一大优势。不过门将赵贤祐在日前的新冠检测中呈阳性，替补门将赵秀赫本赛季仅

出场 2 次，状态恐难保证。 

 

球队赛程 

日期 时间 比赛场地 对阵 比分 

02-11 18:30 蔚山文殊足球竞技场 蔚山现代 FC 东京 1-1 

11-21 21:00 教育城体育场 蔚山现代 上海绿地申花  

11-24 21:00 教育城体育场 珀斯光荣 蔚山现代  

11-27 21:00 教育城体育场 蔚山现代 珀斯光荣  

11-30 18:00 教育城体育场 FC 东京 蔚山现代  

12-03 18:00 贾西姆·本·哈马德球场 上海绿地申花 蔚山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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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蔚山现代亚冠官方大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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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蔚山现代近 5 届亚冠数据统计 

 

 

附件 3：蔚山现代近 5 届亚冠盘路&大小球走势 

 

 

附件 4：蔚山现代本赛季联赛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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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光荣 

Perth Glory FC 

 

 

球队近况 

到达卡塔尔时间：11 月 15 日 

近 30 天比赛场数：0 场（10 月 17 日-11 月 17 日） 

最近一场比赛：8 月 26 日丨澳甲季后赛半决赛 

 

球队巡礼 

联赛表现令人失望，换帅、引援接踵而至 

珀斯光荣上赛季的联赛表现相比之前有着明显的下滑。在 2018-19 赛季，球队不仅赢得

了常规赛冠军，随后更是一路闯进决赛，经过点球大战才输给了悉尼 FC。而在 2019-2020

赛季，珀斯光荣常规赛只取得了第 6 名的成绩，仅以 1 分的优势进入季后赛。首轮 1-0 战胜

惠灵顿凤凰后他们再度面对悉尼 FC，最终门将雷迪的一次低级失误让球队连续 2 个赛季倒

在了同一个对手面前，以 0-2 的比分止步季后赛第二轮。 

取得这样的成绩显然无法让俱乐部和球迷满意，在整个赛季仅仅结束的第三天，曾经带

领珀斯光荣闯进总决赛的主帅波波维奇便和球队分道扬镳。根据相关消息，除了战绩方面原

因之外，波波维奇经常给自己能力平平的 2 个儿子安排过多出场的时间，这种“任人唯亲”

的行为也遭到了一些人的不满。 

两周之后，珀斯光荣宣布了新任主帅的人选，前队长理查德·加西亚正式接手并和球队

签下了 2 年合同。加西亚在 2017 年退役之后一直在珀斯光荣下属的青训机构担任总教练一

职。除了更换主帅之外，珀斯光荣还在 2 个多月的休赛期进行了大量的引援，比较重要的几

笔转会包括引进了澳大利亚国脚前锋纳鲍特、墨尔本城上赛季的主力后卫阿特金森、前荷甲

后卫拉赫曼以及迎来了爱尔兰前国脚，同时也是前澳甲金靴基奥的回归，球队整体实力得到

了不小的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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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冠首秀派出新人，新任主帅意在练兵 

此前一直有消息称，澳大利亚的几支球队由于疫情原因很可能会退出本次亚冠。因为根

据当地的疫情防控政策，参加亚冠的球队在回到澳洲之后将要接受 14 天的隔离，由于新赛

季的联赛将在今年的 12 月 27 日开启，理论上讲如果参赛球队在亚冠上走的够远，将会对下

赛季的联赛备战造成影响，不过近期各队接连公布球员名单和启程日期，澳洲球队参加亚冠

已经是板上钉钉。 

珀斯光荣将会在本周六出发前往多哈当地，到达时间预计和首场比赛对手上海绿地申花

相差无几，这也是他们队史首次参加亚冠比赛。根据球员名单来看，队长卡斯特罗宣布回归，

此前他由于担心疫情问题，复赛后一直没有与球队会和，他将和上面提到的新援拉赫曼、乌

拉圭前锋福尔纳罗利占据 3 个外援名额，而回归的基奥则遗憾落选。 

值得注意的是，那就是主帅加西亚本次选择了 8 名年轻小将入选亚冠大名单，其中有 5

人来自珀斯光荣学院球队。加西亚接受采访时直接表示，“他要让这些缺乏经验的球员充分

展示才华，这是他们应得的，我非常期待看到他们的表现”。由此明显可以看出，珀斯光荣

本次亚冠很大可能是以练兵为目的，这或许对于同组球队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消息。 

 

球队赛程 

日期 时间 比赛场地 对阵 比分 

02-18 18:00 东京体育场 FC 东京 珀斯光荣 1-0 

11-18 18:00 教育城体育场 珀斯光荣 上海绿地申花  

11-24 21:00 教育城体育场 珀斯光荣 蔚山现代  

11-27 18:00 教育城体育场 蔚山现代 珀斯光荣  

11-30 21:00 教育城体育场 上海绿地申花 珀斯光荣  

12-03 18:00 教育城体育场 珀斯光荣 FC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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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珀斯光荣亚冠官方大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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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珀斯光荣本赛季联赛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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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亚冠东亚区 G 组 

球队组成 

球队 国家 联赛排名 

广州恒大淘宝 中国 中超第 2 

神户胜利船 日本 J 联赛第 11 

柔佛新山 马来西亚 马来超第 1 

水原三星 韩国 K 联赛第 11 

 

目前积分榜（柔佛新山退赛后）： 

球队 胜 平 负 进球 失球 净胜球 积分 

神户胜利船 1 0 0 1 0 1 3 

广州恒大淘宝 0 0 0 0 0 0 0 

水原三星 1 0 1 0 1 -1 0 

柔佛新山 — — — — — — — 

 

小组形势分析 

由于马来西亚政府的疫情防控规定，柔佛新山被迫退出本次亚冠赛事。根据亚足联规定，

柔佛新山前两轮小组赛成绩作废，其余三队后续比赛按原赛程进行。这样 G 组仅剩中日韩

三支球队竞争两个出线名额。 

 

广州恒大刚刚痛失中超冠军，亚冠冠军成为势在必得的荣誉。坐拥“四外援+三归化”

的豪华主力阵容、一流的教练团队和后勤保证，从硬实力上看，恒大远远领先同组对手，出

线应该不难。不过根据最新消息，保利尼奥因伤缺席本次亚冠比赛，虽然有高拉特补位，但

二人战术风格的不同，失去保利尼奥在防守端的作用，恒大后防面临考验。 

 

神户胜利船近年也走上了金元足球的道路，接连签下大牌球星，不过由于阵容老化严重，

攻防配置严重失衡，联赛一直居于中下游。但凭借恐怖的进攻能力，仍有希望赢得出线名额。 

 

水原三星本赛季在联赛常规赛中排名倒数第二，保级赛中凭借外援塔加特的出色发挥保

级成功。球队目前得分点匮乏，塔加特状态起伏不定，老将廉基勋力不从心，实力下滑明显。

虽然柔佛新山的退赛让水原三星重获晋级机会，但与两名对手相比，实力上有着不小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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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恒大淘宝 

Guangzhou Evergrande Taobao Football Club 

 

 

球队近况 

到达卡塔尔时间：11 月 18 日  

近 30 天进行比赛场次：6 场（10 月 15 日~11 月 15 日） 

最近一场比赛：11 月 12 日丨中超争冠决赛次回合 

 

球队巡礼 

主力阵容豪华，小将锋芒毕露 

作为中国足球归化之路的践行者，本赛季广州恒大阵容迎来重大变动：包括冯潇霆、曾

诚、郜林和于汉超在内的多名球队主力离队，同时引入了归化球员费南多和洛国富。保留的

本土球员郑智、黄博文、张琳芃和李学鹏等人，搭档强力外援保利尼奥、塔利斯卡和多名外

援级归化球员，阵容的豪华程度达到近年之最，总身价甚至超过同组对手之和。 

联赛上半段，主帅卡纳瓦罗果断启用年轻球员，以韦世豪为首的“小将们”迎来爆发，

在帮助球队顺利拿到小组头名的同时，缓解了高龄主力的体能压力。 

 

痛失中超冠军，亚冠不容有失 

输掉了与江苏苏宁的强强对决后，复赛时许老板的”双冠王”任务就只剩下亚冠这一项赛

事。如果不能夺冠，无论是卡纳瓦罗的帅位，还是队内几位高龄主力的未来都岌岌可危，所

以此次出征卡塔尔，球队必将拼尽全力。 

不过根据赛前消息，球队核心保利尼奥和老将郑智因伤缺席本次亚冠赛事，广州恒大临

时将外租的高拉特递补进大名单中。从名单来看，广州恒大启用了“四外援+三归化”的配

置（四外援:蒋光太、高拉特、塔利斯卡、朴志洙；三归化：艾克森、洛国富、费南多），

张琳芃、韦世豪等球队主力悉数出战。不过球队依然面临两项隐患： 

一是自李学鹏受伤后，广州恒大在左后卫位置上先后尝试过高准翼、朴志洙、张琳芃等

人，但效果都不理想。这项短板直接导致了上赛季亚冠半决赛中，恒大被浦和红钻从左路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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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后防，止步四强。虽然本赛季小将吴少聪出任左后卫的表现尚佳，但缺少大赛经验的他，

能否适应亚冠赛场还未可知。 

二是基于疫情防控的要求，今年中超第一、第二阶段均采取了集中封闭管理，球员与外

界和家人的接触较少。而此次亚冠赛事安排依然是集中封闭的，在这种特殊环境下，球员的

焦躁情绪会被放大，平缓心态也成为了恒大不能忽视的问题。 

不过根据亚足联公布的防疫措施，有几项利好消息： 

①抵达卡塔尔的参赛人员不需要进行隔离，只需提供 48 小时内的核酸检测证明。行程紧凑

的广州恒大有了更多的备战时间。 

②扩大报名人数，允许 35 人报名，赛前 7 天可更换 8 人，赛前 6 小时以伤病为由仍可更换。

③球场使用世界杯空调体育场，球员能够更快适应当地气温。 

 

柔佛新山退赛，出线形势有利有弊 

由于马来西亚政府的防疫规定，柔佛新山退出本次亚冠赛事，这对恒大的出线形势产生了不

小的影响。有利点在于柔佛新山的赛程取消，恒大第一场比赛从 19 号变更到 22 号，亚足联

特批了恒大的延期抵达申请，他们将于 11 月 18 日抵达多哈，球队有了更多的备战时间。不

过取消的赛程中，涉及到年初水原三星 1:2 负于柔佛新山的比赛，这让水原三星重新获得了

出线的机会。作为韩 K 联老牌劲旅，虽然近两年联赛成绩不佳，但由于本赛季韩 K 已经结束

半月有余，水原三星的队员有充足的备战时间，中日韩三队厮杀将会更加激烈。 

 

球队赛程 

日期 时间 比赛场地 对阵 比分 

11-19 21:00 哈利法国际体育场 柔佛新山 广州恒大淘宝 — 

11-22 18:00 哈利法国际体育场 水原三星 广州恒大淘宝  

11-25 18:00 哈利法国际体育场 广州恒大淘宝 神户胜利船  

11-28 18:00 沃克拉体育场 神户胜利船 广州恒大淘宝  

12-01 18:00 哈利法国际体育场 广州恒大淘宝 水原三星  

12-04 21:00 沃克拉体育场 广州恒大淘宝 柔佛新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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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广州恒大淘宝亚冠官方大名单 

 

 

附件 2：广州恒大淘宝近 5 届亚冠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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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广州恒大淘宝近 5 届亚冠盘路&大小球走势 

 

 

附件 4：广州恒大淘宝本赛季联赛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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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户胜利船 

Vissel Kobe 

 

 

球队近况 

到达卡塔尔时间：11 月 21 日 

近 30 天比赛场次：8 场（10 月 18 日~11 月 18 日） 

最近一场比赛：11 月 18 日丨日职联第 31 轮 

 

球队巡礼 

挥金如土却难创佳绩，队史首冠获亚冠资格 

自 2017 年开始，神户胜利船开启了自己的金元时代，波多尔斯基、伊涅斯塔、比利亚

和维尔马伦等一众知名球星相继加盟。外援们虽然名声赫赫，但由于年龄的原因都处于生涯

末期，体能和技术大不如前，因此神户连续两个赛季位居联赛中游。 

经历连续换帅后，上赛季神户最终邀请到前汉堡主帅芬克担任球队主教练。芬克的到来

一定程度上梳理了球队的战术体系，豪华的中前场配置逐渐显示出威力：赛季 61 粒进球仅

次于联赛冠军横滨水手。 

然而头重脚轻的阵容配置带来的是防守端糟糕的表现，59 粒失球位居联赛倒数第三。

不过在天皇杯的比赛中，神户凭借摧枯拉朽的进攻火力闯入决赛，凭借前锋藤本宪明的两粒

进球，2:0 战胜鹿岛鹿角获得冠军，并拿到了本赛季亚冠的参赛资格，同时这也是神户队史

首个冠军。 

 

本赛季中途换帅，攻强守弱问题依旧 

上赛季结束后，队内头号射手比利亚宣布退役，神户从清水心跳引进了前锋道格拉斯弥

补空位，而外援后卫奥马里的离队让球队防线雪上加霜。本赛季中期一度连续 8 轮不胜，导

致功勋主帅芬克下课，不过三浦淳宏上任后，并没有给球队带来改善。截止到联赛第 32 轮，

神户进攻端打入 50 粒进球排名第 3，但防守端 57 粒失球排在联赛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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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冠开赛在即，头号射手伤愈状态不佳 

与上赛季多点开花不同，本赛季只有前锋古桥亨悟进球上双，以 12 粒进球位居联赛射

手榜第 5。不过在 10 月 28 日进行的第 30 轮比赛中，古桥亨悟在一次争抢中右膝受伤，最

近几轮联赛均因伤缺席，虽然在 15 号的比赛中出场，但状态不佳，球队也 0:2 输给了湘南

北马，遭遇四连败。 

其余几名锋线球员本赛季实力下滑明显：在天皇杯发挥出色的田中顺也（4 球，射手榜

第二），在本赛季初因左内收肌伤势缺阵近 6 周的时间，伤愈后一直没能找回状态，19 场

出战仅收获 2 粒进球；年初亚冠小组赛 5:1 战胜柔佛新山的比赛中，上演帽子戏法的小川庆

治朗本赛季状态也断崖式下跌，出场 24 次仅打入 1 粒进球。 

神户胜利船存在的另一个潜在隐患是阵容老化，球队核心道格拉斯、田中顺也、伊涅斯塔、

山口盈等人均已超过 30 岁，其余主力也都接近 30 岁，面对 3 天 1 赛的赛程，这些老将的体

力将遭受严峻考验。 

 

球队赛程 

日期 时间 比赛场地 对阵 比分 

02-12 18:00 御崎公园球技场 神户胜利船 柔佛新山 — 

02-19 18:00 水原世界杯体育场 水原三星 神户胜利船 0 : 1 

11-25 18:00 哈利法国际体育场 广州恒大淘宝 神户胜利船  

11-28 18:00 沃克拉体育场 神户胜利船 广州恒大淘宝  

12-01 21:00 哈利法国际体育场 柔佛新山 神户胜利船 — 

12-04 21:00 哈利法国际体育场 神户胜利船 水原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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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神户胜利船亚冠大名单预测（官方大名单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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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神户胜利船本赛季联赛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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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原三星 

Suwon Bluewings 

 

 

球队近况 

到达卡塔尔时间：11 月 17 日 

近 30 天比赛场次：2 场（10 月 22 日~11 月 22 日） 

最近一场比赛：10 月 31 日丨降级赛第 5 轮 

 

球队巡礼 

财政危机：昔日韩 K 豪门深陷保级区 

本赛季 22 轮常规赛结束后，水原三星仅积 21 分，排在联赛倒数第二位，进入保级组。

可在两个赛季前，水原三星还闯入亚冠半决赛，1 球惜败给最后的冠军鹿岛鹿角。如此快的

衰落主要源于母公司“三星电子”的财政政策。前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不愿再大量投资体育

项目，将水原三星的归属权划分给了三星集团旗下的广告子公司“第一企划”。 

资金缩水的水原三星，近几个赛季都要依靠出售主力来维系球队运转。上赛季球队保级

的绝对功臣塔加特和廉基勋，今年依然成为了中流砥柱。五轮保级赛，塔加特打入了球队 7

粒总进球中的 4 粒，更是在首轮上演帽子戏法帮助球队拿下关键 3 分。水原三星最终以 3

胜 1 平 1 负的成绩，成功保级。 

 

频繁换帅：阵容强度不足，战术难以实施 

水原三星前任主教练李林生深受希丁克的影响，一直推行三中卫体系。虽然上赛季率领

球队获得足协杯冠军，但这不足以掩盖球队的问题。由于赛程的特殊性，水原三星的夺冠之

路几乎没有遇到强敌，除了首回合淘汰浦项制铁以外，其余对手分别是 K2 联赛的光州 FC、

第三级别的庆州水利和第四级别的华城 FC，而决赛对手是 K3 联赛的大田地铁，这几支队伍

都很难对水原三星造成威胁。 

而放眼联赛和亚冠赛场，就能看到三中卫体系在水原三星这支队伍上的违和感。虽然

02 年世界杯上，希丁克凭借三中卫体系创造了奇迹，但 343 的阵型对两名边翼卫要求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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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正是水原三星欠缺的。在年初输掉的两场亚冠比赛中，左路的洪喆和右路的明俊在都有

相同的问题：攻强守弱。尤其在与柔佛新山的比赛中，洪喆防守的一侧被彻底打穿，得益于

中卫外援亨利的稳定发挥，才没有酿成惨案。 

本赛季初期，阵容几乎没有调整的水原三星在联赛中持续低迷，最终主帅李林生引咎辞

职。临时接管球队的助理教练朱承进同样没有成熟的思路，在其带队期间，水原三星加速跌

入降级区。在常规赛仅剩三轮的情况下，球队紧急官宣了新任主教练，水原三星传奇功勋-

朴建夏。朴建夏虽然没能给球队带来战术层面的大幅改观，但在精神层面的领导上，让球队

重新燃起斗志，最终带领球队保级成功。 

 

缺乏进攻火力，塔加特独木难支 

上赛季的保级功臣、联赛金靴获得者塔加特，本赛季的状态起伏不定，进球数也从 20

球下降至 9 球。如果去掉保级阶段的 4 粒进球，这位球队头号射手在前 22 轮比赛中仅打入

5 球。 

而另一名主力廉基勋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对抗水平急速下滑，只要安排两名球员对其

进行包夹，就能有效的切断他与塔加特之间的连线。 

不过水原三星在赛季后半段也有不错的调整。欠缺防守的洪喆加盟蔚山现代，明俊在也

逐渐淡出主力阵容。取而代之的金泰焕和金敃友发挥出色，如果塔加特能够延续保级赛的状

态，水原三星在亚冠中还是会对同组球队造成不小的威胁。 

 

球队赛程 

日期 时间 比赛场地 对阵 比分 

02-19 18:00 水原世界杯体育场 水原三星 神户胜利船 0 : 1 

03-03 20:45 苏丹依布拉欣体育场 柔佛新山 水原三星 — 

11-22 18:00 哈利法国际体育场 水原三星 广州恒大淘宝  

11-25 21:00 哈利法国际体育场 水原三星 柔佛新山 — 

12-01 18:00 哈利法国际体育场 广州恒大淘宝 水原三星  

12-04 21:00 哈利法国际体育场 神户胜利船 水原三星  



 

51 

 版权所属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www.jihai8.com 

附件 1：水原三星亚冠大名单预测（官方大名单未公布） 

 
 

附件 2：水原三星近 5 届亚冠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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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水原三星近 5 届亚冠盘路&大小球走势 

 

 

附件 4：水原三星本赛季联赛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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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亚冠东亚区 H 组 

球队组成 

球队 国家 联赛排名 

上海上港 中国 中超第 4 名 

全北现代 韩国 K 联赛冠军 

悉尼 FC 澳大利亚 2019-2020 赛季澳甲冠军 

横滨水手 日本 J 联赛第 7 名 

 

目前积分榜 

球队 胜 平 负 进球 失球 净胜球 积分 

横滨水手 2 0 0 6 1 5 6 

全北现代 0 1 1 3 4 -1 1 

悉尼 FC 0 1 1 2 6 -4 1 

上海上港 0 0 0 0 0 0 0 

 

小组形势分析 

H 组除了上海上港以外，其余 3 支球队均已进行了 2 场比赛，目前横滨水手 2 战 2 胜位

列小组第 1 位，全北现代和悉尼 FC 分列 2、3 位。 

 

国内赛事方面，本赛季的日职联仍在进行中，作为卫冕冠军横滨水手相比上赛季有着不

小的下滑，目前排在积分榜第 7 位。而另外三队国内联赛任务均已结束，全北现代成为首支

K 联赛四连冠的球队，同时还在随后的韩足协杯中夺冠，荣膺国内双冠王。悉尼 FC 则是上

赛季的澳甲联赛冠军，由于新赛季尚未开赛，他们在长达 2 个月的休赛期只进行了一场和澳

洲 U23 队的友谊赛，最终以 3-0 的比分战胜了对手。上海上港本赛季最终获得了中超第 4

名，创下了近 6 个赛季的联赛最差排名，目前国内还有足协杯的赛事要打。 

 

本小组堪称本届亚冠东亚赛区的死亡之组，每支球队都有在各自联赛争冠的实力。横滨

水手虽然联赛状态下滑，但是在亚冠排名上处于领先，他们的进攻能力不容小视。全北现代

虽然此前亚冠表现不佳，但是经过一个赛季的磨合，双冠加身的全北已经不是赛季之初的那

支球队，甚至是本组综合实力最强的队伍。悉尼 FC 最不利的方面是已经 2 个多月没有进行

正式比赛，竞技状态存在疑问。上海上港则是迎来今年的亚冠首秀，足协杯、亚冠双线作战

势必会对他们的精力分配造成一定影响，前两场比赛的表现对于他们后面走势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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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港 

Shanghai SIPG 

 

 

球队近况 

到达卡塔尔时间：11 月 15 日 

近 30 天比赛场数：6 场（10 月 18 日-11 月 18 日） 

最近一场比赛：11 月 11 日丨中超 3、4 名决赛次回合 

 

球队巡礼 

联赛争冠热门后期乏力，创近六赛季最差排名 

自从在上港集团全面接手之后，这支前身为上海东亚的足球俱乐部已经逐渐成长为广州

恒大中超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经过了几年的积累之后，他们终于在 2018 年收获了队史同

时也是上海足球史上的首个中超冠军。不过本赛季上港显然看不到 2 年前那支冠军球队的影

子，本赛季最后一场联赛中，球队 1-1 战平北京中赫国安，以两回合 2-3 的比分输给对手，

最终的赛季排名定格在了第 4 位，创造了球队近 6 个赛季的中超最差排名。 

 

核心外援状态起伏，锋无力问题急需解决 

今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本赛季的中超联赛临时改为了赛会制的比赛形式。上海上港

在第一阶段的小组赛中还是发挥出了冠军球队的水准，以 10 胜 2 平 2 负的战绩勇夺苏州赛

区头名，不过进入第二阶段的淘汰赛后，上海上港却陷入了低迷。在他们参加的 6 场淘汰赛

中，没有一场比赛是在 90 分钟常规时间内结束战斗，当然这期间也有奥斯卡、颜骏凌、杨

世元等重要球员伤停缺阵的原因，不过球队锋无力的问题也遭到暴露。 

上港近些年崛起离不开外援的出色发挥，其中以奥斯卡和胡尔克的作用最为关键。不过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状态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奥斯卡虽然水准依旧，以 8 次助攻当选

联赛助攻王，但是伤病也让他缺席了多场关键比赛；本赛季胡尔克的场均出场时间已经由上

赛季的 84 分钟下降到 80 分钟，各项数据相比之前也有了一定下滑。以前的“绿巨人”可以

用身体连抗数人完成得分，而本赛季他却经常出现脚下丢球的情况。另外一名被上港球迷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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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厚望的外援前锋阿瑙托维奇虽然偶有高光表现，但是这位奥地利国脚在淘汰赛阶段颗粒无

收，这也是直接导致球队进攻乏力的一大原因。 

 

奥地利锋霸未能入选，小组对手整体强势 

最新公布的消息显示，上海上港已经在卡塔尔当地时间 11 月 15 日早上抵达多哈，他们

将有 4 天左右的时间来适应气候和场地。由于本届亚冠在防疫规则上和中超联赛有些类似，

甚至某些方面还没有国内严格，这或许对于几支中国球队是一个优势。 

球员方面，上港已经公布了参加亚冠的大名单，其中外援方面胡尔克、奥斯卡、洛佩斯

占据了 3 个外援名额，本赛季表现不俗的澳大利亚中场穆伊则是以亚外的身份出战；而另一

名外援前锋阿瑙托维奇则是因为前往奥地利国家队报道，没有出现在名单之中，近期也频频

传出他将离队的传闻；此外，刚刚完成手术的上港主力门将颜骏凌也入选了大名单，不过目

前他还无法出场，预计将继续由 U23 门将陈威把守球门。值得注意的是，在亚足联最近发

起的本赛季亚冠东亚区 6 大最值得期待新星名单里，陈威也占据了一个名额。 

 

上海上港已经无法通过联赛的方式获得下赛季亚冠的参赛资格，如今他们只能通过足协

杯冠军或者今年的亚冠冠军（亚足联规定亚冠冠军可以继续参加下赛季亚冠，但是需要从资

格赛打起）才能确保出现在下赛季的亚冠赛场，而足协杯的赛程在很大部分上和亚冠重合，

即将双线作战的他们势必要合理分配精力，是把重心放在亚冠上，还是考虑足协杯的比赛。 

不过从上港的亚冠名单来看，他们已经做出了选择。本小组其他几支球队的实力都很强

势，全北现代、悉尼 FC 都是各自联赛的冠军球队，横滨水手也有着日职联第二的进攻能力；

而上港是本小组中唯一没有进行比赛的球队，或许这几天除了常规训练以外研究对手的比赛

录像也是他们的重要功课。 

 

球队赛程 

 

日期 时间 比赛场地 对阵 比分 

11-19 18:00 哈利法国际体育场 悉尼 FC 上海上港  

11-22 21:00 哈利法国际体育场 全北现代 上海上港  

11-25 21:00 沃克拉体育场 上海上港 横滨水手  

11-28 21:00 沃克拉体育场 横滨水手 上海上港  

12-01 21:00 沃克拉体育场 上海上港 悉尼 FC  

12-04 18:00 哈利法国际体育场 上海上港 全北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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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上海上港亚冠官方大名单 

 

 

附件 2：上海上港历届亚冠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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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上海上港历届亚冠盘路&大小球走势 

 

 

附件 4：上海上港本赛季联赛数据汇总 

 

 

 



 

58 

 版权所属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www.jihai8.com 

横滨水手 

Yokohama F.Marinos 

 

 

球队近况 

到达卡塔尔时间：预计 11 月 20 日 

近 30 天比赛场数：6 场（10 月 24 日-11 月 24 日） 

最近一场比赛：11 月 18 日丨日职联第 30 轮 

 

球队巡礼 

卫冕冠军风采不在，攻守两端严重失衡 

横滨水手是上赛季日职联的冠军球队，但是本赛季的表现却没有发挥出卫冕冠军应有的

水准，30 轮战罢取得 13 胜 5 平 12 负，暂时位列联赛积分榜第 7 位。与上赛季相比，横滨

本赛季的攻守两端出现了严重的失衡问题，争夺下赛季的亚冠名额将是他们联赛最重要的目

标。 

可以说横滨水手的进攻能力有多强，他们的防守端就有多糟糕。横滨赛季至今已经打进

了 67 粒进球，仅次于排在榜首的川崎前锋，位居联赛第二。由埃里克、儒尼奥尔、桑托斯

组成的 3 外援攻击线堪称联赛最强进攻组合之一，3 人本赛季的进球均达到两位数，埃里克

更是排在射手榜第 3 名。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他们的防守，53 粒失球虽然不是最多，但是在排名前 10 的

球队中则是“遥遥领先”，超过失球数排在第二的球队达 14 球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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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战术暴露弱点，主力阵容基本不变 

这种情况或许与主帅波斯特科格鲁激进的战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以往的比赛中，横滨

水手经常出现全队过半场的情况，高效的进攻使得整支球队颇有某些欧洲豪门的风采，不过

很多对手也开始愈发熟悉他们的套路，过度将精力投入到进攻之中使得横滨的防守弱点在本

赛季充分暴露。 

赛季初期，横滨水手为了应对多线作战，几乎留住了大部分主力，离队的球员几乎清一

色的是一些年轻球员，其中很多都是以租借的形式“外出练级”，只有广濑陆斗算得上是重

要球员。 

引援方面，横滨则是将重点放在了提升阵容厚度上，在攻守两端均有针对性进行了补强，

包括引进了德岛主力门将梶川裕嗣、大分三神主力前锋奥纳伊乌-阿道等多名实力不俗的球

员。虽然在赛季中期横滨也有包括外援前锋埃德加、主力门将朴一圭等球员离队，不过整体

而言实力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抵达日期晚于对手，急需适应亚冠节奏 

虽然联赛表现低于预期，但是横滨水手在亚冠赛场可谓占据了先机。他们在今年 2 月率

先进行的 2 场比赛中分别以 2-1、4-0 的比分战胜全北现代和悉尼 FC，目前高居小组第一位。

在 4-0 战胜悉尼 FC 比赛中，本赛季加盟的前锋奥纳伊乌-阿道和球队核心、前 J 联赛 mvp 得

主仲川辉人表现十分亮眼，双双上演梅开二度，成为横滨大胜的最大功臣，目前 2 人仍在队

中。此外，虽然主力中场远藤溪太已经前往德国联赛效力，而前面提到的埃里克和桑托斯都

还没有参加这 2 场亚冠比赛，所以仅就进攻端而言，横滨水手依旧拥有十足的竞争力。 

从备战角度来看，横滨水手必须要踢完 18 日的联赛之后才能前往卡塔尔，保守估计他

们预计将有 4-5 天左右的备战时间。横滨的首场亚冠小组赛将在 11 月 25 日进行，此时同组

的部分对手已经率先进行了比赛，对于亚冠的整体节奏和比赛场地也已经有了初步的适应。

即便是体能方面横滨也没有明显的优势，因为此前他们一直保持着 3 天 1 赛的频次，不过 5

分的领先优势或许能使球队备战心态会相对轻松一些。 

 

球队赛程 

日期 时间 比赛场地 对阵 比分 

02-12 18:00 全州世界杯竞技场 全北现代 横滨水手 1-2 

02-19 18:30 日产体育场 横滨水手 悉尼 FC 4-0 

11-25 21:00 沃克拉体育场 上海上港 横滨水手  

11-28 21:00 沃克拉体育场 横滨水手 上海上港  

12-01 18:00 沃克拉体育场 横滨水手 全北现代  

12-04 18:00 沃克拉体育场 悉尼 FC 横滨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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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横滨水手亚冠大名单预测（官方大名单未公布） 

 

附件 2：横滨水手历届亚冠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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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横滨水手历届亚冠盘路&大小球走势 

 

 
 

附件 4：横滨水手本赛季联赛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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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北现代 

Jeonbuk Motors 

 

 

球队近况 

到达卡塔尔时间：11 月 15 日 

近 30 天进行比赛场数：4 场（10 月 22 日-11 月 22 日） 

最近一场比赛：11 月 8 日丨韩足协杯决赛次回合 

 

球队巡礼 

国内勇夺双冠王，高效引援成关键 

2020 赛季的韩 K 联赛在 11 月 1 日落下帷幕，全北现代凭借 19 胜 3 平 5 负进 46 球失

21 球的傲人战绩成功卫冕，成为韩国足球历史上首支联赛 4 连冠的球队。而在 11 月 8 日进

行的足协杯决赛中，全北现代乘胜追击，次回合以 2-1 的比分逆转蔚山现代，以总比分 3-2

再次摘得桂冠，拿下队史首个双冠王，堪称本赛季韩国足球界毫无争议的王者。不过回过头

来看，全北本赛季的走势却并不是一帆风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扮演追赶者的角色。 

 

最大竞争对手蔚山现代直到争冠赛倒数第 3 轮还一直占据着榜首位置；不过在次轮的直

接对话中，全北现代客场以 0-1 战胜蔚山，成功赢下这场“天王山之战”，这场也可以说是

球队本赛季目前最为关键的一场比赛。 

本赛季开始前，前锋金信煜、里卡多-佩雷拉、中场林善永等主力纷纷离队，全北现代

在很多位置都进行了补强，其中比较重要的引援包括引进了 K2 联赛安养队前锋曹圭成、巴

西中场恩里克、续约老将李同国在内的多名球员以及在赛季中期引进了前英超前锋巴罗。事

实证明，全北现代国内赛事全面飘红离不开他们的出色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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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球员表现亮眼，主帅爆出离队传闻 

除了转会市场的高效引援以外，队中其他几名核心球员发挥也尤其亮眼。全北几乎拥有

着 K 联赛中最为出色的韩国本土中后场球员。中场核心孙准浩各项赛事共出场 29 次且全部

首发，贡献了 3 球 6 助攻的数据，不仅进入了赛季最佳阵容，最终也当选了本赛季 K 联赛的

最有价值球员；而本赛季正式买断的前江苏苏宁后卫洪正好、中场韩教元也均在最佳阵容之

列。 

当下的人员变动方面，由于国内各项赛事刚刚结束不久，全北队内近期没有传出重大的

球员转会，而传奇老将李同国则是早已宣布了自己赛季结束退役的消息。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有多家媒体爆出主帅莫赖斯将不会与全北续约，而已经获得职

业教练证书的助教金相直将会接手球队。据悉目前包括中国、葡萄牙、中东在内有多支俱乐

部有意这位 3 夺 K 联赛冠军的教练，不过目前这一消息尚未得到官方的证实。 

 

亚冠首秀出师不利，双冠王已今非昔比 

全北现代本赛季亚冠的前 2 场比赛可以用出师不利来形容。在今年 2 月的首场比赛中，

球队主场以 1-2 的比分输给日本球队横滨水手，而在 3 月进行的小组赛第二场比赛中则是客

场以 2-2 的比分战平了澳洲球队悉尼 FC。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全北现代并不是唯一一支开

局不利的韩国球队，当时出战的水原三星、蔚山现代均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 

仔细分析这其中除了对手的原因以外，同样和当时韩国球队所处的时期有关。当时韩国

国内联赛已经结束数月，而其他很多国家的联赛大多正在进行之中，这就导致了一些韩国球

队在竞技状态上明显不如对手。此外，当时包括全北在内的韩国球队大多出现了人员变动，

主力阵容尚处于磨合阶段，这同样是他们集体沦陷的重要原因。 

而从亚冠备战方面来看，全北现代已经于 11 月 15 日前往多哈，预计在当日便可抵达。

经过了一个赛季的磨合，双冠王的成绩已经证明他们和赛季初相比已经是一支完全不同的球

队。全北在 11 月 8 日赢得了足协杯冠军，距离下一场亚冠比赛有着 2 周的准备时间，球队

无论在竞状态、士气、体能储备方面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兼顾，他们已经赢下了双冠王，距离

三冠王只剩下一座亚冠奖杯，毫无疑问会给球员带来巨大的动力，而小组赛前 2 场的不佳战

绩也让他们必须在后面的比赛中他们尽量全部取胜，才能更加平稳的接近赛季目标。 

 

球队赛程 

日期 时间 比赛场地 对阵 比分 

02-12 18:00 全州世界杯竞技场 全北现代 横滨水手 1-2 

03-04 16:30 朱比利体育场 悉尼 FC 全北现代 2-2 

11-22 21:00 哈利法国际体育场 全北现代 上海上港  

11-25 18:00 沃克拉体育场 全北现代 悉尼 FC  

12-01 18:00 沃克拉体育场 横滨水手 全北现代  

12-04 18:00 哈利法国际体育场 上海上港 全北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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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全北现代亚冠大名单预测（官方大名单未公布） 

 
 

附件 2：全北现代近 5 届亚冠数据统计 

 

 



 

65 

 版权所属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www.jihai8.com 

附件 3：全北现代近 5 届亚冠盘路&大小球走势 

 

 

附件 4：全北现代本赛季联赛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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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 FC 

Sydney FC 

 

 

球队近况 

到达卡塔尔时间：11 月 15 日 

近 30 天比赛场数：1 场（10 月 19 日-11 月 19 日） 

最近一场比赛：11 月 12 日丨国际友谊赛 

 

球队巡礼 

澳甲联赛成功卫冕，夺冠次数创纪录 

2019-2020 赛季的澳甲联赛在今年 8 月 30 日迎来大结局，悉尼 FC 最终经过加时以 1-0

的比分艰难战胜墨尔本城，不仅是联赛历史上第二支成功卫冕的球队（布里斯班狮吼是首

支），同时在夺冠次数上也超越了墨尔本胜利，成为了获得澳甲冠军最多的球队。 

和本届亚冠同组对手全北现代最后时刻夺冠不同，作为澳甲老牌强队的悉尼 FC 在联赛

第 24 轮就已经确立了 9 分的领先优势，几乎无悬念的拿到常规赛阶段冠军；而进入季后赛

之后，球队先是半决赛 2-0 拿下珀斯光荣，随后的决赛虽然赢得并不顺利，但结果证明这无

疑是属于他们的一个赛季。 

 

休赛期头号射手离队，亚冠恐与新赛季冲突 

在长达 2 个多月的休赛期中，悉尼 FC 更多的是养精蓄锐，其中只在 11 月 13 日和澳大

利亚 U23 队进行了一场较为正式友谊赛，而这几乎是他们在这期间所面对的最强对手。人

员方面，头号射手勒方德雷于 10 月 19 日租借加盟印度孟买城队，该前锋上个赛季贡献了

21 粒进球，位列联赛射手榜次席，他的离队对于球队进攻端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而在

引援方面，目前悉尼 FC 还没有实力不俗的球员加盟。 

由于联赛早早结束，而新赛季的澳甲联赛将在今年的 12 月 27 日开赛，这给了所有澳洲

球队充足的备战时间。不过此前有媒体表示，因为国内疫情政策的原因，澳大利亚球队很可

能不会继续参加余下的亚冠比赛。根据澳大利亚现行的防疫规定，参加亚冠的几支球队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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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后要接受长达 14 天的隔离，并且无法进行合练。如果有些球队最终打进决赛（12 月 19

日），这就意味着他们将错过一周之后的新赛季联赛，即时没有进入决赛，2 周的隔离时间

也会给球队新赛季的备战造成影响。 

 

多名主力缺席，球队竞技状态存疑 

不过随着本周悉尼 FC 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参加亚冠的 23 人大名单，这也意味着澳大利

亚球队依然会如期参加亚冠，根据最新消息，他们已经在 15 日抵达了多哈当地。从公布的

大名单来看有 4 处变动较大。 

一是前面提到的已经离队的第一射手勒方德雷；二是主力门将瑞德迈恩因为妻子怀孕没

有前往卡塔尔，他在今年当选了澳甲赛季最佳门将；三是中场核心塞尔维亚球员宁科维奇也

出现在了名单之中，他此前由于外援名额的原因没有参加年初的比赛，而勒方德雷的离队恰

好为他留出了空缺。此外，就在悉尼 FC 准备启程的前 1 天，队中主力中卫麦克格文由于确

诊新冠临时退出本届亚冠，该球员在上赛季共出战 20 次，而且全部首发，是悉尼后防的核

心球员。 

从小组形势来看，悉尼 FC 目前 1 平 1 负排在小组第 3 位，他们分别战平了全北现代和

输给了横滨水手。虽然悉尼 FC 在体能储备上非常充足，但是在长期没有参加正式比赛情况

下竞技状态也值得怀疑。11 月 18 日，悉尼 FC 的亚冠复出首秀将面对中国球队上海上港，

双方在上赛季亚冠曾经有过 2 次交锋，两场比赛全部战平且均打出大球赛果，而如果本场比

赛未能战胜对手，他们的出线形势将会变得很不乐观。 

 

球队赛程 

日期 时间 比赛场地 对阵 比分 

02-19 18:30 日产体育场 横滨水手 悉尼 FC 4-0 

03-04 16:30 朱比利体育场 悉尼 FC 全北现代 2-2 

11-18 18:00 哈利法国际体育场 悉尼 FC 上海上港  

11-25 18:00 沃克拉体育场 全北现代 悉尼 FC  

12-01 21:00 沃克拉体育场 上海上港 悉尼 FC  

12-04 18:00 沃克拉体育场 悉尼 FC 横滨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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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悉尼 FC 亚冠官方大名单 

 

 

附件 2：悉尼 FC 近 5 届亚冠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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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悉尼 FC 历届亚冠盘路&大小球走势 

 

 

附件 4：悉尼 FC 本赛季联赛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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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嗨比分未来赛事前瞻规划 

 

随着疫情趋势逐渐好转，全球体育赛事已陆续恢复正常节奏。即嗨比分将在全球各项赛

事开赛前推出详细前瞻文章，您可以关注即嗨比分自媒体渠道或官方客服渠道，第一时间获

取各项赛事详细资料。 

具体计划如下： 

 

2020 年 12 月 NBA 赛事前瞻 

2020 年 2 月 亚冠赛事前瞻 

2021 年 3 月 J 联赛赛事前瞻 

2021 年 6 月 欧洲杯赛事前瞻 

2020 年 12 月 澳超赛事前瞻 

2021 年 3 月 中超赛事前瞻 

2021 年 3 月 K 联赛赛事前瞻 

2021 年 7 月 奥运会足球赛事前瞻

 

即嗨比分 APP 及电脑版 

1. 各大应用商店 

2. 官方下载地址： https://h5.jihai8.cn/page/share?down=1 

3. 电脑版地址：www.jihai8.com 

 

即嗨比分客服 

1. 即嗨比分微信客服 1：jihaibifen 

2. 即嗨比分微信客服 2：jihai800 

 

即嗨比分自媒体 

1. 微信公众号：即嗨 

2. 微信服务号：jihaiFW 

3. 微博：即嗨比分 

4. 今日头条：即嗨体育 

http://www.jihai8.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