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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赛季 K1 联赛规则 

 

1. 2021 赛季 K1 赛制 

2021 赛季 K1 联赛由 12 支球队组成，联赛分为常规赛、季后赛两部分，采用主客场制，有

观众入场。 

① 常规赛阶段 12 支球队进行三循环共 33 轮比赛，33 轮比赛后前六名进入争冠组，后六名

进入保级组； 

② 季后赛争冠组、保级组内分别进行单循环 5 轮比赛，对阵双方常规赛主场少的球队在季

后赛拥有主场优势。 

 

2. 2021 赛季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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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联赛排名规则 

3.1 排名规则 

① 积分多的球队排名靠前； 

② 积分相同时，进球数多的球队排名靠前； 

③ 进球数相同时，净胜球多的球队排名靠前； 

④ 净胜球相同时，胜场数多的球队排名靠前； 

⑤ 胜场数相同时，相互比赛胜者靠前； 

⑥ 以上皆相同时，根据罚分排名（罚分是指比赛过程中被出示黄牌、红牌或被赏罚委员会

处罚的情况对应的数值）。 

 

3.2 赛季最终排名规则 

① 争冠组、保级组比赛全部完成后，以常规赛积分+季后赛积分做为最终积分进行排名； 

② 争冠组内根据最终积分确认赛季 1~6 名，保级组根据最终积分确认赛季 7~12 名； 

③ 计算最终积分时，即使保级组球队最终积分高于争冠组球队最终积分，争冠组球队最终

排名仍高于保级组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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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亚冠资格 

① 联赛第 1 名直接晋级 2022 亚冠小组赛； 

② 联赛第 2 名晋级 2022 亚冠资格赛第二轮，如足协杯冠军获得联赛冠军，则第 2 名直接

晋级 2022 亚冠小组赛； 

③ 联赛第 3 名晋级 2022 亚冠资格赛第一轮，如足协杯冠军获得联赛前 2 名，则第 3 名晋

级 2022 亚冠资格赛第二轮； 

④ 如足协杯冠军获得联赛前 3 名，则联赛第 4 名晋级 2022 亚冠资格赛第一轮。 

 

5. 降级 

① 最终排名第 12 位的球队直接降级； 

② 最终排名第 11 位的球队参加升降级附加赛。 

 

6. 个人记录排名 

① 赛季射手榜、助攻榜根据常规赛及季后赛全部 38 轮比赛内的进球数、助攻进行排名； 

② 进球数、助攻数多者排名靠前； 

③ 进球数、助攻数相同时，出场次数少的排名靠前； 

④ 出场次数相同时，出场时间少的排名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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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比赛报名及 U22 球员规则 

① 每场比赛球队可报名 18 名球员，其中外援最多报名 3 人，在 3 人的基础上可报名亚洲

外援 1 人； 

② 报名名单中至少包含 2 名国内 U22 球员（1999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 

③ 如报名名单中只有 1 名国内 U22 球员则该场比赛只能报名 17 名球员，如报名名单中没

有国内 U22 球员，则该场比赛只能报名 16 名球员； 

④ 首发球员中至少包含 1 名国内 U22 球员，如首发球员中没有国内 U22 球员，则当场个比

赛换人次数减少为 2 人次； 

⑤ 俱乐部国内 U22 球员如被各级国家队征调，在征调期间的比赛可暂停 U22 相关规则，球

员归队后继续执行 U22 相关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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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冠肺炎相关特殊规定 

① 因新冠肺炎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部分比赛或无法完成全部轮次比赛的情况，以联盟

指定的、所有参赛队参加比赛数量相同的轮次为最后一轮，根据以下因素判定赛季成绩是否

成立： 

 

 

② 因新冠肺炎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 K1 或 K2 联赛最终取消的情况，升降级按如下规则

进行： 

 

 

③ 球员参赛需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新冠肺炎核酸检测结果阴性、无症状、非隔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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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球队主场 

全北现代：全州世界杯竞技场 

蔚山现代：蔚山文殊足球竞技场 

浦项制铁：浦项钢铁园 

大邱 FC：DGB 大邱银行公园 

光州 FC：光州足球专用球场 

江源 FC：春川宋岩体育城（7 场）、江陵综合竞技场（10 场） 

水原三星：水原世界杯竞技场 

FC 首尔：首尔世界杯竞技场 

城南 FC：炭川综合运动场 

仁川联：仁川足球专用竞技场 

济州联：济州世界杯竞技场（13 场）、济州综合竞技场（3 场） 

水原 FC：水原综合运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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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赛季 K1 联赛球队实力 

 

 

争冠级：全北现代、蔚山现代 

联盟上游：浦项制铁、江源 FC、FC 首尔 

联盟中游：大邱 FC、水原三星、济州联 

联盟下游：光州 FC、城南 FC、仁川联、水原 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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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北现代 

统治：全北荣升韩国足坛历史第一 

毫无疑问，全北现代就是目前 K 联赛最强的球队，在上赛季获得第 8 座联赛冠军奖杯

后全北现代超越城南 FC 成为韩国足坛获得顶级联赛冠军最多的球队，而在 2014 年之前全

北只以 2 冠的表现排在第六位。 

过去 7 年全北获得了 6 个联赛冠军 1 个联赛亚军完全统治了 K 联赛，上赛季不但完成

了对城南顶级联赛冠军数量的超越，还历史首次夺得双冠王。不过去年无论是联赛还是杯赛

全北都不轻松，蔚山现代在两项比赛中都与全北角逐到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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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中期引援补充短板，下半赛季完成逆转 

K 联赛常规赛第 11 轮起蔚山现代上升至积分榜榜首后一路领先全北长达 15 轮，至到季

后赛倒数第二轮全北直接面对蔚山获胜后才完成反超获得来之不易的冠军。在足协杯决赛首

场比赛中双方 1-1 战平，次回合全北主场凭借李胜基的两个进球以 2-1 战胜蔚山夺得队史

首次双冠王。 

赛季逆转的关键是夏季转会窗引进外援古斯塔沃和莫杜·巴罗，全北在三轮不胜后两名

外援加入帮助球队获得五连胜重回正轨。新外援的加入很好的弥补了赛季初里卡多·洛佩斯

和文宣民离队造成的空缺。 

 

转会：MVP 离队、银靴加盟 

这个冬天全北没有太多的变化，但一进一出都是重量级球员。2020 赛季 K 联赛 MVP 孙

准浩离队加盟山东鲁能，做为球队核心孙准浩跑动和防守能力十分强悍，同时经常做为球队

进攻的发起点把控比赛节奏，孙准浩的离队对全北来说是个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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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在冬天的重磅引援是从浦项签入上赛季 K 联赛射手榜第 2 位伊尤岑科。全北上赛

季最大的问题就是进球能力不足，进球数仅排在联盟第三，进球最多的韩教元仅打进 11 球

排在射手榜第 7 位。伊尤岑科加入后将和上赛季中期加盟的古斯塔沃组成风险搭档，从上赛

季的表现来看这个组合还是非常值得期待。 

 

教练：外教离队助教上位，经验丰富的新人教练 

上赛季结束后全北现代与莫赖斯并没有延长合同，助理教练金相植成为球队第六任主教

练。金相植虽然是首次担任主教练，但可以说是目前对全北最熟悉的人选了。球员时期金相

植代表球队出场 166 场，2013 年退役后一直在全北担任助理教练，先后担任崔康熙和莫赖

斯的助理教练。金相植的助教经历完整覆盖了全北最鼎盛的时期，可以说对球队了如指掌，

虽然是新人教练但金相植可能是目前最适合全北的主教练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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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山现代 

巅峰：2020 创造队史最佳战绩 

蔚山现代在 2020 赛季创造了历史最佳成绩，亚冠夺冠，国内联赛杯赛取得亚军，距离

三冠王可以说仅一线之隔。但在国内赛场终究还是没能终结全北现代的统治，联赛大半赛季

占据积分榜榜首最后时刻被全北反超，足协杯决赛两回合也仅以一球只差落败。 

虽然遗憾，但含金量极高的亚冠冠军以及国内双亚军依然是蔚山现代队史的最好成绩，

蔚山并没有取得过单赛季双冠王的成绩，综合战绩最好的赛季是 2012 年，蔚山夺得队史首

座亚冠冠军，联赛取得第 5 名，足协杯获得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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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攻击能力强悍，强强对话拉跨 

从整个赛季来看蔚山现代的表现非常出色，尤其是在进攻端。巴西中锋儒尼奥尔成为 K

联赛唯一打进 20+进球的球员夺得联赛金靴，左右分别是金仁成和旅欧归来的李青龙。替补

外援伯约恩·约翰森也是十分高效的射手。 

蔚山的问题出在面对直接竞争对手时的表现差强人意。联赛和足总杯面对全北和浦项的

9 场比赛中，蔚山 1 胜 3 平 5 负胜率仅 11%，可能多赢一场比赛就会多拿到一个冠军。 

 

转会：中轴线全部离队，重点补充锋线 

新赛季蔚山有多名重要球员起来了对，金靴儒尼奥尔没有与俱乐部续约，他已经来到中

国寻求价格更高的合同，目前传闻已接近加盟重返中超的长春亚泰。主力前腰申填浩重回浦

项制铁，主力中卫郑升炫则因为服役加盟了新组建的军队球队金泉尚武。除此之外高效的替

补外援伯约恩·约翰森也离队加盟美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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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山本赛季的引援重点放在了锋线，中锋位置从德乙汉堡引进奥地利国脚欣特泽尔，过

去三个赛季欣特泽尔在德乙都取得了两位数的进球，他将顶替儒尼奥尔离队的空缺。另一个

外援是格鲁吉亚国脚卡扎伊什维利，过去两个赛季卡扎伊什维利在美职联圣何塞地震同样能

够保持每赛季 10+的进球数，两名欧洲国脚加上留队的李青龙和金仁成，新赛季蔚山在进攻

端的实力依然强悍。 

 

风险：功勋教练离队，洪明甫 K1 执教首秀 

上赛季结束后主教练金度勋的合同到期，教练和俱乐部双方都没有续约的意向。2017 年

接手球队后金度勋把蔚山现代成功的塑造成了一支具备争冠实力的球队，四年间取得了 1 个

亚冠冠军、1 个足协杯冠军和 2 次联赛亚军、1 次足协杯亚军，可以说每个赛季蔚山现代都

在争冠的道路上。 

但连续四个赛季在联赛上未能战胜全北现代让俱乐部萌生了换帅的想法。接替金度勋

成为球队第 11 位主教练的是曾经执教浙江绿城的洪明甫。洪明甫的球员经历足够光鲜，但

并没有太好的执教表现。 

首次执教成年队洪明甫就带领韩国国家队征战世界杯，糟糕的结果让这段国家队经历

仅维持了一年，2016 年洪明甫开始执教浙江绿城，最终排名第 15 惨遭降级。从过去的履历

来看蔚山现代选择执教经验并不丰富的洪明甫是相当冒险的行为，同时对于洪明甫来说，接

替表现优异的金度勋压力也十分大。 

从阵容上看蔚山现代依然具备争冠的实力，竞争对手全北现代也进行了换帅，两位新帅

将在新赛季展开争夺，而洪明甫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战胜全北现代夺得联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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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项制铁 

青春：全联盟最年轻的球队 

可能很多国内球迷没有意识到浦项制铁这个熟悉的名字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亚冠赛场

了。浦项上次出现在亚冠还是 2016 赛季，也正是从 2016 赛季开始投资减少的浦项在国内

赛场的竞争力越来越低。连续 4 个赛季未打进亚冠、足协杯止步 32 强。 

上个赛季浦项联赛获得第三终于将在新赛季再次返回亚冠，浦项的实力提升了吗？与其

说浦项实力提升，不如说是竞争对手的实力也在下降。前几年表现出色的首尔、水原三星和

济州联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成为了保级球队，江源、光州、大邱和昙花一现的庆南

都缺少底蕴和实力。 

本赛季的球员数据来看，浦项的平均年龄只有 24.2 岁是全联盟最年轻的球队，球员总

身价也只排在第八位，对比全北和蔚山的投入，浦项的成绩可以说性价比极高。 

上赛季浦项是全联盟火力最猛的球队，27 场比赛打进了 56 球，但在防守上只能是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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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19 岁的松旻揆表现十分抢眼，27 场比赛打进 10 球 6 助攻，毫无悬念的获得了最佳

新人奖。 

 

转会：多名主力离队，申填浩回归 

本赛季浦项的人员变动较大，多名核心球员离队。队内进球最多的两名球员伊尤岑科加

盟全北现代、帕洛切维奇加盟 FC 首尔，而目前为止浦项并没有引进外援前锋进行补充。另

外一名中场澳大利亚外援布兰登·奥尼尔则加盟了武里南联，上赛季 4 个外援只留下了帕拉

西奥斯。 

国内球员方面上赛季队长崔容峻租借期满回归全北，两名主力中卫金光奭（shi，4声）

加盟仁川联、河昌来服役加盟金泉尚武。浦项引进破石光荣中卫格兰特填补两位主力中卫离

队的空缺。 

浦项今年最重要的引援是蔚山中场申填浩，申填浩在浦项开启职业生涯，上赛季在蔚山

取得优异成绩后本赛季回归浦项，他将是浦项新赛季中场最重要的球员。 

19 岁的小将萨穆埃尔可能会是一个变数，这位出生于安哥拉的球员 6 岁就随家人生活

在韩国，目前正准备入籍，但因疫情影响韩国政府取消了最近的入籍考试，这使得萨穆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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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错过新赛季的报名时间。 

综合来看以目前的阵容浦项账面上对比上赛季实力有所下降，但作为最年轻的球队浦项

充满无限可能，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球员获得比赛机会，他们的成长速度会填补实力上的空

缺。需要注意的是 K1 联赛也有 U22 球员规则，拥有众多优秀年轻球员的浦项在这方面具

备天然的优势。新赛季浦项的比赛风格依然会是大开大合，每场比赛的进球数不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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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邱 FC 

 

稳健：成绩每年提升，二次征战亚冠 

大邱 FC 在上赛季平了 2019 赛季创造的队史联赛最佳排名，同时由于尚州尚武解散重

组为金泉尚武征战 K2 联赛，获得第五名的大邱 FC 替补参加新赛季的亚冠联赛，这也是大

邱第二次参加亚冠，凭借 2018 年以黑马姿态夺得足协杯冠军大邱曾在 2019 赛季首次参加

亚冠，在拥有广州恒大和广岛三箭的小组中 3 胜 3 负没能从小组出线。 

作为一个小球会，大邱的资金投入对比背靠现代的全北和蔚山有着非常大的差距，但这

支球队从 2017 年重返 K1 后表现十分稳健，联赛排名逐步提升，对年轻球员的使用是大邱

的优势，目前这支球队的平均年龄只有 24.3 岁排在联盟第十位，这些年轻球员跟随球队在

逐渐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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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会：保留核心框架，锋线需补充 

这个冬天大邱基本上保留了上赛季的主力框架。离队球员中第一门将具圣润因服役需要

加入金泉尚武，具圣润上赛季中期加入球队后成为大邱第一门将，在此之前年轻的门将崔英

恩一直以主力身份征战。这个冬天大邱也从 J 联赛引进了 3 名门将，在这个关键的位置上大

邱并不缺少选择。 

K 联赛的明星外援德扬离队加盟香港联赛，这使得大邱很大可能将是德扬的最后一支韩

国球队，同样是锋线位置 24 岁的金大元加盟了江源 FC，这两人是上赛季大邱的主力锋线组

合。 

金大元是大邱自己培养的年轻球员，19 岁进入大邱一线队征战联赛，21 岁成为球队主

力，没能留住这样的核心球员也是大邱的无奈，比起江源，大邱在投入上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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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锋线人员不足，赛程密集考验提升 

德扬和金大元离队已经削弱了大邱的锋线实力，另外一个外援前锋席尔瓦也无法在联赛

开赛阶段上场比赛。上赛季末席尔瓦受伤后目前仍处于养伤阶段，预计最早将在 4 月份复

出。 

本赛季 K 联赛从 22 轮常规赛恢复为 33 轮常规赛，再加上大邱在亚冠要从资格赛打起，

赛程密度是对这支年轻球队的巨大考验。开赛阶段大邱要在 23 天内进行 6 场联赛，基本上

可以确定席尔瓦都会缺席，两周的国家队比赛日后大邱将进入魔鬼赛程，如果打进亚冠小组

赛，他们将从 4 月开始 36 天内进行 10 场比赛。以大邱的深度，第一阶段的比赛考验将会

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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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州 FC 

纪录：首次进入争冠组，创历史最佳战绩 

2017 赛季光州在 K1 联赛垫底降级，随后朴振燮（xie，4 声）成为光州第 5 任主教练，

在接下来的三年光州一年一个台阶，2018 赛季 K2 第 5 名，2019 赛季 K2 冠军升级，这也是

光州队史首座冠军奖杯。上赛季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光州在常规赛末轮取胜反超江源 FC 队

史首次进入 K1 季后赛争冠组。 

虽然在争冠组的五场比赛中全部告负，但光州整个赛季的表现还是超出了赛季初的预

期，实际上在常规赛阶段光州大部分时间都在降级区边缘徘徊。虽然与争冠组其他球队实力

差距较大，但光州的表现仍然有亮点，与浦项的比赛打出 5-3 的大比分，与尚州尚武和大邱

的比赛也仅以 0-1 告负。 

可以说朴振燮在光州的三年是非常成功的三年，帮助这支球队重返顶级联赛，在没有雄

厚财力支撑的情况下创造了队史最佳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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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会：队长离队，进出平衡 

本赛季光州最大的球员变动是队长吕乐离队加盟济州联，作为光州本地人除了服役之外，

吕乐职业生涯全部在光州度过，2013 年起以为光州出战超过 200 场比赛。 

上赛季的主力中卫搭档洪俊豪和乌兹别克斯坦外援阿舒尔马托夫也在这个冬天离队，前

者追随主教练朴振燮加盟了 FC 首尔，后者加盟江源 FC。 

另外两名外援巴西人威廉加盟庆南、泰国前锋乌雷尼亚离开韩国加盟澳超中央海岸水手。

相对来说这两名外援的离队对球队影响并不算大。 

引援方面光州从水原三星引进中场金钟佑，他将填补吕乐离开的空缺，不过上赛季金钟

佑在水原已经没有出场机会，他需要在光州重新证明自己具备成为球队主力的能力。其他位

置空缺光州也进行了相应补充，没有明星球员的进出，光州基本保持了上赛季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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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新帅上任，保级仍是唯一主题 

朴振燮用了三年将光州带到新的高度，优秀的表现自然吸引了大球会的注意，上赛季使

用了 4 名主教练的 FC 首尔急需重新找回节奏，朴振燮自然成了他们的目标。 

光州的新任主教练正是上赛季第一位在首尔接替崔龙洙出任临时主教练的金浩英（音译，

原名金龙甲），金教练大部分时间都以助教身份加入各俱乐部，曾经担任过李章洙的助手在

广州恒大执教。做为主教练指在 2013 年执教过江源 FC，上赛季短暂代理 FC 首尔主教练一

个半月。 

换帅后的光州挑战将比上赛季更大，恢复到完整的 33 轮常规赛后光州需要保持长期稳

定的状态，这对于球员总身价最低的球队来说并不容易。恐怕这个赛季光州将很难再次打进

季后赛争冠组，保级是最现实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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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源 FC 

 

全韩：高开低走，全韩班常规赛末轮折戟 

上赛季的江源 FC 在外援选择上仅注册了中里崇宏一名亚外，且整个赛季中里崇宏都没

有过出场，江源以全韩班的阵容踢完了 2020 赛季。 

但这并没有影响江源的表现，前六轮比赛 3 胜 2 平 1 负高居第三，其中还包括一场战

胜全北现代的比赛。随后的常规赛江源一直保持在冲击争冠组资格的争夺的上，常规赛最后

一轮江源只要战胜当时倒数第二名的水原三星就能够获得进入季后赛争冠组的资格，但最终

1-2 输掉比赛只能进入到保级组，最终获得保级组第一全赛季排名第 7 位。 

本土三叉戟金致炫（音译）、高武烈、赵在玩（音译）赛季合计打进了 22 球，在中游球

队中江源有着不错的攻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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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会：补充外援，塞尔维亚金靴加盟 

    离队方面前场三叉戟之一的金致炫加盟了具备争冠实力的蔚山现代，锋线上租借的金承

大也回归全北。中场的两名主力李英才和李贤植（音译）分别加盟水原 FC 和大田。主力后

卫申光勋加盟浦项。 

虽然部分主力离队，但江源的引援同样有力。本赛季江源将告别全韩班，在前场俱乐部

签入塞尔维亚超托波拉的西拉吉，2019-20 赛季西拉吉打进 16 球获得塞尔维亚超最佳射手。

亚外位置江源再次选择日本球员，他们从水原 FC 签入石田雅俊，石田雅俊上赛季在 K2 联

赛打进 10 球 3 助攻。国内球员方面江源从大邱签入入力前锋金大元，这三面前锋加上留队

的高武烈、赵在烷，江源的攻击能力在 K1 中游球队中属于顶级的存在。 

在后防线上，江源签入江源中立中卫乌兹别克斯坦外援阿舒尔马托夫和前韩国国脚任仓

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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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重金投入目标进军亚冠 

2017 年重回顶级联赛后江源在资金投入方面一直处于上游水平，但成绩始终没有再进

一步，连续四个赛季保持在联赛中游水平。本赛季江源继续强化阵容，球员总身价已经高居

联盟第四位，对于江源来说他们目标就是更进一步，短期内挑战全北和蔚山的难度较大，但

江源已经具备了冲击亚冠的实力与阵容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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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原三星 

没落：一蹶不振险降级，季后赛惊险保级 

水原三星在韩国是非常有底蕴的一支球队，历史上水原三星获得过 2 次亚冠冠军、4 次

联赛冠军、5 次足协杯冠军，从 1996 年首次参加职业联赛以来水原三星从未降过级，然后

上赛季他们险些逆向创造历史。 

上赛季常规赛水原三星踢的十分狼狈，从第 14 轮起直到常规赛结束连续 8 轮排名积分

榜倒数第二位。联赛第 11 轮由于成绩不理想主教练李林生下课，朱承进成为代理主教练仍

然没能改变颓势反而表现更差，长期处于降级圈。 

在季后赛开始前水原三星使用了当赛季第三位主教练朴建夏，朴建夏的到来是水原三星

重要的转折点，在季后赛中水原三星 3 胜 1 平 1 负成功保级，避免了降级的尴尬。 

朴建夏球员时期自水原三星创队开始为水原效力了 11 个赛季，共出场 333 场打进 54

球 34 助攻。在 2019 赛季他曾追随崔康熙担任大连一方和上海申花助理教练。从上赛季季

后赛的表现来看朴建夏确实为水原三星恢复了战斗力，但这种恢复是昙花一现还是持续保持

还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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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会：变化较小，押宝外援前锋 

本赛季水原三星在转会市场上的动作并不多，最重要的签约是引进了两名外援前锋，意

大利的杜米特鲁和塞尔维亚前锋杰里奇。引进外援前锋是因为上赛季队内最佳射手塔加特转

会大阪樱花。 

29岁的杜米特鲁长期效力于欧洲次级联赛，上赛季在罗甲加斯梅登打进 5球表现平平，

但本赛季上半段 12 场比赛打进 7 球十分高效。杰里奇则是典型的高中锋，196 的身高在 K

联赛有着巨大的优势，这将是杰里奇在韩国的第四个赛季，2018 赛季杰里奇曾打进 24 球排

在射手榜第二位，但上赛季因腹股沟伤病养伤半个赛季，竞技状态恢复情况是个风险。 

    综合来看水原三星并没有本质上的提升，再加上主教练朴建夏并不丰富的执教履历，新

赛季不确定性非常大。但水原三星的球队底蕴依然强大，降级的可能性非常低，目前的水原

三星处于不上不下的位置，同样不具备冲击亚冠资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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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 首尔 

 

混乱：单赛季 4 名主教练创历史 

FC 首尔的巅峰期是 2012~2016 年，五年时间 2 次联赛冠军，足协杯连续三个赛季打进

决赛 1 次夺冠，亚冠 1 次打进决赛 2 次打进半决赛。作为最近 7 个赛季唯一一个从全北现

代手中拿下联赛冠军的球队，2016 年的冠军成为了球队的转折点，夺冠后的首尔卖了多名

主力，2018 和 2020 两个赛季险些降级。 

12~16 年的巅峰期是由崔龙洙一手打造，16 年崔龙洙前往中超后黄善洪并没有让这种

强势延续，2018 年崔龙洙再次回归，但此时球队已经完全改变，上赛季崔龙洙无法扭转颓

势不得不提前解约。这也造就了 K 联赛罕见的场面，单赛季一支球队使用 4 名主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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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大城市展现大资本的力量 

虽然全北、蔚山、浦项和水原这些球队有现代、三星这些超级企业支撑，但首都的人口

与市场让首尔与这些球队完全不同。意识到球队走入下坡路的首尔终于开始准备发力，首先

是在主教练这个关键位置上，首尔从光州挖来朴振燮，朴振燮用三年时间成功证明了自己的

执教能力，在来到首尔后他将拥有更好的球队阵容。 

 

转会：大投入，首尔期待复苏 

首尔在这个冬天引援表现非常不错，在中前场首尔签入了浦项外援帕洛切维奇、韩国国

脚罗相镐、旅欧球员朴正彬。帕洛切维奇上赛季在浦项联赛出场 22 次打进 14 球 6 助攻，

尤其是在季后赛中 4 场比赛打进 5 球效率惊人。 

罗相镐曾在光州单赛季打进 16 球，随后加盟 FC 东京但表现并不如意，去年租借到城

南 FC 是队内最佳射手。罗相镐今年仅仅 24 岁，加盟首尔值得期待。朴正彬则在欧洲踢了

十年，这将是他首次回到韩国参加本国联赛。三名攻击手加上老蒋朴周永、U22 球员曹永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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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的锋线终于有所起色。 

中场方面韩国国脚朱世钟离队加盟大阪钢巴，不过首尔的中场已经足够强大。前国家队

队长寄诚庸已经从伤病中恢复，健康的寄诚庸就是首尔最大的引援，再加上高约翰、高光民、

奥斯马尔和阿里巴耶夫，首尔在中场的深度非常强。 

后防线上首尔则签入了光州主力中卫洪俊豪，洪俊豪熟悉朴振燮的战术，他将与黄贤秀

搭档中卫。 

 

复苏：需将纸面实力在赛场展现 

从目前首尔的球队阵容来看，首尔已经具备了再次冲击亚冠名额的，如果磨合出色在没

有亚冠分心的情况下甚至有机会冲击联赛冠军。但这一切还需要朴振燮的执教能力，对于俱

乐部和球迷来说这个赛季必须取得不错的成绩，这也将给朴振燮不小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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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 FC 

惊险：最后一轮逆转取胜保级 

历史上的城南一和天马在韩国甚至整个亚洲都是顶级的存在，2 次亚洲冠军、7 次联赛

冠军、3 次足协杯冠军。不过成为平民球队后的城南 FC 已经完全失去了竞争力，不但远离

争冠集团，还在 2016 年降级。 

用了两年的时间城南重返 K1 联赛，上赛季的城南依然在保级线上挣扎。2020 赛季城南

的开局还是非常惊艳的，前四轮 2 胜 2 平让球队开起来有了崛起的希望，但接下来十轮比

赛 3 平 7 负把城南重新打回现实。、 

城南最大的问题是攻击能力匮乏，球队没有一个球员赛季进球达到两位数。在季后赛前

三场比赛中，城南 3 连败仅 1 球丢 9 球，距离降级仅一步之遥。最后一轮面对釜山时两队同

积 25 分，输掉比赛的球队将积分垫底降级，好在城南在这场关键的比赛中笑到了最后，2-

1 逆转保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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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会：双外援补充锋线攻击力 

这个转会窗离队球员中有三明核心球员，上赛季队内最佳射手罗相镐租借到期回归东京

后转会首尔，中场金东炫加盟江源，后卫延济运前往金泉尚武服役。 

城南的引援重点放在了解决攻击力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引援是塞尔维亚外援穆里奇，在

本赛季波黑超上半阶段穆里奇 19 场比赛打进 9 球排在射手榜第三位。另外一名外援前锋是

来自罗马尼亚豪门布加勒斯特星的塞尔吉奥·巴斯，上赛季做为球队主力打进 11 球。后防

线上外援选择了理查德·温德比希勒，他曾在蔚山现代效力两个赛季，对 K 联赛十分熟悉。 

从转会操作中可以看成城南正在积极解决进攻问题，他们上个赛季没有一场比赛进球数

超过 2 个，这寄希望于两名外援能否刮彩成功。从整体实力上看，城南仍然处于保级集团

中，他们的对手将是光州、仁川和水原 FC，相互间的胜负及季后赛的表现将直接决定几支

球队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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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联 

 

专业：保级线上的钉子户 

说到仁川联，最深的印象就是每年都能在保级战中看到这支球队，但每次都能在惊险中

保级成功。自 2014 年开始仁川联每年距离降级区的分数分别是 4 分、25 分、2 分、4 分、

2 分、1 分、1 分，除了 2015 赛季表现出色之外，其余六个赛季距离降级区都在 1~2 场比

赛内，仁川联整体实力处于联赛末流，但打关键仗的能力绝对顶级，在需要最后一轮决定降

级的这 6 个赛季中，仁川联 4 胜 2 平全部保级成功，所有保级对手在最后一轮面对仁川联

的压力不亚于面对全北现代。 

上个赛季又是相同的局面，最后一轮比赛前仁川 24 分垫底，城南和釜山同积 25 分，末

轮城南与釜山直接对话，这意味着仁川取胜就能保级输球必降级，熟悉的局面熟悉的结果，

仁川一球小胜首尔再次保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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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会：重塑后防线，攻击能力无提升 

    锋线上仁川联引进了庆南的巴西外援内格巴，内格巴效力庆南 3 个赛季打进 8 球 8 助

攻，即使在 K 联赛上内格巴都算不上是优秀的外援。另外一名进攻球员是哥斯达黎加的阿吉

拉尔，阿吉拉尔上赛季租借加盟仁川，本赛季仁川正式买断。 

仁川联在今年保留了上赛季的队内最佳射手黑山外援穆格萨，不过穆格萨 2 月 18 日被

确诊新冠，将错过仁川联赛季初的一些比萨。在开赛阶段仁川联的进攻将会十分乏力，现在

只能期待内格巴能有神奇表现。 

后防线上球队引进澳大利亚中卫德尔布里奇，过去几个赛季德尔布里奇效力于美职联和

澳超，属于性价比较高的亚外。右后卫位置上引进前国脚吴宰硕，吴宰硕长期效力于日本联

赛时隔八个赛季重返韩国。同时在中卫位置上仁川联买断了从全北租借的前国脚吴反锡，相

对来说仁川的防守能力要高于他们的进攻能力，仁川的比赛进球数并不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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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联 

回归：重返 K1，济州联重新开始 

关注亚冠的朋友应该对济州联有深刻的印象，在过去几年济州联打出了非常漂亮的攻势

足球，在 2016 取得联赛第三打进亚冠，2017 赛季取得了联赛第二名，是近 1989 年夺冠后

的最佳战绩。但 2019 年济州联急速崩塌，在崔允谦教练的带领下队史首次降级。 

上赛季济州联选择了曾带领城南完成升级任务的南基一成为球队主教练，不过开局并不

顺利前三轮 1 平 2 负只拿到 1 分，但济州联的整体实力在 K2 还是要最强的，经过磨合后在

随后的 8 轮比赛 7 胜 1 平开始追赶水原 FC。随着比赛的进行，K2 演变成了济州联和水原 FC

两强争夺唯一一个直接升级的局面，其他球队与第一集团的差距巨大。济州联在与水原 FC

的三场直接对话中 2 胜 1 平比水原 FC 多拿到 6 个积分，而最终的积分榜上济州联也正是领

先水原 FC6 分夺冠升级，南基一三年内带领两只球队从 K2 升级 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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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会：保留主力阵容，外援补充锋线 

济州联升级后基本保留了主力阵容，在此基础上重点对锋线进行了补充，济州联一口气

引进了三名外援前锋，几内亚比绍边锋格索、乌兹别克斯坦边锋肯扎波耶夫和波兰中锋奥斯

卡·扎瓦达。 

在中场济州联引进了光州队长吕乐，作为光州本地人除了服役之外，吕乐职业生涯全部

在光州度过，2013 年起以为光州出战超过 200 场比赛。后腰位置则引进了大田年轻球员 Lee 

JungMoon，上赛季代表大田 23 次出场。后防线上则签入了之前效力于深圳佳兆业的宋株

熏。 

整体来看济州联的阵容实力处于 K1 中游偏下，保级是济州联的首要目标，但对比另外

四支球队济州联的保级压力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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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原 FC 

 

复盘：重返顶级联赛，金徒均改变球队 

阔别三个赛季水原 FC 重返 K1 联赛，这也是俱乐部第二次参加顶级联赛。2016 赛季水

原 FC 首次征战 K1 垫底降级，作为一支平民球队水原 FC 的整体实力只能排在联盟末端。 

降级后的水原即使在 K2 依然没有竞争力，连续两个赛季没有获得升级附加赛的资格。

上赛季金徒均成为球队主教练改变了这种局面，在球队整体实力没有大变化的情况下，金徒

均将水原 FC 打造成了一支完美的球队，与济州联成为 K2 第一集团遥遥领先其他球队。 

在面对济州联的直接对话中水原 FC1 平 2 负最终没能夺冠，好在在升级附加赛中 1-1

战平庆南 FC，凭借常规赛排名靠前的优势成功完成升级。 

  



 

56 

即嗨比分版权所属，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jihai8.com 

 

转会：大换血，全新水原 FC 全力保级 

升级后的水原 FC 在这个冬天进行了大换血，上赛季出场次数最多的 7 名球员当中只有

2 人留队。进球超过两位数的朝鲜球员 MVP 安柄俊和日本前锋石田雅俊离队，两人的进球

总数占球队进球的六成。 

为了重新打造首发阵容，水原 FC 引进大量 30 岁以上经验丰富的老将，这使得这支刚

刚升级的球队成为了本赛季平均年龄最大的球队。 

在防守端水原 FC 从蔚山现代引进了三名球员，中后卫尹英宣、左后卫朴柱昊和右后卫

丁东浩，他们将和留队的曹侑珉组成后防线，其中丁东浩还被任命为新赛季球队队长。中前

场水原 FC 则盯上了全北现代，他们从全北引进了四名球员，其中包括两名外援。 

水原 FC 通过收集豪门球队的边缘球员拼凑成了一支全新的球队征战新赛季的 K1，从整

体实力上来说这支年龄最大的球队属于联盟底端，但金徒均教练的留任或许会成为球队保级

至关重要的因素。随着水原 FC 的回归，新赛季将再次上演水原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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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嗨比分未来赛事前瞻规划 

 

随着 NBA 新赛季的到来，2020 年也接近尾声，此次前瞻既是本年度的收尾，也是下一

阶段的开端。即嗨比分将在全球各项赛事开赛前，持续推出详尽的前瞻文章，您可以关注即

嗨比分自媒体或官方客服渠道，第一时间获取各项赛事详细资料。 

 

2021年 2月 J联赛赛事前瞻 

2021年 4月 中超赛事前瞻 

2021年 4月 亚冠赛事前瞻 

2021年 6月 欧洲杯赛事前瞻 

2021年 7月 奥运会足球赛事前瞻 

2021年下半年 欧洲五大联赛、欧冠、NBA等赛事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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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下载各项赛事前瞻 PDF完整版）：www.jihai8.com 

 

http://www.jihai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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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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