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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队拼抢亚冠
鲁能需争全胜

随着冠军和降级球队相
继产生，2017 赛季中超最后的
悬念只剩下越来越激烈的亚
冠资格之争。

还剩两轮比赛，四支球队
争夺亚冠席位，目前的排名是
华夏 49 分(第三)、权健 48 分
(第四)、鲁能 46 分(第五)、富力
46 分(第五)。

对鲁能来说，不能寄希望
对手犯错误，最后两场比赛只
能全力争取胜利，从而让最终
积分定格为 52 分，如果无法取
得两连胜，亚冠只能成为奢
望。假设鲁能以 52 分收官，然
后分析一下拿到亚冠门票的
可能性。

鲁能最后两轮的对手是
贵州和华夏，若这两场比赛全
部取胜，这就意味着华夏最多
积分也是 52 分。富力最后两个
对手是实力平平的天津亿利
和重庆力帆，继续延续胜利的
可能性很大，富力最终也有望
拿到 52 分。按照中超联赛排名
规则，联赛结束时如两队或两
队以上积分相等，首先比较相
互比赛积分，然后比较相互比
赛净胜球。鲁能在和华夏、富
力这三队的小循环中相互比
赛积分最多，所以排名会在这
两个对手之前。

积 48 分的权健最后两场
比赛主场对阵辽宁、客场对阵
恒大，战胜已经降级的辽宁几
乎没有悬念，对权健来说 51 分
保底，假若击败恒大，最终积
分将达到 54 分，锁定第三；战
平恒大，最终积分 52 分；输给
恒大，最终积分 51 分。

所以，极端情况下存在鲁
能、华夏、权健和富力同积 52
分的情况，比较相互比赛积
分，权健最多，鲁能次之。所
以，鲁能的排名还是能够进入
前四，但是并不确保就能进亚
冠。上港足协杯夺冠的话，中
超第四名也能够拿到亚冠附
加赛资格，可是一旦上港未能
捧起足协杯，只有中超第三名
才能获得一张亚冠门票。

综合

隔记者 魏露

中超联赛第28轮，广州
恒大在主场以5：1的大比分
战胜了贵州恒丰智诚。在联
赛还剩2轮的情况下，恒大又
一次提前加冕中超联赛冠
军，并且完成了史无前例的
中国足球顶级联赛七连冠的
成就。随着“七冠王”荣誉的
达成，那些因恒大接连在亚
冠和足协杯赛场被淘汰的质
疑烟消云散，恒大王朝依然
屹立未倒。

尽管大连实德以8个顶
级联赛冠军数力压恒大，但
是恒大连续7次夺冠是中国
足球历史上任何一支足球队
都未曾企及的。自从2011赛季
恒大升入中超以来，中超冠
军从未旁落，或许只有数据
才能证明“七冠王”的伟大。

数据一

最强主场：7年104场输4场

自2011年至今，广州恒大共
在天河体育场踢了104场比赛，
期间恒大取得了77胜23平4负的
惊人战绩，球队主场胜率高达
74%。

2013赛季是恒大主场胜率
最高的一个赛季，球队豪取14胜
1平的战绩，唯一的一场平局来
自于0：0对阵山东鲁能的比赛。
由于恒大经常在天河体育场取
得3球或3球以上的大胜，球迷和
媒体称赞为“天河最低消费”。
2013赛季，恒大在天河完成了10
次最次消费，其中不乏5：1申鑫、
6：1亚泰、4：1辽宁、4：0绿城和5：

0卓尔这样的大胜。
七个赛季中恒大有6个赛季

主场胜场数达到10+，唯一未达
成10+的赛季中，球队也凭借实
力用平局来捍卫着“天河最低消
费”的尊严。

恒大仅有的4场主场失利中
有3场是2014赛季取得，还有一
场是2012赛季。换言之，如果恒
大能在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
拿下天津权健，那么球队将达成
连续3个赛季主场不败的纪录。

在球队主场净胜球统计上，
广州恒大连续6个赛季保持在20
球以上，如果最后一轮主场不输
球的话这个纪录将会达到7次。
最为恐怖当属2013赛季，球队主
场净胜球高达42个，这意味着恒

大在主场场均净胜对手接近3
球，几乎场场都是“最低消费”。

如此恐怖的主场战绩成为
了恒大7连冠纪录中至关重要的
一环。

数据三

国内球员：土炮能顶半边天

在NBA骑士队有这样一种
说法，詹姆斯决定了球队的下
限，而其他球员则决定着球队能
达到什么高度。这种说法也适用
于恒大，一个个实力过人的外援
到来保证了恒大每个赛季都有
足够的实力去争夺联赛冠军。然
而在变幻莫测的足球赛场中能
连续7个赛季取得顶级联赛的冠
军，这足以说明恒大有着深厚的
板凳深度。

进球是最直观的表现，恒大
球员郜林代表恒大打进100球，
其作用不输于外援。2011赛季，恒
大国内球员进球数为32个，仅仅
比外援少了2个。

2015赛季国内球员迎来爆

发，占据了球队71个联赛进球中
的39个，比外援多了7个。如果这
不足证明“土炮”在球队中的作
用，那么球员助攻数据可以说明
一切。

恒大 7 连冠期间，内援助攻
数始终高于外援，有四个赛季的
助攻数超过30次，而外援的助攻
数只有一个赛季接近30。尽管有
外援人数少的因素，但是数据不
会说谎，正是因为国内球员不断
的输送弹药，外援才能没有后顾
之忧的攻城拔寨。

广州恒大用七连冠证明了
“恒大模式”的成功，然而数据仅
能证明恒大过去的辉煌。如今

“最低消费”已经远去，七连冠究
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还是另一
个时代的开始，最终还要看恒大
如何继续操作。

中超焦点赛事推荐

河北华夏 vs 广州恒大
比赛时间：10 月 29 日 15：00
直播平台：CCTV5
比赛看点：广州恒大已经完成
争冠任务，本轮客场作战是否
能全主力出战仍有存疑；而主
队河北华夏需要取得 3 分才
能在亚冠资格的争夺中把握
主动权。

贵州智诚 vs 山东鲁能
比赛时间：10 月 29 日 15：00
直播平台：山东体育
比赛看点：山东鲁能需要为亚
冠名额力拼 3 分，本轮面对无
欲无求的贵州智诚，需要有人
在进攻端为鲁能提供帮助。

天津权健 vs 辽宁开新
比赛时间：10 月 29 日 15：00
直播平台：天津体育
比赛看点：两支队伍实力差距
明显，权健又是主场作战，因
此权健很有可能取胜并且有
机会将排名继续提升。

恒大8年15冠

中超7连冠含金量十足

毫无疑问，冠军次数是
衡量一支球队强大与否最重
要的尺度。广州恒大之所以
能建立王朝，就是靠着冠军
奖杯的堆积。在广州恒大征
战职业足球联赛的8年时间
里，球队一共获得了1次中甲
联赛冠军、2次亚冠联赛冠军、
2次足协杯冠军、3次超级杯冠
军和7次中超联赛冠军。

中超7连冠无疑是恒大王
朝建立的基础。2011年恒大升
入中超以升班马的身份力压
各路豪强，并且提前4轮夺得
联赛冠军。自此，中超各队纷
纷将恒大当作追赶的目标。
在随后的6个赛季里，恒大有4
个赛季提前夺冠。

在联赛积分方面，广州
恒大7个赛季里仅有2012赛季
的最终积分低于60分，2013和
2014两个赛季球队分别取得
77和70个联赛积分，77分成为
了中超联赛难以企及的一项
纪录。2011和2013两个赛季，
恒大分别领先联赛亚军15分
和18分之多，本赛季联赛还有
2轮，恒大有望再次领先亚军
10分以上。

净胜球也是体现球队场
上实力的一个方面，广州恒
大中超7连冠的赛季里平均每
个赛季净胜球高达41 . 4个，净
胜球数最多的是2013赛季的
60个，平均每场比赛净胜对手
2球。恒大在7个赛季里有6个
赛季净胜球数超过30以上，相
比而言，这七个赛季的亚军
队伍仅有本赛季的上港队净
胜球数达到30+。

那么，广州恒大为何能
在 7 年的时间里持续称霸中
超，关于这个问题可以用三
组数据来分析其中的原因。

恒大霸业 如 而至

赛季 积分 亚军 净胜球
2011 68 53 44
2012 58 54 21
2013 77 59 60
2014 70 67 48
2015 67 65 43
2016 64 57 43
2017 64 55 31

恒大七连冠赛季积分统计

备注：2017赛季还剩2轮，本文
涉及到2017赛季数据统计截止
到第28轮。

恒大7连冠主场胜率

赛季
主场战绩
胜/平/负

胜率 净胜球

2011 13/2/0 87% 35
2012 11/3/1 73% 20

2013 14/1/0 93% 42

2014 10/2/3 67% 25

2015 6/9/0 40% 22

2016 10/5/0 67% 24

2017 13/1/0 92 . 8% 21

数据二

诱人奖金：7年总额超10亿

广州恒大不仅在对外引援
中奉行“金元政策”，在队内的奖
惩制度上球队也从不吝啬。2011
赛季是广州恒大的中超元年，凭
借许家印许老板雄厚的资金支
持，恒大制定了“513”奖惩制度，
是联赛中唯一打成平局也有“赢
球奖”的球队。

7个赛季下来，恒大下发的
联赛奖金总额高达5亿元，其中
2011和2016赛季单赛季奖金总额
均破亿，最低的一个赛季也有
3450万元。

恒大在足协杯和亚冠赛场

中球队也可以拿到赢球奖，甚至
金额更多。以2013和2015两个亚
冠夺冠赛季为例，球队联赛赢球
奖分别为0 . 69亿和0 . 73亿，加上
亚冠和足协杯以后，这两个数字
瞬间变成了2 . 3亿和2 . 1亿。

如此一来恒大七连冠期间
奖金总额已经超过10亿人民币，
难怪球队可以连续称霸中超。恒
大这种高额奖金后来被其他球
队效仿。然而恒大却不盲目，球
队在中超站住脚跟以后，恒大适
当的放低了球队的赢球奖，转而
在关键场次提高奖金的额度。最
近两个赛季由于球队在中超的
霸主地位不稳，恒大也适时的转
变了球队的奖金政策。

恒大中超 7 连冠奖金（人民币）

备注：513奖金政策即球队胜、
平、负三者发放奖金额度或者
扣除奖金额度的比例。

赛季
内/外
援进球

内援
占比

内外
援助攻

2011 32/34 48% 28/17

2012 20/31 39% 21/20

2013 23/55 30% 35/28

2014 24/52 32% 31/13

2015 39/32 55% 28/15

2016 17/45 27% 32/12

2017 26/42 38% 31/15

恒大7连冠国内球员数据

广州恒大“七星连珠”的成就在中超乃至世界足坛都是奇迹。

赛季
奖金
政策

联赛
奖金

总奖金

2011 513 1 . 02 亿 1 . 02 亿

2012 303 4700 万 1 . 3 亿

2013 303 6900 万 2 . 3 亿

2014 101 3450 万 0 . 87 亿

2015 101 7300 万 2 . 1 亿

2016 202 1 . 09亿 1 . 5亿

2017 202 6100万 1 . 3亿

总计 约5亿 10 . 32亿

打打进进百百球球的的郜郜林林作作用用不不输输外外援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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