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球员 出场 首发 进球 助攻
黄政宇 29 29 0 0
聂傲双 29 25 0 0
刘奕鸣 28 28 1 0
南松 27 27 3 1

邓涵文 27 27 1 3
胡靖航 27 25 3 4
杨立瑜 26 26 2 1
何超 24 24 0 0

李晓明 24 22 0 0
高准翼 19 18 2 1
全队
平均

16 14 . 3 0 . 7 0 . 6

数说 2018 年 1 月 12 日 星期五 编辑：李康培 美编：闫平44 Statistics
隔记者 魏露

2018 年 1 月 9 日，U23 亚洲杯
揭幕战国足 3:0 大胜阿曼。鉴于前
两届赛事中国队 6 战皆负，本届在
主场举行的 U23 亚洲杯得到了各
方面的高度重视。

中国 U23 国家队共有 23 名球
员入选大名单，经过数据分析，这
份大名单中的球员在上赛季的中
超联赛中平均每人出场 16 次，平均
首发次数为 14 . 3 次。这样的出场数
据与 U23 新政有着密切的联系，因
此，本届 U23 亚洲杯对于中国足球
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UU2233亚亚洲洲杯杯中中国国队队2233人人名名单单解解析析

22001177中中超超赛赛季季平平均均出出场场1166次次

门票免费领
球迷享福利

风雨过后的常州尽管寒
风习习，但常州奥体中心有关
U23亚洲杯揭幕的各种准备做
的极为充分。

根据赛历，U23国足本次
U23亚洲杯全部3场小组赛都
将安排在下午4点开球。下午
比赛相对更有利于比赛正常
进行，更益于避免造成更多意
外伤害。

当地体育管理部门推出
了“亲民票务政策”，中国队与
阿曼队的比赛门票免费赠与
当地市民，市民们持身份证件
换取球票。而据了解，类似政
策将延续到小组赛结束，而昆
山等赛区也将参照同样的票
务办法，以刺激U23亚洲杯球
市。U23国足主帅马达洛尼昨
天也坦言，球迷到场的支持对
这支年轻的中国U23队非常重
要，年轻球员更容易受到球迷
观赛氛围的感染。 综合

里皮关注U23
同球员住一起

在本届亚洲杯开始之前，
里皮就对这支年轻的国足队
伍表现出了足够多的关注，不
仅在球员选择上“插手”其中，
而且里皮还将在现场观看国
足的3场小组赛，同时为了更
多的了解未来的国脚，里皮在
常州观赛期间也和U23球员住
在了同一家酒店。

里皮是1月8日中午由意大
利飞抵南京的，接着就乘坐高
铁前往U23亚洲杯中国U23队
小组赛所在地常州，并径直奔
赴常州奥体中心。

马达洛尼也确认，里皮将
至少在常州观看国足3场小组
赛。而里皮在常州期间也和球
队住在同一家酒店。在训练结
束后，里皮也走到队员中间，
既和他熟悉的国家队“新生力
量”叙旧，同时也是给年轻人
一番叮咛与心理鼓励。 综合

韦世豪转会后发声
鲁能烙印难以抹去

北京时间1月7日，国安官
方宣布U23小将韦世豪加盟，
这位在中超和国足都有着非
常出色表现的潜力新星，势必
会对国安实力有很大的补充。

2017赛季中超，韦世豪共
代表上港出场14次，打进3球、
助攻3次。韦世豪可以胜任中
锋、边锋、边前卫等中前场多
个位置。去年底，他首次入选
国足，在东亚杯上出任主力，
并收获两球。

转会国安以后，韦世豪在
社交平台发声：“还记得 1 年
前，一个人从波尔图来到上
海，加入了上港大家庭，这一
赛季在上港很开心，虽然有遗
憾，但我都会记得球迷为我呐
喊的每一声，以及我们曾经一
起并肩作战的工作人员和队
友。还记得 8 年前，一个人从
蚌埠来到潍坊，开始了我的足
球追梦之旅。在足校，我认识
了董校长、侯志强指导和一帮
兄弟。无论我们今天在哪里为
谁而战，我们都抹不去鲁能制
造的烙印。” 综合

鲁能青训7名球员入选

“鲁能出品，必属精品”这句
话是对鲁能多年坚持青训的肯
定，本次U23大名单的公布再次
证明了鲁能青训在中国足球中
的地位。

在入选本次U23国家的23名
球员中，除张玉宁(德甲)和南松
(K3联赛)两人，其余21人皆属于
国内俱乐部。而这21人里中超占
20人，中甲占1人。在俱乐部归属
中，鲁能共有5名球员入选，分别
是刘洋、李海龙、姚均晟(租借回

归)、周煜辰(租借到港超)、高准
翼(租借到华夏)。如果再加上同
样出自于鲁能足校的韦世豪和
唐诗二人，本次U23国家队共有7
名球员出自于鲁能青训。

恒大共有三人入选，不过唐
诗、杨立瑜和邓涵文都是刚从其
他俱乐部转会过来的。上港有两
名球员入选，分别是陈威和胡靖
航。国安分别是巴顿和刚转会而
来的韦世豪入选。权健则是张源
和刘奕鸣入选。申花同样是两人
入选。而泰达、富力、一方、亚泰
和卓尔分别有一名球员入选。

两年龄段共19人入选

23人名单中1995年龄段球员
最多，其中门将位置有周煜辰，
后卫有刘洋、高准翼、李帅、刘奕
鸣和邓涵文5人，中场有姚均晟、
何超、唐诗和聂傲双4人，前场则
有韦世豪和巴顿2人，共计12人。
1996年龄段只有2人入选，分别是
后卫李晓明和李海龙。1997年龄
段共有7人入选，分别是门将李
铮、后卫黄政宇、中场张源和南
松、前场胡靖航、张玉宁和杨立
瑜。1998和1999年龄段球员各有1
人入选，分别是门将陈威和中场
球员刘若钒。

从名单中可以看出，1995和

1997两个年龄段的球员占据了
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同时，1995
和1997年龄段的球员在球队各
个位置上都有分布。因此，本届
亚洲杯中国队的成绩与1995和
1997年龄段19名球员的发挥有着
相当大的关系。

1996年龄段仅出场88次

2017 赛季中超联赛，1994-
1999 共计 6 个年龄段的球员获
得出场机会。其中 1995 年龄段
球员获得了最多的 264 次出场
机会和 14931 分钟出场时间。其
主要原因在于 1995 年龄段球员
在 2017 和 2018 赛季都是 U23 球
员，同时也有本届 U23 亚洲杯的
入选资格，因此俱乐部在人员选
择中不可避免的会有所偏向。

1996年龄段球员在2017赛季
共获得了88次出场机会和4133分
钟的出场时间，不仅低于 1995
年龄段球员，同时也低于 1997
年龄段球员。出现这种情况的主
要原因与 U23 亚洲杯和奥运会
有着莫大的关系。在 2020 年的
U23 亚洲杯上，1995 和 1996 两
个年龄段同样失去入选资格，因

此 1996 年龄段球员与 1995 年龄
段球员相比就失去了年轻一岁
的优势。而在 2020 年的 U23 亚
洲杯和奥运会中，1997 年龄段球
员都有资格参加，因此，1996 年
龄段球员与1997年龄段相比同
样失去了年长一岁的优势。

这样就可以解释，U23大名
单中为何1996年龄段的球员比
例相对较少。

中场球员平均体重67 . 4kg

本届U23大名单，各个位置
的球员在身体属性上也有着明
显的差异。入选名单的三名门
将最高的是187cm的陈威，最矮
的是184cm的周煜辰；最胖和最
瘦的也是这两名球员，两者相
差8kg。

在后卫球员中，最高的是
入选2017年东亚杯的刘奕鸣，
身高达到189cm，最矮的则是边
后卫邓涵文，身高178cm。

出自鲁能青训的高准翼身
高186cm，尽管身高不是最高，
但是接近80kg的体重却高于其
他22名球员。而体重最轻的球
员则是中场的南松，体重仅有
59kg，同时他170cm的身高也是
所有球员中最矮的，而这也决
定了他在场上积极快速的跑动
风格。值得一提的是，中场球员
中最高的是年轻球员刘若钒，
身高达到188cm，这一身高即使

在前锋中也无人能及，韦世豪
177cm的身高与刘若钒相比甚
至矮了11cm。

在平均身高上，门将位置
185 . 7cm最高，中场位置178cm
最矮。在平均体重上，后场球员
平均78kg最重，中场球员平均
67 . 4kg同样是最低的。因此，本
届U23亚洲杯中场球员的身体
对抗中，中国的小伙子们或许
会处于一定的下风。

韦世豪承担进球压力

本届U23亚洲杯备受关注
的另一个原因在于2017赛季是
足协U23新政实施的第一个完
整赛季，中国球迷都期待着新
政“保护”下的年轻球员展现出
高水平。

不得不说的是，在新政的
保护下，本次U23大名单的多数
球员在2017赛季中都获得了足
够多的出场机会，除去在德甲
效力的张玉宁和中甲的姚均
晟，其余21名球员平均出场16
次，首发14 . 3次。其中9名球员在
上赛季出场次数达到20+，首发
次数也同样达到20+。效力于广
州富力的黄政宇在2017赛季共
出场29次，场场先发，尽管没有
进球助攻，但是他90%的传球命

中率高居中超第四。效力于重
庆力帆的南松和效力于河南建
业的胡靖航在2017赛季分别为
球队贡献3个球1次助攻和3个球
4次助攻的数据。从山东鲁能租
借到梅州客家的姚均晟则在中
甲联赛中高效的贡献了5粒进球
和4次助攻。

值得一提的是，在出场次
数前十名球员中只有胡靖航和
杨立瑜2人是前锋球员，这与中
国联赛外援霸占出场时间有着
相当大的关系。2017赛季，U23出
场人次对比中，除去门将外，中
场球员出场最多，达到467次，而
前锋只有109次出场机会。这样
的数据不得不让人发出“锋无
力”的担忧。而在东亚杯打进2球
的前锋韦世豪则要在进攻中承
担更多的压力。

球队 人数 申花 2

鲁能 5 权健 2

恒大 3 上港 2

国安 2 其他 6

U23球员所属俱乐部

年龄段 1995 1996 1997 19981999

门将 1 1 1

后卫 5 2 1 1

中场 4 2

前锋 2 3

合计 12 2 7 1 1

U23球员年龄段统计

位置 门将 后卫 中场 前锋

最高 187 189 188 183

最矮 184 178 170 177

平均 185 . 7 182 178 180 . 6

最胖 81 79 77 76

最瘦 73 65 59 65

平均 77 78 67 . 4 68 . 2

23人身高(cm)体重(kg)统计

2017赛季中超U23球员表现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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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赛季U23球员出场统计

出场次数 出场时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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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赛季中超U23使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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