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练 四强 决赛 冠军

齐达内 3 2 2

海因克斯 4 3 2

克洛普 2 1 0

迪弗朗西斯科 1 0 0

球星 出场 进球 场均

C 罗 10 15 1 . 5

莱万 9 5 0 . 56

萨拉赫 10 8 0 . 8

哲科 10 6 0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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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四强席位
西甲渐成常客

96250万欧元

皇马总身价两倍于罗马

半决赛对阵结果出来以后，
关于最终冠军归属的猜测就成为
了球迷茶余饭后的谈资。尽管比
赛结果无法预测，但是从身价对
比中可以看出，皇马和拜仁的这
场对决将会是决赛的提前上演。

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网站的
最新数据显示，皇马全队总身价
为96250万欧元，球员平均身价为
4185万欧元，C罗身价12000万欧
元，为全队最高；拜仁全队总身价

77900万欧元，在四强中仅次于皇
马，平均身价2885万欧元，队内身
价最高的是莱万，身价为9000万
欧元。

相比于皇马和拜仁的豪华身
价，另一组半决赛的两支队伍则
显得有些寒酸。利物浦总身价为
54800万欧元，平均身价2195万欧
元，萨拉赫身价8000万欧元全队
最高；罗马全队总身价为38890万
欧元，连皇马的一半都不到，平均
身价仅有1620万欧元，队内身价
最高的球员是球队中场纳英戈
兰，身价仅4500万欧元。

进 33 球丢 7 球

红军利物浦攻防俱佳

1/4 决赛中利物浦遭遇英超
同胞，然而红军却出人意料的两
回合双杀曼城队闯入四强。相比
于皇马和拜仁，利物浦并不被看
好，但事实上，无论是小组赛还
是淘汰赛，红军在攻防两端的表
现都要好过其他三支球队。

小组赛中，利物浦6场比赛
打进23粒进球，场均进球数接近4
个，而皇马和拜仁小组赛进球数
仅有17粒和13粒，罗马更少，只有
9粒；失球数皇马7粒最多，其余
三支球队皆是6粒。淘汰赛阶段，
利物浦4场比赛打进10粒进球和

拜仁并列第一，皇马和罗马分别
打进9粒和6粒进球；防守端利物
浦仅丢1球。

10场比赛中，利物浦打进了
惊人的33粒球，并且仅丢7粒球，
两项数据皆是四强之首。

场均1 . 5球

C罗无愧皇马当家球星

越是关键比赛越需要球队当
家球星站出来，欧冠半决赛更是
如此。从这一点上来看，皇马无疑
是 4 支球队中最有希望赢下比赛
的球队，因为他们拥有连续11场
在欧冠取得进球的C罗。

本赛季欧冠10场比赛C罗全
部出场，共取得15粒进球，场均可
以打进1 . 5粒球，两项数据皆为所
有球员之首。拜仁这边莱万无疑
是球队的当家球星，然而9场比赛
打进5粒球的莱万场均只有0 . 56

粒进球，远远低于C罗。
另一组对阵双方，利物浦球

星萨拉赫出场10次打进8粒球，场
均进球数为 0 . 8 粒，是球队闯入
四强的绝对功臣；罗马队哲科同
样出场 10 次，共打进 6 粒进球，
场均进球数为 0 . 6 粒。

28 次半决赛

皇马 15 次取得胜利

自从欧冠诞生以来，皇家马
德里共28次打进半决赛，最近一
次半决赛是2016-2017赛季淘汰
同城对手马竞。

在这28次欧冠半决赛中，皇
马有15次打进决赛，并且有12次
夺得了欧冠冠军，今年有望达成
三连冠。

拜仁作为另一支欧冠豪门
球队目前为止共18次杀入欧冠
四强，最近一次是2015-2016赛季
对阵马竞，拜仁以客场进球的劣
势止步半决赛。拜仁历史上10次
闯进决赛，5次拿下欧冠冠军，最

近一次夺得欧冠是2012-2013赛
季，主教练正是海因克斯。

红军尽管只有9次半决赛经
历，但是利物浦7次闯进决赛，5
次夺得冠军，胜率要高于皇马和
拜仁。利物浦最近一次半决赛是
2007-2008赛季负于切尔西，最近
一次夺冠则是经典的“伊斯坦布
尔之夜”中点球战胜AC米兰。

罗马作为四强中最大的黑
马，1983-1984赛季曾打进欧冠决
赛，决赛对手正是利物浦，最终
利物浦夺得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皇马此前闯
进欧冠四强的次数正好等于拜
仁、利物浦和罗马三支球队闯进
欧冠四强次数的总和。

11胜2平11负

皇马拜仁第25次对决

4月26日，欧冠首回合比赛
拜仁将在主场迎战皇马，这将是
两支队伍在欧冠赛场中的第25
次对话。自欧冠（前身为欧洲俱
乐部冠军杯）诞生以来，皇马和
拜仁已经有24次交手，双方战绩
皆为11胜2平11负，可谓是平分
秋色。双方上一次在欧冠赛场交
手是2016-2017赛季，首回合交锋
中皇马客场2:1战胜对手，次回合
皇马主场4:2大胜拜仁。

另一组半决赛对阵双方利
物浦和罗马此前在欧冠赛场上

共交手 5次，第一次交手便是
1983-1984赛季的欧冠决赛，利物
浦通过点球大战获胜赢得冠军。
在这5次交手中，利物浦占绝对
优势，取得3胜1平1负的战绩，罗
马则只有1胜1平3负。

4年3进半决赛

齐达内盼欧冠帽子戏法

半决赛中除了球队和球员之
间的对决，双方主教练之间的交
锋也值得球迷关注。皇马主帅齐
达内自 2016 年接过皇马帅位以
来共 3 次带队进入欧冠 4 强，此
前 2 次齐达内都在半决赛中获胜
并夺得最终冠军，本赛季再进4
强，齐达内的目标是3连冠。

拜仁主帅海因克斯共4次带
队杀入欧冠 4 强，3 次闯入决赛，
2 次获得欧冠冠军与齐达内相
同。值得一提的是，海因克斯本赛
季作为救火教练上任，下赛季已

经确定离任。
利物浦主帅克洛普共 2 次带

队闯进半决赛，1 次闯进决赛，没
有夺得冠军。罗马主帅迪弗朗西
斯科教练生涯只有本赛季1次带
队闯入欧冠半决赛的经历。

回首最近10年的欧冠四
强，从时间点可以看到耐人
寻味的一点，自C罗2009年转
会皇马以来，英超球队连续
在欧冠四强占三席成为过
去，西甲逐渐取代英超在欧
冠中的霸主地位，皇马、巴
萨和马竞均是近年来欧冠
四强的常客。

不过本赛季巴萨被罗
马逆转，导致四强球队分别
来自不同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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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马 17 7 9 5 26 12

拜仁 13 6 10 2 23 8

利物浦 23 6 10 1 33 7

罗马 9 6 6 6 15 12

小组赛 淘汰赛 总计

欧冠四强攻防对比

欧冠四强当家球星对比

欧冠四强主教练对比

数说欧冠四强

皇马半决赛次数 等于其他三队总和

隔记者 魏露

4月26日，欧冠半决赛即将
打响，拜仁遭遇皇马，利物浦则
迎战罗马。闯进半决赛的四支
队伍中，既有此前两届冠军皇
家马德里，也有数十年未打进
四强的罗马。

扣人心弦的半决赛开打之
前，一些欧冠四强的数据对比
将会让比赛更具看点。

欧冠四强球员身价对比（万欧元）

皇马 拜仁 利物浦 罗马

96250
100

总身价

球队

77900

54800
38890

平均身价

4185 2885 2195 1620

最高身价

C罗
12000

莱万
9000

萨拉赫
8000 纳英戈兰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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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四强历史参赛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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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

四强

决赛

1

欧冠四强历史交手统计

拜仁vs皇马

利物浦vs罗马

交手 24次
拜仁 11胜/2平/11负
皇马 11胜/2平/11负

交手 5次
利物浦 3胜/1平/1负
罗马 1胜/1平/3负

皇皇马马曾曾在在上上赛赛季季欧欧冠冠11//44决决赛赛中中淘淘汰汰拜拜仁仁。。

赛季：2008-2009
四强：

巴萨（西甲）、切尔西（英超）、
阿森纳（英超）、曼联（英超）

决赛：巴萨、曼联
冠军：巴萨

赛季：2009-2010
四强：

巴萨（西甲）、国米（意甲）、
拜仁（德甲）、里昂（法甲）

决赛：国米、拜仁
冠军：国米

赛季：2010-2011
四强：

巴萨（西甲）、皇马（西甲）、
沙尔克04（德甲）、曼联（英超）

决赛：巴萨、曼联
冠军：巴萨

赛季：2011-2012
四强：

巴萨（西甲）、皇马（西甲）、
拜仁（德甲）、切尔西（英超）

决赛：拜仁、切尔西
冠军：切尔西

赛季：2012-2013
四强：

巴萨（西甲）、皇马（西甲）、
拜仁（德甲）、多特蒙德（德甲）

决赛：拜仁、多特蒙德
冠军：拜仁

赛季：2013-2014
四强：

马竞（西甲）、皇马（西甲）、
拜仁（德甲）、切尔西（英超）

决赛：马竞、皇马
冠军：皇马

赛季：2014-2015
四强：

巴萨（西甲）、皇马（西甲）、
拜仁（德甲）、尤文图斯（意甲）

决赛：巴萨、尤文图斯
冠军：巴萨

赛季：2015-2016
四强：

马竞（西甲）、皇马（西甲）、
拜仁（德甲）、曼城（英超）

决赛：马竞、皇马
冠军：皇马

赛季：2016-2017
四强：

马竞（西甲）、皇马（西甲）、
尤文（意甲）、摩纳哥（法甲）

决赛：皇马、尤文
冠军：皇马

赛季：2017-2018
四强：

皇马（西甲）、拜仁（德甲）、
利物浦（英超）、罗马（意甲）

决赛：待定
冠军：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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