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23
首发
次数

场均
时间

（分钟）

射门
次数

姚均晟 6 68 . 5 7

刘洋 5 42 . 2 5

刘军帅 1 47 . 7 0

陈哲超 0 22 . 7 1

李海龙 0 2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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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华夏 VS 北京人和
比赛时间：4月21日15:3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佩莱格里尼

前6轮比赛，双方战绩皆
为2胜1平3负，但是两支球队
的处境却截然不同，北京人
和作为升班马能在开局阶段
远离降级区已经算是惊喜，
然而河北华夏作为上赛季中
超第4名并且险些闯进亚冠，
但是本赛季却先后输给鲁
能、申花和上港这三支强队，
同时被泰达逼平，取胜的两
场比赛分别是面对贵州和亚
泰这两支弱旅。

休赛期引进马斯切拉诺
的河北华夏在前6轮让球迷
感到失望，关于让佩莱格里
尼下课的声音纷纷响起，如
果主场面对升班马球队依旧
无法取胜，这位前皇马主教
练的帅位将会更加不稳。

大连一方 VS 天津权健
比赛时间：4月22日15:3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舒斯特尔 首胜

中超联赛前6轮，16支队
伍中已经有15支球队取得过
胜利，唯一未尝胜绩的便是
休赛季引援力度最大的大连
一方，同为升班马的北京人
和已经取得两场胜利。

本场比赛不仅舒斯特尔
要为大连一方争取首胜，权
健主教练保罗·索萨也要为
权健拿下这场比赛，毕竟作
为亚冠球队权健的联赛排名
才只是第10名。

北京国安 VS 广州恒大
比赛时间：4月22日19:35

直播平台：PPTV CCTV5+
关键词：巴坎布 索里亚诺

恒大最近两场比赛都取
得胜利，但是两场比赛只打
进2粒进球，阿兰停赛的影响
逐渐显现，这次做客工人体
育场，广州恒大需要更加出
色的进攻才有可能取胜。

相比于恒大，国安发愁
的是外援选择，索里亚诺和
巴坎布表现同样出色，但是
位置重叠两人不能同时上
场。此外，本场比赛也关系着
哪支球队能继续位列积分榜
前三。

上海上港 VS 天津泰达
比赛时间：4月22日20: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7连胜 武磊

开局6连胜，豪居积分榜
第一，上海上港已经成为了
最有希望夺得联赛冠军的球
队，但是上港切记不可大意，
上赛季上港便多次错失夺冠
机会，让恒大得以完成7连冠
的伟业。

主场面对排名第9的天
津泰达，上港拥有绝对优势
去争取联赛开局7连胜，同时
武磊需要更多进球来保持射
手榜第一的优势。

记者 魏露

进进攻攻线线过过于于依依赖赖外外援援

鲁鲁能能UU2233首首球球何何时时来来
场均两次U23首发

前6轮中，鲁能U23共有19人
次出场，排名中超第二，大连一方
以20人次领衔中超；总出场时间
上，鲁能为889分钟位列第二，排
名第一的是大连一方，出场时间
高达1052分钟；鲁能首发出场时
间为732分钟位列第三，大连一方
和江苏苏宁分别以879分钟和754
分钟位列中超前两位。

从数据统计来看，李霄鹏在
U23的使用上没有像大连主帅舒
斯特尔如此激进，第5轮中，舒斯
特尔派出了 4 名 U23 首发的比赛
阵容，而鲁能第 5 轮只有 2 名
U23 首发。

前 6 轮鲁能首发人次为 12
次，其中姚均晟 6 场全部首发，刘
洋首发 5 场替补 1 场，刘军帅首
发 1 场替补 2 场，李海龙替补登
场 1 次。

从出场时间来看，姚均晟共
出场411分钟位列队内U23之首，
排名第2的是刘洋，共出场253分
钟，刘军帅出场143分钟，李海龙
则只在首轮比赛中出场2分钟。

此外，姚均晟场均传球次数
为 35 . 2 次，在队内仅次于佩莱、塔
尔德利、蒿俊闵和郑铮四名老将，
而且姚均晟在比赛中多次送出极
具威胁性的传球，他在场上的表
现也让球迷看到了接班蒿俊闵的
可能性。

5 名 U23 仅射正 1 次

尽管鲁能U23球员的表现足
够出色，但是当韦世豪、黄紫昌等
8 名 U23 球员都取得进球时，身
为青训大户的鲁能U23球员进球
确迟迟不能到来。

中超前6轮，U23球员共打进
了10粒进球，取得了6次助攻，国
安的韦世豪和苏宁的黄紫昌分别

打进2粒进球，其余6粒进球分别
由桂宏（华夏）、曹栋（重庆）、汪晋
贤（一方）、徐友刚（申花）、朱征宇

（贵州）、曹永竞（人和）打进。
从进攻数据来看，鲁能 U23

球员在场上机会并不多，姚均晟
共有 7 次射门，但只有 1 次射正，
刘洋共有 5 次射门，没有 1 次射
正，陈哲超有 1 次射门，没有射
正，刘军帅由于位置靠后并没有
射门。除此之外，鲁能大名单中还
有 1 名 U23 球员郭田雨，虽然他
在场上主打前锋位置，但是 1999
年出生的郭田雨目前尚未得到出
场机会。

总体来说，鲁能 5 名 U23 出
场却只有 1 次射正，不过姚均晟
在此前的东亚杯和 U23 热身赛中
已经分别为国家队取得了进球，
接下来的联赛中最有希望为鲁能
打进 U23 首球的仍是姚均晟。

足协杯第4轮开球时间敲定

鲁能全华班客战延边
2018中国足协杯第四轮开球

时间敲定，4月25日19:35广州恒大
客场挑战中乙队宁夏山屿海，25
日14:00山东鲁能客场对阵延边北
国，上海上港将在4月25日20:00对
阵陕西大秦之水。

足协杯第三轮的比赛中，中
乙球队和业余球队的发挥颇为强
势，中甲16强一起出击，但只有申
鑫、卓尔、黑龙江、辽足4队晋级。
11支乙级球队爆冷晋级，其中第2
个比赛日，7支出战的中乙球队全
部淘汰中甲晋级。仅存的一支业
余球队武汉楚风合力则凭借点球
大战淘汰永昌，昂首杀到第4轮，
第4轮面对中超球队富力。

在即将到来的足协杯第四轮
比赛中，中超16强将一同亮相，比
赛规则遵循低级别联赛打主场的
单场淘汰制，并且外援使用规则
也要遵循低级别联赛。也就是说，
包括恒大、鲁能、上港在内的11支
中超球队，在对阵中乙及业余球
队时，不能使用外援。4月21联赛
客战富力以后，鲁能将会奔赴延
边对阵延边北国，蒿俊闵、郑铮、
戴琳等一干老将可能也会轮休，
而鲁能年轻的U23球员姚均晟、
刘洋、陈哲超和刘军帅等人将会
获得大量出场机会，联赛中尚未
亮相的郭田雨以及仅出场一次的
成源也很可能会出战第四轮足协
杯比赛。 综合

亚冠小组头名出线

恒大近三年首次赢日本球队两球
北京时间4月18日，恒大3：1

完胜大阪樱花，取得近3个赛季面
对日本球队的最大比分胜利。

2012赛季首次征战亚冠，恒
大当年3次面对日本球队取得2胜
1平的不败战绩。2013赛季，恒大
抗日更是全面大捷，尤其是半决
赛再度面对柏太阳神，取得4：1和
4：0的双杀。

2014赛季，小组赛面对横滨
水手1胜1平，同样是恒大最终头
名晋级的关键，而1/8决赛对垒大

阪樱花，恒大更是首回合5：1大胜
对手，次回合回到主场轻装上阵

“放水”对手才导致输球。
2015赛季，是恒大最后一次

面对日本球队呈碾压之势，小组
赛面对鹿岛鹿角1胜1负，1/4决赛
PK柏太阳神1胜1平，半决赛面对
大阪钢巴1胜1平，但从半决赛次
回合与大阪钢巴0：0互交白卷以
来，恒大日本克星的地位开始受
到威胁。

2016赛季小组赛遭遇浦和红

钻，恒大主场2：0领先的情况下被
对手连追2球逼平，前往客场更是
0：1告负，导致小组提前1轮出局。
2017赛季PK川崎前锋，主场被对
手1：1逼平，前往客场0：0互交白
卷，导致恒大最终被对手力压只
能以小组第2晋级。

尽管与以往的碾压态势相
比，恒大面对日本球队今不如昔，
但以2球优势完胜对手，则是最近
3个赛季以来首次以如此酣畅淋
漓的态势拿下J联赛球队。 综合

亚冠 1/8 决赛对手确定

上港先客后主战鹿岛鹿角
2018年亚冠联赛小组赛H组

比赛全部结束，水原三星队客场
1：0战胜鹿岛鹿角队，积分反超对
手一分，排名小组第一出线，鹿岛
鹿角队排名小组第二出线。按照
赛程安排，H组的出线球队将对阵
F组的小组前两名。F组小组前两
名已经确定，分别是上海上港队
和蔚山现代队。这样，上港队将在
1/8决赛中对阵鹿岛鹿角队。

1/8决赛中，上港队将先客后
主，比赛时间分别为5月9日和5月
16日，两回合的胜者晋级亚冠八
强。上港队三次参加亚冠，多次遭

遇日本球队。2016年亚冠小组赛与
大阪钢巴队同组，主客场双杀对
手（主场2：1、客场2：0），1/8决赛遭
遇东京FC，客场1：2告负的情况
下，主场依靠武磊的绝杀1：0获
胜，凭借客场进球多的优势晋级
八强。

2017年亚冠联赛，上港队两次
遭遇浦和红钻。小组赛两场比赛
双方各胜一场，上港主场3：2获
胜、客场0：1告负。半决赛，上港和
浦和再次相遇。上港队主场1：1战
平对手，客场0：1输球，总比分1：2
不敌对手无缘决赛。

本赛季亚冠，上港队小组赛
遭遇川崎前锋，客场1：0获胜，主
场1：1被对手逼平。三年亚冠，上
港队遇到了4支日本球队，战绩为
5胜2平3负占据上风。不过，他们
还没有遇到过鹿岛鹿角队。这支
世俱杯亚军球队，一度让皇马狼
狈不堪。上赛季亚冠1/8决赛，他
们两回合和恒大队战成2：2（主场
2：1、客场0：1），仅仅依靠客场进球
少的劣势被无缘八强。本赛季，上
港队和鹿岛鹿角队争夺一个八强
席位，只要上港正常发挥，相信可
以战胜对手过关。 综合

鲁能U23统计出场统计

直播预告
广州富力 VS 山东鲁能
比赛时间：4月21日19:35

直播平台：CCTV-5 山东体育

□记者 魏露

中超6轮战罢，山
东鲁能暂时位列积分
榜第三，这样的排名
足以让鲁能球迷欣
慰。不过，此前被寄予
厚望的鲁能U23球员
在前6轮还没有取得
进球。从U23各项数据
来看，最有希望为球
队打进首粒进球的
U23球员是姚均晟。

中超第七轮

焦焦点点赛赛事事
推推荐荐

鲁鲁能能UU2233球球员员姚姚均均晟晟

在在前前66轮轮联联赛赛中中均均首首发发出出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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