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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进球，强⼤的战术灵活性和⾼⽔平的竞技性，
为国家队⾜球提供了最佳的展示平台。

“ ⼀届
   精彩纷呈
   的锦标赛”

⻨克斯⻙尔·舍雷尔
欧⾜联⾜球发展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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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在⾜球⽐赛中，⼀些最激烈的情感往往来⾃于⽐赛中可预

⻅的部分，⽐如点球⼤战。但是，当克⾥斯蒂安·埃⾥克森在

丹⻨对芬兰的⾸场⽐赛中倒下时，我们都没有为这场⾜球以

外的悲剧做好准备。当他在球场上进⾏⼼肺复苏时，所有⼈

不得不共同经历这可怕的时刻，当听到他正在恢复时，我们

都松了⼀⼝⽓。我们都被丹⻨队当时的庄严⾏为所感动，除

此之外，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们的赛场表现。丹⻨

队在前两场⽐赛失利的情况下仍进⼊淘汰赛阶段，他们踢出

了漂亮的⾜球，创造了历史，并在半决赛中⾯对英格兰队时

将⽐赛拖⼊加时。这是对他们对队友的⼀次最好的致敬。

2020年欧⾜联欧洲杯带给了我们很多积极的因素——尤其

是对裁判⽔平的⼴泛赞誉。本报告引⽤了欧⾜联技术观察团

队提出的主题，并通过⽐赛⽚段的数据分析佐证他们强调的

重点。我们希望这将对教练员和教练员培训讲师有所帮助，

希望他们利⽤我们在2020年欧洲杯上看到的发展趋势，培养

更多未来的精英球员和技术⼈员。

新冠疫情对⼈们的限制也给予了我们⼀个很好的动机，组建

了⼀⽀由卡佩罗领导，令⼈印象深刻的欧⾜联技术观察团队。

尽管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进⾏⾯对⾯接触，但在随后安排的

⼀系列线上会议中，观察了51场⽐赛的16名教练员们不乏谈论

的话题。 

例如，球队的阵型展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上⼀届在法国

举办的锦标赛中1 -4-2-3-1是最流⾏的阵型。在2020欧洲杯⽐

赛中，有14⽀球队在不同⽐赛阶段使⽤了三中卫阵型。随着

越来越多的教练员选择使⽤三中卫搭配进攻能⼒极强的边翼

卫，许多球队在前场区域也派出⾜够的⼈员进⾏集体⾼压。

其他队伍更喜欢在转换中快速将防线收缩到低位，这使他们

获得了更多的快速反击空间。许多球队在每场⽐赛间和单场

⽐赛中都表现出很强的战术灵活性。最终展现出的结果是，

2020欧洲杯是⼀届精彩纷呈的锦标赛——进球总数增加超过

30%，⽐2016年第⼀届24队欧洲杯上的108个进球多得多。

我们同样看到了⼀届竞争激烈的⽐赛。⼩组赛的最后⼀个

⽐赛⽇的每场⽐赛也充满意义。事实上，在所谓的“ 死亡之

组” 中，法国、德国、葡萄⽛和匈⽛利在90分钟的⽐赛时间

内在F组的积分榜上来回穿梭。当⽐赛进⼊淘汰赛阶段时，出

现了⼋场平局延⻓到加时赛，其中四场需要点球决胜。

⽐赛报告记录了⼀些有趣的细节：⻄班⽛队在其参与的三

轮淘汰赛中都打了加时赛，冠军意⼤利队在A组内⼩组赛三连

胜后就再未在常规⽐赛时间的90分钟决出过胜负。这是⾃从

1976年安东宁·帕年卡的传奇勺⼦点球为捷克斯洛伐克赢得冠

军后，欧洲杯决赛⾸次由点球决出胜负。在第16轮⽐赛中，

四名前冠军被淘汰，其中包括世界杯冠军法国队和卫冕冠军

葡萄⽛队。这表明，在2020年欧洲杯上，准备充分的各参赛

球队之间⼏乎没有太⼤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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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往
温布利之路

当意⼤利队突出重围时，英格兰队刚刚⼼
满意⾜地在⼀场充满戏剧性的⽐赛中逐渐
找到⾃⼰的节奏。

决赛：意⼤利vs英格兰
7⽉11⽇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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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事 总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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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组
意⼤利队率先发难

卡洛特⾥在战胜
瑞⼠队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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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事 总 览

在罗⻢举⾏的开幕式为A组的⽐赛拉开序幕。

⼟⽿其队主教练谢诺尔·居内什表示：“ 我们直

到我们还不够好。但是第⼀场⽐赛对我的球员

产⽣了如此负⾯的影响。” ⾯对东道主，⼟⽿

其队以1-4-1-4-1的阵型对抗意⼤利队的1-4-3-

3。

以中低位防守来艰难应对主场作战的意⼤利队侵

略性极强的⾼位压迫，他们的主要反击⽅式是⻓

传球找中锋伊尔⻢兹。

    意⼤利队的进攻令⼈窒息，凭借⻓时间的

控球和左边后卫斯⽪纳佐拉频繁的前插持续

制造威胁。但令⼈沮丧的是，他们直到下半

场开始阶段才真正打出有⼒的⼀击。即便如

此，敲开对⽅⼤⻔的还是⼀个乌⻰球。⼩曼

奇尼的球队在取得领先优势之后变得逐渐从

容，在边路投⼊更多的兵⼒，并将领先优势

扩⼤到3-0。“ 他们踢得越好” 居内什懊悔地

说道，“ 我们就离⾃⼰的⽐赛⽅式越远。”

对于年轻的⼟⽿其队来说，A组的⽐赛结果

称得上是⼀种⽆情的惩罚。他们⽐其他16⽀参

赛队伍（包括⽐利时、法国、葡萄⽛或英格兰

等）有更多的进球机会。⼟⽿其队在第⼆场⽐

赛中通过充分利⽤场地宽度在边路囤积兵⼒，

切利克和云代尔在配合后输送出很多⾼质量的

传中。但威尔⼠的防空能⼒很强，能够轻松地应

对⼟⽿其的传中，正如技术观察员威利·鲁滕施泰

纳所评论的那样，“ ⼟⽿其在控球⽅⾯占据显著

优势时失球。”

罗伯特·佩奇的球队效仿⼟⽿其队的1-4-1-4-1，通

过两名边锋快速反击和有⽬的的纵深跑动，拉扯

出对⼿防线的空间——尤其是拉姆塞，他的进球

让威尔⼠1-0领先。⻉尔在最后⼀波进攻中的精彩

表现使得右边后卫罗伯茨再进⼀球，威尔⼠队2-0

获胜。

    威尔⼠队依靠顽强的意志⼒和守⻔员丹尼· 沃德

在⾸场对阵瑞⼠队的⽐赛中争取到1分。受到布雷尔

· 恩博洛⾼位压迫和渗透跑动的困扰，⾯对对⼿65

%控球率的威尔⼠队的防线收缩很深，并被迫频繁

⻓传球找中锋穆尔以寻求争抢第⼆落点。正是穆尔

的头球使球队1-1扳平了恩博洛在⽐赛开场时打⼊

的⼀球。

    弗拉基⽶尔· 佩特科维奇随后带领他的球队从

巴库前往罗⻢，与意⼤利队交⼿。他坚持使⽤1-3-

4-1-2阵型，使⽤⾼位压迫来⼲扰主场作战的意⼤

利队的后场进攻组织。他看到在意⼤利队重新控制

中场后，⾃⼰球队的防守陷⼊了局部3对3的局⾯。

曼奇尼率领的意⼤利队通过密集的防守阵型减缓了

瑞⼠队控球的节奏，⽽中场洛卡特⾥在纵深跑动后

的进球让意⼤利队以2-0领先，因莫⽐莱在⽐赛结

束前⼀分钟的进球帮助球队以3-0的⽐分锁定胜局

，顺利进⼊淘汰赛阶段。

    这使得其它三⽀球队在⼩组赛阶段的最后⼀个

⽐赛⽇才能决出晋级者。⼩曼奇尼观察球队的

表现后调整阵容，以三中卫阵型应对威尔

⼠队的1 -5-4-1 。球队拥有63%的控球率，

尝试射⻔23次（对⽐对⼿6次），并通过

任意球机会打⼊⼀球。下半时阿帕杜的红

牌迫使威尔⼠队正如佩奇所说的那样“ 摆

起了铁桶阵” ，在后场挖出⼀道战壕抵御

对⼿的进攻，以保护进球数优势。1 -0输

球反⽽被视作⼀场胜利。

    同时，瑞⼠队和⼟⽿其队也在巴库争夺另⼀

场必争之胜。⼟⽿其队忠于他们的1-4-1-4-1

阵型，再次利⽤巧妙的配合和⾼质量的传球在

对⼿罚球区内⻛⽣⽔起，只是在最后的传球、

决策和远射准确性上遇到了问题。



 

  

  

  

 

  

  

 

 

威尔⼠队强⼤的意志⼒帮
助他们在⾯对瑞⼠队的⽐
赛中艰难获取⼀分

瑞⼠队采⽤1 -3-4-1 -2 阵型，⼏名前锋时刻准

备移动到边路以在左路创造⼈数优势，右边

后卫维德梅尔在防守时后撤形成1 -4-4-1 -1  防守阵

型，沙奇⾥不断在⼟⽿其队单后腰身边制造空间，

在另外两名中场扎卡和弗洛伊勒的坚实⽀援下组织

进攻。对⼿失去控球权后的激烈逼抢和转换中的快

速反击使⼟⽿其的防守状态变得紧绷，尽管⼀脚远

射打进了他们本届⽐赛中唯⼀的进球，但居内什的

球队被瑞⼠队的三个进球送回家，其中两个进球由

沙奇⾥从中路打进。三⽀球队从这个由意⼤利队主

宰的⼩组出线，意⼤利队的强度和稳定性使他们在

本届⽐赛最具实⼒的球队中占有⼀席之地。

B组
丹⻨队在逆境中团结⼀致

摩尔在与瑞⼠队
的⽐赛中庆祝⾃
⼰扳平⽐分

瑞⼠队在巴库
击败⼟⽿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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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森为B组的⽐赛注⼊了情感因素。这位丹⻨

中场在跑动接应界外球时的突然倒地使⾸场⽐赛

陷⼊了痛苦的停滞，⽽为使他苏醒⽽进⾏的⽃争

则激起了⼈们的眼泪、惊愕和对⾜球关于⼈性的

反思。⽐赛恢复后，⼼烦意乱的丹⻨队射失了⼀

个点球，⽽芬兰队则把本场⽐赛中的唯⼀⼀次射

⻔尝试转化为进球——⼀次快速反击，传中后乔

尔· 波赫扬帕洛的头球，得益于他美妙的动作和

聪明的跑位。这场0-1的⽐分为东道主书写了⼀个

意想不到的童话开场。令⼈惊讶的是，他们虽然

输掉了⼩组赛的前两场⽐赛，但并不是被淘汰的

两⽀球队之⼀。

在这场“ 悲剧” 的⿎舞下，丹⻨队在与⽐利时

队的上半场⽐赛中以惊⼈的表现触底反弹，这促

使教练罗伯托· ⻢丁内斯承认：“ 我们已经有⼀

段时间没有接受这样的考验了。球员们似乎震惊

了。但他们有扭转⽐赛局⾯的经验。” 他们确实

做到了。丹⻨队从与芬兰队⽐赛时的1 -4-3-3转变

为三中卫阵型，对⽐利时队的三⼈防守施加⾼位

压迫，迫使对⽅⻓传找由凯尔贴身盯防的中锋卢

卡库。 中场休息后，⻢丁内斯将⾃⼰的中锋

移动到右路，为德布劳内向丹⻨队中后卫身后

的纵深跑动腾出空间。这⼀策略收获了两个进

球。

⽐利时队在⾯对俄罗斯队的⽐赛中以压倒性

的表现占据优势。俄罗斯队的经典1 -4-4-2 阵型

被对⼿边路的运⽤和防线之间紧密的联系牢牢克

制。



B组（从上到下）：
丹⻨队⿎舞⼈⼼的团
队精神；卢卡库庆祝
进球；芬兰球迷沉浸
在他们的第⼀届欧洲
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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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被迫⻓传球找中锋祖巴，俄罗斯队的进攻缺

乏穿透⼒，毫⽆还⼿之⼒地被打进3个球。第⼆

次在圣彼得堡主场作战时，俄罗斯队主帅切尔切

索夫将阵型由对阵芬兰队时的低位防守1 -5-3-2切

换为1 -3-4-2-1，通过⼽洛温和⽶兰丘克在对⼿

防线之间的配合加强球队的中前场进攻组织。后

者的进球打破了芬兰队纪律严明、拼劲⼗⾜、组

织完备的防守。

前⼏轮⽐赛的结果导致在最后⼀个⽐赛⽇四

⽀球队中的任意⼀⽀都有可能晋级淘汰赛。⽐

利时队⼿握6个积分的优势对阵丹⻨队。他们快

速的传球配合、⾼速1对1跑动，极具侵略性的压

迫和⾼位防线在⾯对不够紧密的防线时可以做到

在丢球后迅速夺回球权。芬兰队的进攻从后场向

中场过渡；将边翼卫推到前场以⽀持进攻跑动；

并尝试从中场传球到⽐利时队⾼位防线的身后。

他们顽强抵抗，赫拉德茨基的出⾊扑救（及传球

拦截）⼒保球⻔不失。然⽽他的⼤⻔在第74分钟

被攻破——⼀个⻆球之后，⽪球打到⻔框后从他

的左⼿旁边溜进球⽹。随后卢卡库的有⼀个进球

帮助球队2-0取胜，锁定⼩组头名。

在哥本哈根，俄罗斯队寻求⼀场平局；分数较

少的丹⻨队则需要⼀场漂亮的胜利。两名教练员

都选择了1 -3-4-2-1阵型，俄罗斯队专注于⾼位压

迫，如果没能夺回球权，则快速回收到2条5⼈防

线的低位防守，保留久巴在前场作为反击点。如

果快速进攻不可⾏，那么就要通过耐⼼的控球打

法获得⽐赛的胜利。

尤尔曼德的阵型弹性⼗⾜，两名队员被赋予

了极⼤的⾃由度：达姆斯⾼在前锋波尔森身后

活动；中后卫克⾥斯滕森被释放，加强中场控

制⼒。由于创造明显机会⽐较困难，丹⻨队在

临近上半场结束才打进关键⼀球。之后，在⽐

赛进⾏到1⼩时左右时，⼀记横跨球场的任性传

球给了波尔森⼀个破⻔机会，丹⻨队获得了他

们所需要的两个进球的制胜优势。在久巴通过

点球扳回⼀城后，尤尔曼德将球队阵型调整为1 -

3-5-2，⾯对俄罗斯队的奋⼒追赶，丹⻨队打进

了两个精彩的进球——⼀个来⾃精⼼设计的进

攻配合，另⼀个则是快速反击。4-1的胜利使丹

⻨队在与所有对⼿的较量中获得第⼆名，⽽俄

罗斯队位居第四，芬兰队最终获得第三名。



荷兰队在第三场⽐
赛中展现出精妙的
进攻配合 

 C组
打破传统对荷兰队颇具成效

荷兰队⻓维尔纳杜姆
享受队友盛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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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选赛⼩组赛中落后于奥地利和波兰，并最

终通过欧国联的途径在决赛阶段⾸次亮相，北

⻢其顿骄傲地进⼊了本届欧洲杯的C组，但他们

身上挂满了“ 弱者” 的标签。尽管⽐赛的结果

被众⼈认可，但很少有⼈会不同意主教练伊⼽

尔· 安格洛夫斯基的观点：“ 这⽀球队有实⼒

，理应进⼊决赛阶段你。没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们感到很抱歉。”

在对阵奥地利队的⾸场⽐赛中，他采⽤了1 -5 

-3-2阵型，阿德⽶作为后卫线身前的屏障；巴

尔希和埃 尔 ⻢ 斯 享 有 在 中 场 的 ⾏ 动 ⾃ 由 ；

特拉伊科夫斯基协同37岁的国家头号球星潘德夫

占据锋线。 他们通过中位防线稳固防守，并通过

左边翼卫阿利奥斯基极具侵略性的前插跑动、巴

尔希和埃尔⻢斯的技术和潘德夫聪明的移动和拿

球技术实施快速反击。说回对奥地利的⽐赛中，

他们在⽐赛节奏放缓时丢了两个球。

在对乌克兰的第⼆场⽐赛中也是如此，上半场

的两个进球促使安格洛夫斯基变阵为1-4-2-3-1，

这使得球队在接下来的25分钟⽐赛中占据主动权

，将⽐分扳为2-1。但这已是北⻢其顿队的极限。

在阿姆斯特丹与疯狂的荷兰队的⽐赛中，这⽀球

队鲜有进攻机会，最终以3-0的⽐分败北。

舍甫琴科的乌克兰队在三场⽐赛中变化丰富。

在阿姆斯特丹，他们列出1 -4-3-3 阵型，与主

场作战的荷兰队的1 -3-5-2 争夺控球权，0-2落后

的情况下触底反弹，在5分钟内连进两球（⼀个美

妙绝伦的运动战进球和⼀个定位球⼆次进攻），但

荷兰队体能充沛的右边翼卫邓弗⾥斯通过内切在第

85分钟攻⼊⼀球，锁定胜局。在对阵北⻢其顿的⽐

赛中，在津琴科巧妙的串联下，球队上半场表现出

⾊。但下半场表现不那么出⾊，舍甫琴科将球队阵

型调整为1-4-2-3-1，以重新控制⽐赛，并以2-1的

⽐分结束。

在对奥地利的关键⽐赛中，两⽀球队享有同等

的控球权，在激烈的压迫下努⼒保持着快节奏。

幸运的是，奥地利队的18次射⻔尝试中只有4个命

中球⻔范围，但也均未能对鲍姆加特纳的进球做

出回应。他们需要等待第三名的决出后才能为下

⼀轮⽐赛制定计划。



D组
英格兰队接管⽐赛

九⼩时的⽐赛在六个⼩组中进球最少的⼩组

产⽣了10个进球。另外，当其他三⽀队伍进⼊

淘汰赛时，苏格兰队在41次射⻔尝试只打进1

球的情况下被淘汰。 在⻓期缺席欧洲杯之后，

伤病再次影响了他们在本届⽐赛中的表现。球

队最出⾊的表现场次是在温布利球场与英格兰

队的⽆进球平局，吉尔摩被欧⾜联评为当场的

⽐赛之星，因为，引⽤欧⾜联技术观察员罗⽐

· 基恩的话来说，“ 他是球队在对⼿中后卫身

前游⼷的最主要球员，不断寻求接应机会，并

在最佳的区域接球，以保持球和球队的移动。

然⽽吉尔摩并没有踢另外两场⽐赛，这迫使克

拉克改变阵型，以寻求更好的中场平衡来⽀援

亚当斯和戴克斯组成的锋线搭档，但通常情况

下球队只能通过后卫线直接传球到前场。

 

这⼀点在他们与捷克队的⾸场⽐赛中表现得很

明显。最初，克拉克以1-5-3-2阵型将⻨克托⽶奈

作为单后腰使⽤，球队在下半场改变了阵型，⻨

⾦回撤与⻨克格雷格组合，让苏格兰队在中场获

得了更容易控球，并更好的掌握⽐赛控制权——

但结果并不尽如⼈意。当时，捷克前锋希克的两

个进球帮助球队2-0获胜，第⼆个进球是在中场，

苏格兰队远射后⽪球弹到他脚下后的⼀脚精彩吊

射。正如克拉克所说，这场失败“ 意味着我们必

须赶赴温布利，耗费⼤量的体能和精⼒，给⾃⼰

⼀个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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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荷兰队从此前⼀贯使⽤的1 -4-3-3阵

型调整为1 -3-5-2阵型引起了媒体的⼴泛议论，甚

⾄还有⼀架⻜机为此挂上条幅，低空掠过。但在球

队三连胜之后，没有⼈再质疑德波尔的决定。球队

的主要变化体现在：通过第三⼈更直接去接应前锋

的跑动⽽创造出⼀系列的短传配合；由德容控制的

中场体能与技术兼备；场上的执⾏速度；以及位置

轮转使得球队⼀半以上的进球由中场球员打进（维

尔纳杜姆时刻准备好进⼊对⽅的禁区），亦或是极

具冒险精神的右边翼卫邓弗⾥斯。

奥地利队是唯⼀⼀⽀从荷兰队⼿中夺回控球权的

球队。弗达在前两场⽐赛中以1-3-4-1-2的阵型构

建⾃⼰的球队，在对阵乌克兰的⽐赛中，他将球队

更换为4-2-3-1阵型，阿拉巴在每场⽐赛中都会担

任左中卫或左边后卫。球队尽可能尝试从后场组织

进攻，通过对前锋的直接接应耐⼼地通过中场，萨

⽐策不知疲倦地潜伏在前锋身后。两个边翼卫经常

做出背套配合和直插肋部的跑动，助攻⼒度极⼤。

当对⽅控球时，球队极⼒施压，迫使对⼿丢失控球

权。尽管被荷兰队击败，奥地利队依然较为舒适地

稳居⼩组第⼆。

雅列姆丘克
在对阵北⻢其顿的

⽐赛中射⻔得分



英格兰队防守稳固
⾼位压迫颇具效率

斯特林在对阵克
罗地亚的⽐赛中

脱颖⽽出

佩⾥⻄奇攻破
捷克队⼤⻔

13

  在0-0的平局后，球队唯⼀的晋级机会就是在

格拉斯哥赢下克罗地亚。但苏格兰队选择错了组

内的拿分对象。与前两场⽐赛相⽐，达利奇的球

队通过优秀的中场轮转加快了⽐赛节奏与速度，

创造出控球和控制⽐赛的机会。 特别是莫德⾥奇

，他深⼊到对⽅右后卫位置，在完美的时间和空

间内接球，掌控着这⼀侧的进攻战术——随后在

前场，打⼊⾃⼰的第⼆个进球，帮助球队以3-1取

得胜利。正如克拉克所说，“ 我们⾯对的是⼀⽀经

验丰富的球队，他们知道如何打好⼩组赛的第三场

⽐赛，⽽我们显然不太清楚——这就是我们回家

的原因。”

克罗地亚队随后的胜利使得他们成为⾸场⽐赛输

球的四⽀晋级球队之⼀。在温布利，英格兰队限制

了他们强⼤的中场三⼈组合莫德⾥奇、科瓦契奇和

布罗佐维奇的发挥，同时也扼杀了他们的边路进攻

——特别是在左翼。在败给斯特林的进球后，克罗

地亚队在与捷克队的⽐赛中表现低迷，此时捷克队

已经拿下了三分。 在对阵苏格兰队的⽐赛中，

希尔哈维的球队严阵以待，以1-4-2-3-1的阵

型出战。唯⼀的调整是⽤双后腰取代了之前的

单后腰。上半场点球落后之后，达利奇通过两

个换⼈调整在下半场开始2分钟后扳平⽐分。

这场1 -1 的平局使得捷克队在前往温布利的路

上没有后顾之忧。

与此同时，英格兰队主导着⽐赛。1 -4-3-3 阵

型的防守稳固，⾼位压迫颇具效率，索斯盖特的

球队没有失球，但另⼀⽅⾯，球队平均每场⽐赛

尝试射⻔数的数据排列在较低的档次。对阵捷克

队的⽐赛中，他们在边路⽐对阵苏格兰队时更成

功地创造出⼈数优势——尤其是左边路的斯特林

、格拉利什和左边后卫卢克· 肖的组合。的确，

这正是本场⽐赛唯⼀⼀个进球的来源。即便如此

，捷克队在⼀场充满能量的⽐赛中，通过中场的

短传和颇具威胁的传中取得了良好的控制。这正

是好事即将发⽣的迹象。



这使得波兰能够沿着边路快速反击，右边翼卫

尤伊维亚克的传中帮助莱万多夫斯基扳平了⻄

班⽛队上半场开场的进球。1-1的平局给主场作

战的⻄班⽛队带来了更⼤的压⼒，使波兰队得

以⽣存。

   与此同时，斯洛伐克在同从塞维利亚前往不

那么炎热的圣彼得堡的瑞典队的⽐赛中采取了

保守的⽐赛⽅式。他们耐⼼的后场组织使瑞典

队能够组建训练有素的1-4-4-2防守阵型，塔

科维奇的球队发现⾃⼰将球打到对⼿四名后卫

身后存在着问题。尽管两名守⻔员都做出了重

要

的扑救，但防守是⽐赛的主导因素，斯洛伐克对

⼀分的争夺最终因随后的点球被付诸东流。在第

三场⽐赛时，瑞典队暂时位居⼩组第⼀，斯

洛伐克队第⼆，⻄班⽛队第三。

    从俄罗斯⻜往⻄班⽛后，斯洛伐克受到酷暑的

困扰。铜⿎偶坚持使⽤1-4-2-3-1阵型，他们让

⻄班⽛队在半个⼩时内⼗分沮丧——⽽当莫拉塔

未能将点球转化为点球时，主场作战的⻄班⽛队

的神经变得更加紧张。但另⼀位出⾊的⻔将杜布

拉夫卡的⼀个奇怪的乌⻰球拉开了⽐赛的序幕。

由于布斯克茨现在可以稳定中场，⻄班⽛在侧翼

和肋部的空当上进⾏突破，在与对⼿的⽐赛中⼜

进了四个球，⽽对⼿很少有越过中场线的连贯进

攻。当终场哨声响起时，斯洛伐克队黯然离场，

任何想要寻找⾜球是⼀项疯狂运动的证据的

⼈，只要看看在塞维利亚⻄班⽛队对阵瑞典队

的⽐赛就会得到答案。安德森率领的球队跑了

113 公⾥，但控球时间不到16分钟。瑞典队守

⻔员奥尔森的传球次数远远超过他的队友们。

整场⽐赛全部28次解围球均为⻓传球，其中7次

到达了有利的位置。任意四名⻄班⽛球员传出

的准确传球都要多于瑞典队全队——瑞典队上

场的5 名替补球员总共只完成了14脚准确传球

。⽽场的⽐分：0-0。瑞典队的锋线组合伊萨克

和⻉⾥很可能有机会将明显的机会转化为进球

并帮助球队取得⽐赛胜利，并收获“ 逆转场上

局势” 的评价。

这场平局给主场作战的⻄班⽛队带来了巨⼤

的压⼒，也激发了E组其他参赛球队的⽃志。

特别是斯洛伐克队，他们在⾸个⽐赛⽇的⽐赛

后就在⼩组中名列前茅。当球队边锋⻢克将波

兰队的右边后卫带到边线并运球突破到他身后

的空当后，他们取得了领先。波兰在斯洛伐克

紧凑的防区内奋⼒寻找最后⼀传的机会，在中

场休息后扳平了⽐分，但在被罚10⼈作战的⼏

分钟内再次失球。第⼆场对阵⻄班⽛队的⽐赛

，索萨将球队的阵型由1 -4-3-3切换为1 -5-3-2，

   

瑞典队⾼居榜⾸
E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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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进球数差距的变化让他们随

后的⽐赛更加麻烦。与此同时，波兰队在与领头

⽺瑞典队较量时打出了 后⼀张牌。

    开场两分钟内就失球使他们的⼠⽓严重受损。

这个进球使安德森的球队得以通过标志性的紧凑

防守、积极的集体施压和整体向带球⼈的同步移

动来保持领先优势。注定要冒险的波兰⼈将列万

多夫斯基留在前场，⽽他的锋线搭档维德尔斯基

经常和泽林斯基⼀起后撤，组成两名影⼦前锋—

—这三⼈随后形成了第⼀道防线，以阻⽌瑞典队

从后场发起进攻。但是即便控球率占据劣势，瑞

典队依然通过快速反击将领先⽐分扩⼤为2-0。

    ⽐赛中的转换速度就好像两队在打乒乓球。波

兰队通过莱万多夫斯基抓住对⼿反击时的漏洞还

以颜⾊，将⽐分劣势减半。 在另⼀次快速反击中

，两名瑞典队员⼀反常态地扑向同⼀名队员，把

致命的9号莱万多夫斯基留在⻔前，使得他帮助

球队扳平了⽐分。这使得波兰队的⽬标只有争胜

。但是当他们为了这个⽬标努⼒时，却被⼜⼀次

快速反击攻破球⻔，替补登场的克拉松帮助球队

再⼊⼀球，将⽐分改写为3-2，把波兰队送回了

家。当决定⼩组第三名的全部⽐赛结束后，斯洛

伐克也确定要回家了，⽽瑞典则在与赛前预期相

反的情况下以⼩组冠军的身份进⼊淘汰赛阶段。



 

F组
匈⽛利⾯对重量级选⼿感到绝望

E组（左起顺时针）：
丹尼尔森在对⻄班⽛的⽐赛中表
现出⾊；莫拉塔在对阵波兰队的
⽐赛中庆祝进球；斯洛伐克队的
哈拉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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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锦标赛的死亡之组中，四⽀参赛球队都在担⼼⾃

⼰被淘汰。⽽被认为是待宰羔⽺的匈⽛利队则有意

提起屠⼑，他们第⼀次展现实⼒是对阵卫冕冠军的

神勇表现。罗⻄的球队以1-5-3-2的阵型开局，专

注于紧凑的低位防守、出⾊的身体素质和对对⼿持

球⼈的⾼度关注。⽽且当他们领先时，他们以速度

和决⼼推动⽐赛继续向前发展。他们对葡萄⽛的控

球表现得毫不担忧，尽量减少了各防线之间的空间

，并适当放松边路的防守，⽤危险⽽直接的反击找

到前锋绍洛伊。但匈⽛利队的⼀个进球被VAR判罚

越位⽽取消，并在84、87和90+2分钟时失球，以

被欧⾜联观察员迪亚克雷所说的“ 没有反映出⽐赛

的⾯貌” 的⽐分击败。

    同⼀天，德国队在对阵法国队时也经历了⼀场宕

起伏的⽐赛，他们表现得很出⾊，但没有⾜够的⼒

量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勒夫承认：“ 在某些时候我

们可以对对⼿造成压⼒，但我们没能创造出任何明

显的机会。” 法国队主帅德尚也表示同意：“ 这是

⼀场双⽅都具备很强实⼒和天赋的⽐赛，但下半场

我们表现得并不是很好。” 法国队依靠对⼿的乌⻰

球获得了本场⽐赛的胜利。

乌⻰球在德国队随后的⽐赛中也帮助了他们，在C罗

帮助葡萄⽛队领先后，两个乌⻰球使他们⽐分落后，在

中场休息后⼜两度失球，使 终的⽐分定格为4-2。另

⼀场⽐赛中，法国队在⾯对匈⽛利队的5⼈防线时坚

持⾃⼰的1 -4-3-3阵型，但却发现很难应对对⼿⼒量⼗

⾜的⽐赛⻛格。罗⻄的球队很⾼兴的发动了快速反击

，在菲奥拉突⼊禁区后破⻔得分，帮助球队领先。中

场休息过后，法国队奋进全⼒也仅仅是扳平了⽐分。 

    德尚在对阵葡萄⽛的 后⼀场⽐赛中调整了阵型，

当时球队的在⼩组内排名像烫⼿⼭芋⼀样上上下下。

托利索被安排在格列兹曼和姆巴佩身边，本泽⻢是单

前锋。

在半场阵地战进攻中，葡萄⽛队的边后卫们插上助

攻以形成中场的⼈数优势，⽽C罗再次在进攻中通过

⾃身机动性和与队友的位置互换扮演着” 伪中锋“ 的

⻆⾊。在防守端，桑托斯的球队与世界冠军在中场实

⼒不相上下，在夺回球权后他们或是将球直接传给中

锋，也会通过短传配合向前推进。据迪亚克雷介绍，

桑切斯是 出⾊的球员。他说：“ 他在进攻和防守上

都⾮常积极，他为球队奠定了充满信⼼的基调。” 这

是⼀场势均⼒敌的⽐赛，点球⼀直左右着⽐赛的⾛向

，葡萄⽛队踢进两个点球，法国队⼀个——加上本泽

⻢的⼀个运动战进球，2-2的⽐分使两队携⼿晋级。



    与此同时，主场作战的德国队在慕尼⿊迎战匈

⽛利队，这场⽐赛让他们在积分榜上像悠悠球⼀

样上上下下。匈⽛利队坚持⾃⼰的1 -5-3-2阵型和

防守反击策略，凭借着组织有序的防守、守⻔员

古拉科斯的出⾊发挥、绍洛伊在进攻端的精彩表

现和还有舍费尔和克莱因海斯勒在中场的不懈努

⼒在本场⽐赛中与德国队抗衡。抛开结果不谈，

本场⽐赛开始阶段他们在⼀次顶级由守专攻中从

右路为前锋绍洛伊输送传中，绍洛伊的头球攻⻔

⼀度让德国队跌到⼩组积分榜末位。

    勒夫开场阶段布置球队使⽤三中卫阵型，派出

克罗斯和京多安作为中场组织者，格纳布⾥出任

前锋。半场过后，他将萨内调整到右路，将基⽶

希调整到中路与克罗斯搭档，把京多安推向前场

去⽀援格纳布⾥。 这⼀调整使得哈弗茨打⼊⼀球

，但正当德国队两名刚上场的替补队员还在适应

⽐赛节奏时，绍洛伊的⼜⼀记精彩的向前传球撕

破了德国队的防线找到了快速前插，从守⻔员和

后卫之间穿过的舍费尔，舍费尔轻轻⼀点，再次

把德国队的头按进⽔中。好在随后替补上场的⼽

雷茨卡的进球救了德国队⼀命。

    虽然经历了⼀些曲折，但在⼩组赛落幕时，积

分榜的结果的确可以反应⽐赛的实际情况。在此

之前，很少有⼈能预测到在六个⽐赛⽇内，死亡

之组能有三名重量级选⼿晋级下⼀阶段。

   
   

细节决定成败

  
          
        
        

       
 

       
       

        
           

         
         

        

威尔⼠ 0!4 丹⻨
威尔⼠0-4丹⻨的⽐分似乎反驳了“ 成功和失败之

间差距很⼩” 这⼀观点。但威尔⼠队主帅佩奇恸

哭道，“ 我们⾮常失望和悲伤。我们不希望我们

的⽀持者们看到这样的⽐分。” 在阿姆斯特丹观

看这场⽐赛的技术观察员霍克评论说：“ 进球是

在威尔⼠不幸的时刻到来的。丹⻨理应获胜——

但4-0实在是太多了。” 在开场的前20分钟⾥，威

尔⼠打得很凶，并由⻉尔创造出⼀系列机会。“

丹⻨进⼊⽐赛节奏⽐较慢并且并没有任何对⽐赛

的控制，” 霍克评论道。

16强赛

        
        

        
       

          
         

       
        

          
           

      
     

        

 

 

 

 

 

 

 

 

16强的⽐赛展现出在10多年后，2008年欧洲杯的

⼝号“ 期待情感“ 依旧有效。“ 我们感到悲伤和

失望” 葡萄⽛队主教练桑托斯说，“ 没什么公平

或不公平，幸运或不⾛运。我们就是丢了⼀个球

，却没法进球。” “ 这的确让我们很失望。” 勒

夫在辞去德国队主教练职位后承认，“ 我们希望

取得更好的成绩，全队上下信⼼满满。出局的感

觉很糟糕。” “ 每个⼈都很失望。安静。只是沉

默，” 瑞典队的安德森评论道，“ 在⼀场⾜球⽐

赛中近尾声时被淘汰，这可能是我 痛苦的经历

。” ⾸轮淘汰赛就产⽣了强烈的情感。快乐和绝

望之间的差距很⼩，有时甚⾄微乎其微。

虽然经历了⼀些
曲折，但在⼩组
赛落幕时，积分
榜的结果的确可
以反应⽐赛的实
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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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事 总 览



下半场的奥地利队开始逐渐引⼈注⽬：格⾥利奇

在中后卫身前的出⾊表现；施拉格尔稳固防守并

向前接应进攻；⾟特雷格做出多次防守拦截，并

且能控制住球；萨⽐策在意⼤利队中场线和后卫

线之间找到可乘之机；中锋阿瑙托维奇是禁区前

沿和禁区内的佼佼者。奥地利队开始逐渐击溃意

⼤利队的中场，并将0-0的⽐分保持到常规时间

结束。

    这促使曼奇尼做出了三个明显的改变：两个在

中场，第三个在锋线，他派出费基耶萨替换右侧

的⻉拉尔迪。结果是两名替补队员——基耶萨和

中场球员佩⻄纳在加时赛中打⼊两球。奥地利拒

绝举起⽩旗，他们迫使意⼤利队在本届世界杯上

第⼀次被进球，并昂起头颅被淘汰。

这促使尤尔曼德进⾏战术调整，改变了⽐赛的⾯貌

。相⽐于采⽤两个边翼卫位置⾮常靠前的1 -3-4-2-1

阵型，他选择了1 -4-3-3，将边翼卫的位置回撤为

边后卫，并将中后卫克⾥斯滕森推向中场以接应

拉姆塞的纵深跑动。丹⻨队慢慢地获得了⽐赛的

控制——之后得益于多尔⻉⾥的两个进球，2-0领

先。之后的进球来⾃于梅勒和布莱斯维特，期间

威尔⼠队还遭到了严厉的判罚，威尔逊被红牌罚

下。

意⼤利 2!1 澳⼤利亚 "加时赛#
在⼩组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意⼤利队却被弗达的奥地

利队出乎意料地激发出更深层次的体能与精神。曼

奇尼的球队开局⾮常强⼒，为深⼊到进攻三区的渗

透传球创造出良好的⻆度——在丢失控球权后，寻

求快速反抢并就地多⼈反击。与被动的上半场相⽐

F组（左起）：
⼽森斯主场对阵葡萄⽛队；

迪涅突破匈⽛利队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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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 0!2 捷克
在三连胜的加持下，荷兰⼈们⾃信地前往布达

佩斯，但却被好⽃的捷克队⼀脚踢出了他们的

舒适区。由于霍莱斯和在他身前的绍切克和巴

拉克的出⾊表现，捷克队在中场封锁住了对⼿

的进攻。荷兰队 有效的应对是中后布林德的

创造性传球和⻢伦在进攻端的速度。然⽽，⽐

赛的转折点在于下半场早些时候，德⾥赫特被

红牌罚下，1 6分钟后霍莱斯打⼊⼀球。德波尔

初的回应是在调整为双后卫以追求扳平⽐分

，就在他⼤胆地考虑将阵型换为1 -3-3-3时，

捷克队以第⼆个进球锁定了胜利。

英格兰队和德国队在
16强赛中以响亮的⼀
炮拉开帷幕

凯恩庆祝与德国
队⽐赛中的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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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事 总 览

⽐利时 1!0 葡萄⽛
在塞维利亚，葡萄⽛队在⽐分落后⽐利时队之后

也战⽃到了 后⼀刻。⼩阿扎尔在罗⻉托的1 -3-4

-2-1阵型中出任左边翼卫。本场⽐赛中，⽐利时

队因德布劳内和⼤哈扎德受伤⽽⽆法全⼒应战，

双⽅关键的进攻球员C罗和卢卡库被⾼效的中后卫

牢牢限制。在中场球员桑切斯的渗透性跑动和传

球的推动下，葡萄⽛队像⻩蜂⼀样叮咬着⽐利时

队，试图扳平⽐分，但没有成功。桑托斯的球队

在数据上取得了优势，23-6的尝试射⻔数，尽管

只有4次命中球⻔范围内。⽽守⻔员库尔图瓦三

次出⾊的扑救⼒保⽐利时队守住微弱的优势。⻢

丁内斯承认：“ 葡萄⽛队在下半场动⼒⼗⾜，我

们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态。在战术上我们纪律

严明，并且踢得⾮常⾮常聪明。”



瑞典 1!2 乌克兰 "加时赛#
格拉斯哥是第⼆天的另⼀场情绪拉锯战的舞台

。瑞典队的防守⼀向组织严密，难以突破，在

进攻端由福斯⻉⾥领衔打出犀利的进攻，对乌

克兰队的防守构成持续的威胁。津琴科在1-3-5

-2的阵型中出任边翼卫，在在左边路占据的位

置⽐前⼏场都要宽，凭借⼀场出⾊的凌空抽射

帮助舍甫琴科的球队领先。福斯⻉⾥在半场结

束前扳平了⽐分，瑞典队在下半场中占据优势

，利⽤了对⼿线与线之间的空隙，创造了致胜

的机会——但没能将⽐分扳平。当加时赛进⾏

到第8分钟，丹尼尔森被红牌罚下，这导致乌克

兰队在⽐赛 后时刻的120+1分钟发动进攻。多

夫拜克的头球帮助使⽤三中卫体系的乌克兰队

击败经典1 -4-4-2阵型的瑞典队，获得⽐赛的胜利

。安德森的球队只得咽下苦果，打道回府。

克罗地亚 3!5 ⻄班⽛  "加时赛#
6⽉28⽇的⽐赛展现了永不放弃的⼼态。在哥本

哈根，克罗地亚在没有射⻔的情况下，20分钟内

以1-0领先。守⻔员⻄蒙的传球失误加剧了⻄班

⽛⼈的焦虑和沮丧。他们标志性的控球，就像他

们的两场⼩组赛⼀样，缺乏向前性。因此，当萨

拉维亚在半场结束前扳平⽐分时，⼈们松了⼀⼝

⽓。在边路不断冲击对⼿的情况下，他们⼜进了

两个球，这让他们冷静下来——但也许是过度冷

静了。达利奇换上替补加强进攻，克罗地亚将球

向前推进，在进攻三区不断造成混乱。当两名替

补在85分和90+2打⼊两球后，⽐赛被拖⼊加时

。但⻄班⽛队在加时赛开始阶段的两个进球让他

们⾮凡的精神受到了打击。

法国 3!3 瑞⼠ "加时赛#
瑞⼠队 5-4 点球获胜

在布加勒斯特，德尚在边后卫受伤的情况下，

以1-3-5-2的阵型对阵瑞⼠队的1-3-4-1-2。佩

特科维奇的球队在快速转换中顽强防守，弗罗

伊勒和扎卡不遗余⼒地保护后卫线并发起进攻

，前锋塞菲洛维奇的头球让瑞⼠队在半场结束

时领先。但当瑞⼠队的点球没能打进时，队员

们的⼼中的天平发⽣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在球

队泄劲瞬间，本泽⻢在⼏分钟内连进两球。博

格巴在中路的⼀记出⾊的射⻔，使法国队⼀时

间状态⽕热。在还剩15分钟时1-3领先，瑞⼠队

有充分的理由就此投降，但他们没有。塞菲洛

维奇的另⼀个头球和替补加夫拉诺维奇在接到

扎卡的穿透助攻后在 后⼀分钟的⼀记进球，

迫使⽐赛进⼊加时。当索梅尔扑出姆巴佩打出

的第10个点球时，世界冠军被淘汰出局。

英格兰 2!0 德国
英格兰队和德国队在16强赛中以响亮的⼀炮拉开

帷幕。索斯盖特在这场双⽅相互尊重⼜颇具历史

意义的较量中选择了1-5-3-2的阵型，以应对勒夫

的三后卫体系。英格兰队的防线紧凑⽽上提。德

国队的防线更低，以为球队预留出更多的快速反

击空间。 但⾼质量的防守也让⽐赛进⼊到 后阶

段前缺乏了进攻的乐趣。索斯盖特决定⽤格拉利

什替换右路的萨卡以促进边路的背套配合，左后

卫卢克· 肖在边路的空间中为斯特林送出传中，

帮助后者近距离攻破诺伊尔把守的球⻔。在德国

队浪费了⼀次扳平⽐分的⻩⾦机会后，肖和格拉

利什再次联⼿，后者的传球让哈利· 凯恩⼀蹴⽽

就，帮助球队赢得了来之不易的2-0胜利。

索梅尔庆祝对阵法
国队的胜利

卢卡库在对阵葡
萄⽛队的⽐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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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时 1!2意⼤利
在慕尼⿊，⽐利时队与意⼤利队的⽐赛是⼀场⾼

⽔平的战术⽃争，他们以1-3-4-2-1阵型与曼奇

尼的球队惯⽤的1-4-3-3对抗。⻢丁内斯派出了

三名经验丰富的中后卫；两名极具冒险精神的边

翼卫；两名后腰；两名中前场进攻队员（德布劳

内和变幻莫测的多库）；卢卡库在中锋位置上寻

找意⼤利队两名中后卫之间的空当。他们⽤控球

打法、快节奏的传球、线与线间利落的配合和快

速转换中的纵深跑动威胁对⼿的禁区。但在伤停

补时的点球扳回⼀城前，他们⼀直两球落后。

    ⽽他们的问题是对⼿也在相同的⽅⾯做得很出

⾊。⼀脚出球的快速控球进攻配合；⾼质量的斜

线传球；⾼强度的⾼位压迫帮助他们17重新夺回

球权；还有顶级的边路配合，尤其是左边，右脚

    

瑞⼠ 1!1⻄班⽛ "加时赛#
⻄班⽛ 3-1 点球获胜

当四分之⼀决赛在圣彼得堡拉开帷幕时，球迷

们刚刚坐到座位上，阿尔巴的远射就被扎卡⾥

亚挡⼊⾃家⽹窝，使⻄班⽛队暂时领先。从那

时起，剧本就不⾜为奇了。⻄班⽛队掌握着三分

之⼆的控球权，接近1000次的传球远胜于对⼿的

不到400次，尝 试 射 ⻔ 数 量 以 3 : 1 压 对 ⼿；

瑞⼠队英雄守⻔员索梅尔的传球数量⽐其他任何

队友都多。瑞⼠队的进攻完全哑⽕。边路球员停

在原地，边翼卫鲜有助攻机会，前锋完全接不到

球。但佩特科维奇的球队以紧凑的1 -4-2-3-1 阵型

顽强的防守着，⽤令⼈称赞的严密组织对抗着⻄

班⽛队的⾼压，寻找着进攻的机会。在⽐赛进⾏

到第68分钟时，沙奇⾥扳平了⽐分。

然⽽，9分钟后，前腰弗罗伊勒的红牌促使球队

阵型转变为1-4-4-1，更多地依靠精⼼设计的严密

防守。加时赛没有进球，尽管⻄班⽛的两个点球

四分之⼀决赛
 
 

   

      
        

         
          

        
       
         

        
         
        

       
        

       
       

        

  
        
      

       
      

     
     

       

戏剧、激情、当然，
还有最后的点球⼤战

都点球都没能⼊⽹，但瑞⼠队在与法国队的点球

⼤战中取得胜利的激情被本场的紧张和萎靡不振

所替代。 

边后卫斯⽪纳佐拉不懈的跑动创造了⼀些转移机会

让因斯涅在肋部进⾏了极具威胁的跑动——其中⼀

次以⽆可挑剔的远射打⼊了第⼆个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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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1-2 丹⻨

犯错代价⾼昂。在捷克队进⼊巴库球场后不久

，这条古⽼的消息就被不断验证。防守丹⻨队

的第⼀个⻆球时，两名队员扑向同⼀个对⼿，

中场德莱尼被忘记了⾜够⻓的时间，以便他冷

静地将⼀记决定性的头球顶⼊⽹内。这记重击

使捷克队不得不调整原先的⽐赛计划。他们的

优势仍然明显：绍切克领衔的中场积极跑动；

在边后卫的助攻下充分利⽤了场地宽度发起进

攻。但对丹⻨队的压迫收效甚微，反⽽暴露出

防线背后给对⼿传威胁球的空当，这⼀点为移

动迅速的达姆斯⾼所⽤。⽽就在中场休息前，

左边翼卫梅勒右脚脚背外侧的⼀记出⾊的传中

让多尔⻉⾥在后点争顶成功，这个进球让丹⻨

队的伤势更加严重。

    中场休息时，希尔哈维做出了两个调整，

撤下了⼀名后腰以增加中场的进攻空间，并

将阵型调整为1-4-4-2以⼒求增加对对⽅禁区

的威胁。这些调整收效显著，希克在四分钟

内扳回⼀球。尤尔曼德的应对是增加⼀名中

场；将守⻔员舒梅切尔当作放⼿的 后⼀道

坚实屏障；为快速防守反击打下基础。尽管球

员们的低电量警报已经在闪烁，但丹⻨队员们

依旧有充⾜的能体能守住胜果，尽管对⼿⼗分

顽强，但他们 终取得了胜利。

     

     

         

        

        

        

     

         

      

        

     

      

         

      

  

四分之⼀决赛（左起顺时针）：
库尔图瓦⽆法阻⽌因⻄涅的射⻔；
⻄班⽛队兴⾼采烈；
德莱尼为丹⻨队攻⼊⼀球

  
        

         
         

        
      

         
          

     
       

      
       
       

         
         

        
      

      
       

乌克兰 0!4英格兰
和捷克队⼀样，乌克兰队也需要在经历了⼀次⼏

乎致命的打击后找回平衡，因为斯特林漂亮的向

前传球让凯恩帮助让英格兰队在罗⻢遥遥领先。

中后卫克⾥特索夫受伤后，舍甫琴科从 初的1-

3-4-3阵型改为四后卫阵型，这似乎在对阵索斯

盖特的1-4-2-3-1阵型时提供了更好的稳定性。

但尽管津琴科不断尝试在左翼制造危机，亚尔莫

连科和雅列姆丘克的枪尖⼀直被紧凑的防区所限

制。⽐赛在下半场的前18分钟以英格兰队的三个

进球收场——⼏个边路传中让他们上演了头球帽

⼦戏法，中后卫⻢奎尔、前锋凯恩和替补上场的

中场亨德森各⼊⼀球。乌克兰在控球和传球⽅⾯

与英格兰不相上下，但没有取得进球。

  
      

        
        

        
     

        
         
       
        

       
       
       

        
        

         
       

       

       
          

21



尽管意⼤利队表现挣扎
但信念依旧坚定

在防守和反击⽅⾯
他们沿袭了⾃⼰的优良传统

若⽇尼奥和队
友们庆祝胜利

半决赛
意⼤利队⼒克⻄班⽛队
英格兰队战胜丹⻨队

⼩基耶萨在射⻔
尝试中扭曲身体

22

赛 事 总 览

意⼤利 1!1 ⻄班⽛ "加时赛#
意⼤利点球 4-2 获胜

在温布利，意⼤利队远离了他们的舒适区。由于

⻄班⽛控制了三分之⼆的控球权，他们不得不疲

于奔命。被对⼿进攻队员的机动性所牵制，和伪

9号奥尔莫所迷惑，使他们通常坚固的防线出现

了裂缝。在佩德⾥和科克时刻贴紧，甚⾄盯⼈防

守关键中场若⽇尼奥和维拉蒂的情况下，他们在

⻄班⽛队的紧逼下很难出球。 前者在对奥地利的

⽐赛中传出了112次传球，但在对⻄班⽛的⽐赛的两

⼩时内被限制在33次；维拉蒂只有30次。在他们的63

次传球中，有30次传给了守⻔员或后卫。意⼤利队

本场⽐赛传球次数 多的队员是两名中后卫和守⻔

员。⽆论是否控球，意⼤利队看起来都很不舒服。

另⼀⽅⾯，⻄班⽛利⽤他们的技术，以布斯克茨平

衡中场的优势，实施并维持了⼀整场快节奏的进攻

配合；佩德⾥⼀直在试图传出富有想象⼒的球，他

完成了26次破线的传球，67次传球尝试中有97%命

中⽬标；⻄班⽛队的两名边后卫也⼀直限制着意⼤

利队的反击——特别是左路的阿尔巴。

尽管意⼤利队表现挣扎，但信念依旧坚定。在

防守和反击⽅⾯，他们沿袭了⾃⼰的优良传统。

⽐赛进⾏到1⼩时时，多纳鲁⻢冲到禁区边缘，将

球向前抛出，发动了贯穿全场的反击， 终由⼩

基耶萨完成了精彩的射⻔。

路易斯· 恩⾥克的回应是派出了两名前锋——

其中莫拉塔在⽐赛只剩下10分钟的时候扳平了⽐

分。加时赛中他们制造出更多同样的机会：⻄班

⽛拥有76%的控球权并且不断在进攻。但是，正如

技术观察员卡兰卡所说，“ ⻄班⽛队因缺乏把握

机会的能⼒⽽受到惩罚，⽽意⼤利队在他们创造

的极少数机会中表现得恰恰相反。” ⻄班⽛队错

过了四个点球中的两个，点球⼤战的胜利让曼奇

尼的球队进⼊了决赛。



英格兰 2!1 丹⻨ "加时赛#
⼀天之后，丹⻨队做客温布利，与主场作战的英

格兰队打响半决赛的另⼀交锋。但在上半场的中

段，丹⻨队的势头⻬平甚⾄压过了英格兰队。在

战术上，他们坚持使⽤已经陪伴他们久经沙场的

武器：三名中后卫和两名边翼卫组成紧凑的防线

；两名后腰；前⽅另外三名进攻队员与整体防线

保持紧凑。进攻当中，两名边翼卫向前推进，利

⽤宽度，并且始终做好转移的准备。他们同样尝

试在后场组织进攻，但是由于缺乏到对⼿防线身

后的渗透跑动所以收效甚微，⼤多数的机会由远

射创造。但他们取得了领先。⼀记边路的任意球

配合遇到拙劣的防守帮助他们⼀度领先——达姆

斯⾼在英格兰队的⼈墙附近制造出⼀道视觉屏障

，这是本届⽐赛中第⼀个也是唯⼀⼀个如此成功

凯恩攻⼊⼀球后
转身庆祝

23

的任意球。

英格兰队 初因失球⽽⼼烦意乱，但凯尔将⼀

记凶猛的低平传中挡进⾃家球⻔，让英格兰队松

了⼀⼝⽓，此时⽐分变为1-1平。索斯盖特的球队

也坚持⼀贯的打法：由两名后腰球员组成的稳固

防线使对⽅很难突破；关键位置的绝对速度——

特别是斯特林和萨卡，在边路进⾏1对1时总能制

造危险。

然⽽，英格兰队对⽐赛的主宰也被顽强的防守抵

抗着（尤其是中后卫凯尔、克⾥斯滕森和⻙斯特⾼

），这也得益于守⻔员舒梅切尔的顶级发挥和赫伊

别尔在中场掌控着平衡。随着球队体能的下降，胡

尔曼德在90分钟内做出5次换⼈调整，在加时赛的

上半场做出了第6个换⼈调整——其中⼀次是由于

延森受伤⽆法坚持，甚⾄让他们⼀时间少打⼀⼈。

    更为不幸的是，英格兰队在此期间再度领先。

舒梅切尔为了挡住凯恩的点球，奋⼒向左⻔柱跃

起，但球却弹向中间。这粒点球让英格兰中锋重

获新⽣，如释重负。球迷和媒体们重放这96年欧

洲杯的主题曲，并希望在四分之⼀个世纪后，⾜

球真的能“ 回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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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布利的决赛
结束后，意⼤
利队与球迷共
同庆祝胜利



  经验帮助
意⼤利队
取胜

蓝⾐军团的⽼后卫阻⽌了
英格兰的年轻⼈们再度夺冠

25



    在前锋线上，斯特林和芒特在边路游⼷，⽽凯

恩则从意⼤利队中后卫身边回撤，配合进攻。当

索斯盖特的⽐赛计划收到效果时，⽐赛时间仅仅

过去了2分钟。英格兰队在左路实施⾼位压迫；

凯恩在右路的斜⻓传找到特⾥⽪尔，后者在底线

附近的⼀记传中找到了后⻔柱的肖。本该盯防肖

的右后卫迪洛伦佐被引诱到中路，失去防守位置

。肖打到近⻆的凌空抽射越过了多纳鲁⻢的⼗指

关，帮助球队取得领先。

    “ 在锦标赛期间，我们⼀直在讨论使⽤三中卫

的英格兰队能否获得冠军，尽管 终事与愿违。

” 技术观察员莫耶斯说道。“ 英格兰队⼀开始的

体系⾮常成功，⼀个边后卫传中到另⼀边得分。

我们认为索斯盖特的⽐赛准备很好，找到了⼀种

给意⼤利制造麻烦的⽅法。在这⼀点上，英格兰

队似乎⼏乎要将对⼿淘汰。”

    曼奇尼表情扭曲地观看着整个过程。他仍然忠

于⾃⼰的1-4-3-3阵型，以及在对阵⻄班⽛的半

决赛中⾸发的11名球员——仅在左边后卫的位置

上⽤埃莫森替换了受伤的斯⽪纳佐拉。随着上半

场⽐赛的进⾏，他的耐⼼和坚持得到了回报。

    “ 压⼒似乎来到了另⼀边，” 技术观察员卡兰

卡回忆道，“ 当你在⽐赛中领先时，就很容易害

怕输掉，特别是当你作为⼀⽀年轻的球队，在主

场数万名⾃家观众⾯前⾯对如此有经验的对⼿，

你不得不承受压⼒。⼀点点地，意⼤利扭转了局

⾯，以便可以随⼼所欲地⽐赛。”

    渐渐地，意⼤利队从主场作战的英格兰队⼿中

夺回了控制权。“ ⼀开始，” 技术观察员拉滕斯

泰纳说，“ 芒特和斯特林都在压迫意⼤利中后卫

，是他们⽆法把球交到组织核⼼若⽇尼奥脚下。

⼀旦他拿到球，也必须⾯对赖斯和菲利普斯的逼

抢，因此意⼤利队⽆法利⽤这个点。但曼奇尼显

然在中场休息时与球队发表了绝佳的讲话，因为

到了下半场⽐赛完全改变了。” 他们的选位更加

出⾊，若⽇尼奥能够拿到球以后，就成为球场上

的绝对领袖。” 渐渐地，⽐赛开始逐渐验证“ 控

球是⽐赛的⼗分之九” 这句⾜球名⾔。

    “ 当你派出边翼卫时，” 帕基·邦纳回忆道，“

你需要将⽐赛推进到前场，并且保持良好的控球

权。当英格兰队开始放弃控球权时，他们逐渐失

去了对⽐赛的控制。当⽪克福德只能通过⻓传球

发动进攻时，两侧的边翼卫发现他们很难进⼊进

攻模式。凯恩没有办法拼下空中球，⽽不是像之

前⼀样能通过地⾯渗透在更靠近对⽅球⻔的位置

拿到球。” 空中轰炸并没有使基耶利尼和博努奇

感到不安，这两位勇⼠曾在200多场国际⽐赛中

共患难，⾯对相同的防守场景时配合默契。

决定性因
素是若⽇
尼奥、博
努奇和基
耶利尼都
是经验丰
富的球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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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林在上半
场⽐赛中寻找
进攻空间

温布利⼤球场的67173名观众使得欧洲⾜球锦标

赛决赛展现了它作为世界顶级体育赛事之⼀的全

貌，并将⻓达⼀个⽉的⾜球盛会推向了激动⼈⼼

的⾼潮。在伦敦⼀个阴暗的夏夜，意⼤利队和英

格兰队之间的⼀场精彩⽐赛在⽇落的余晖中跌宕

起伏，为球迷们带来了 有价值的享受。技术观

察员梅伦德斯是⻄班⽛各级梯队闯⼊世界⼤赛决

赛的教头，他在双⽅1-1战平后说道：“ 决赛通

常是由⼀些⼩细节决定的。我认为决定性的因素

是若⽇尼奥、博努奇和基耶利尼都是经验丰富的

球员。在我看来，这些意⼤利球员在对阵英格兰

⻘年军时的经验是 重要的。”

    当绚烂的烟花和庆祝活动结束时，⼈们才回味

起没有什么⽐时点球⼤战更让⼈模糊判断的。11

⽶范围内的⼏次射⻔可能会影响⼈们对在此之前

的1246次传球的看法。⽽且，当⼀⽀球队捧起奖

杯时，他们的壮举会让⼈们认为他们所做的⼀切

都是正确的，并且对失败者毫不宽容。但是，正

如技术观察员邦纳所说，“ 我看了我的笔记，17

分钟后，关于意⼤利队我⼀句话也没有写。所有

的记录都是关于英格兰的。他们的战术⾮常出⾊

，对场地宽度和纵深的利⽤，斯特林和芒特持续

牵动着意⼤利队后卫们的思绪。”

    索斯盖特的战术为球队提供了精神⻝粮。正如

他在对阵德国队时所做的那样，英格兰主帅选择

了沃克、斯通斯和⻢奎尔搭档的三中卫体系，⽽

特⾥⽪尔和肖则担任边翼卫。在中场，赖斯和菲

利普斯担任后腰——前者通过拦截、抢断和⾯对

意⼤利队咄咄逼⼈的⾼位压迫时，夺回球权后的

转身出球能⼒吸引着⼈们的眼球。



 
    数据证明了趋势的变化。尽管在开局中占据

优势，英格兰队的控球率却慢慢下降到了35%—

—这是他们在本届⽐赛中的 低数据，同样的数

据还有他们的传球准确率（四分之⼀传失）。他

们向前推进的速度极快，可以达到每秒1.59⽶—

—已经另⼀项本届⽐赛的纪录，他们 远平均传

球距离（20⽶），⽪克福德做出了26次⻓距离

解围。当英格兰队的防线陷得更深后，意⼤利队

舒服地控制着⽪球，创造了本次⽐赛中 短的平

均传球距离（15.3⽶），他们的传球总数是英格

兰队的两倍。

    结果是下半场，英格兰队不再施压，给了意

⼤利队中场三⼈组⾜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控制局⾯

。若⽇尼奥在中后卫身前的位置上控球，完成传

球98次，超过了英格兰队中场的总和。

“ 当英格兰队开
始放弃控球时
，他们逐渐失
去了对⽐赛的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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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努奇为意⼤
利队扳平⽐分



意⼤利队凭借
出⾊的守⻔员
和两名经验丰
富的后卫获得
了⽐赛胜利”

中场球员维拉蒂向前推进，和进攻线相互联系；

巴雷拉在右路也同样如此。在进攻三区，基耶萨

以侵略性的跑动、出⾊的1对1技术和犀利的射⻔

不断构成威胁。⽽当曼奇尼派出⻉拉尔迪替换前

锋因莫⽐莱，将因⻄涅内收打伪9号时，英格兰

队的防守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意⼤利⼤举进攻

，扳平⽐分在情理之中，但⽅式却出乎意料——

博努奇在右侧开出⻆球后⽪球弹地⽽起时，⽤头

将球点进近⻔柱。

    “ 我们知道，拥有维拉蒂和若⽇尼奥这样的中

场球员永远是意⼤利的⼀⼤优势。” 索斯盖特在

赛后评论道。“ 所以他们将拥有控球权。我们在

⻓时间没有控球的情况下控制了⽐赛，但是我们

⽆法通过控球来释放压⼒，我们在上半场做得很

好。”

    他对意⼤利队进球的回应是将后卫调整为4⼈

，⽤边锋萨卡代替特⾥⽪尔，让英格兰队的中前

场发挥能更加协调⼀致。尽管斯特林的1对1威胁

很⼤，英格兰队的6名队员在加时赛中总共做出

了20次射⻔尝试，但意⼤利队依然继续控制着⽐

赛节奏。索斯盖特在点球⼤战中做出了战略性的

改变，在第120分钟将拉什福德和桑乔换上——

但两⼈都在点球⼤战中射失，英格兰队在这场

点球⼤战中三球未进。

    “ 五年后，如果我闭上眼睛，再度回想这场

⽐赛，” 技术观察员鲁布克说，“ 我肯定会记

得意⼤利队获胜是因为他们有⼀名⾮常优秀的

⻔将和两名⾮常、⾮常有经验的后卫。这⼏名

球员就像是球队的⽗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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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利队
捧杯



  

 

 

 

多纳鲁⻢ 21

迪洛伦佐 2

博努奇 19

基耶利尼(c) 3

埃默森
 

  

24 弗洛伦奇 118 13

巴雷拉   
18 

  

16克⾥斯坦特 54

若⽇尼奥 8

维拉蒂
 

 

5 洛卡特⾥ 96 6

基耶萨
  

 

20 ⻉尔纳代斯基 86 14

因莫⽐莱
 

 

11 ⻉拉尔迪 5 17

因⻄涅    10  

 

9  ⻉洛蒂  91

未上场替补

⻄⾥古 1

梅雷特  26

佩⻄纳   12

阿切尔⽐   15

巴斯托尼   23

托洛伊   25

主教练
曼奇尼

 

1 ⽪克福德

2
 沃克

 

  

17 桑乔 120

5 斯通斯

6 ⻢奎尔

12
特⾥⽪尔

   

  

25 萨卡 70

3 肖

14 菲利普斯

4

赖斯
   8 亨德森 74 

11 拉什福德 120   

  19
芒特

  

 

 

7 格拉利什 99

10 斯特林

9 凯恩 (c)

未上场替补  

13 拉姆斯代尔

23 约翰斯通

15 明斯

16 科阿迪

18 卡尔沃特-勒温

24 詹姆斯

26 ⻉林厄姆

主教练
索斯盖特

⽐赛技术统计

 

  

  

 
2021年7⽉11⽇ 星期⽇

伦敦 温布利⼤球场

进球
肖 2 (0-1); 博努奇 67 (1-1)

点球
意⼤利 3-2 英格兰

⻉拉尔迪(s)

⻉洛蒂 (m)

凯恩 (s)

⻢奎尔 (s)

拉什福德 (m)

桑乔 (m)

萨卡(m)

博努奇 (s)

⻉尔纳戴斯基 (s)

若⽇尼奥 (m)

裁判
约恩·凯珀斯 (荷兰)

意⼤利 英格兰

意⼤利点球 3-2 获胜

1-1

球队阵型
意⼤利 英格兰

21 8 17 9

10

4

3

19

14

12

2

5 1

6
19

18

14

2

13

3
6

10

意⼤利 英格兰

1 进球 1

20 尝试射⻔ 6

6 命中⽬标 1

3 ⻆球 5

61% 控球率 39%

91% 传球准确率 78%

836 尝试传球 436

758 传球成功 340

144.6 跑动距离 !KM"

夺回球权

143.3

42 42

25 抢断 12

5 ⻩牌 1

0 红牌 0

21 犯规 13

29

2 0 2 0 欧 洲 杯 技 术 报 告



⼩组赛阶段

⼩组第三球队排名

A组 P W D L F A Pts
意⼤利(H) 3 3 0 0 7 0 9

3 1 1 1 3 2 4威尔⼠

瑞⼠ 3 1 1 1 4 5 4
⼟⽿其 3 0 0 3 1 8 0

D组 P W D L F A Pts
英格兰(H) 3 2 1 0 2 0 7

3 1 1 1 4 3 4克罗地亚

捷克 3 1 1 1 3 2 4
苏格兰(H) 3 0 1 2 1 5 1

B组 P W D L F A Pts

⽐利时 3 3 0 0 7 1 9
3 1 0 2 5 4 3丹⻨ (H)

芬兰 3 1 0 2 1 3 3
俄罗斯 (H) 3 1 0 2 2 7 3

E组 P W D L F A Pts
瑞典 3 2 1 0 4 2 7

3 1 2 0 6 1 5⻄班⽛ (H)

斯洛伐克 3 1 0 2 2 7 3

波兰 3 0 1 2 4 6 1

C组 P W D L F A Pts
荷兰 (H) 3 3 0 0 8 2 9

3 2 0 1 4 3 6奥地利

乌克兰 3 1 0 2 4 5 3
北⻢其顿 3 0 0 3 2 8 0

F组 P W D L F A Pts
法国 3 1 2 0 4 3 5

3 1 1 1 6 5 4德国(H)
葡萄⽛ 3 1 1 1 7 6 4
匈⽛利(H) 3 0 2 1 3 6 2

组别 球队 P W D L F A Pts
F 葡萄⽛ 3 1 1 1 7 6 4

3 1 1 1 3 2 4D 捷克

A 瑞⼠ 3 1 1 1 4 5 4
C 乌克兰 3 1 0 2 4 5 3
B 芬兰 3 1 0 2 1 3 3
E 斯洛伐克 3 1 0 2 2 7 3

成绩和排名 

11 June Rome
⼟⽿其 0–3 意⼤利

12 June Baku
威尔⼠ 1–1 瑞⼠

16 June Baku
⼟⽿其 0–2 威尔⼠

20 June Baku

 瑞⼠ 3–1 ⼟⽿其

16 June Rome

 意⼤利 3–0 瑞⼠

 20 June Rome

 意⼤利 1–0 威尔⼠

13 June London

英格兰 1–0 克罗地亚

14 June Glasgow

苏格兰 0–2 捷克

18 June Glasgow

克罗地亚 1–1 捷克

22 June Glasgow

克罗地亚 3–1 苏格兰

18 June London

英格兰 0–0 苏格兰

 22 June London

捷克 0–1 英格兰

12 June Copenhagen
丹⻨ 0–1 芬兰

12 June Saint Petersburg
⽐利时 3–0 俄罗斯

16 June Saint Petersburg
芬兰 0–1 俄罗斯

21 June Copenhagen
俄罗斯 1–4 丹⻨

17 June Copenhagen

丹⻨ 1–2 ⽐利时

 21 June Saint Petersburg

芬兰 0–2 ⽐利时

14 June Saint Petersburg

波兰 1–2 斯洛伐克

14 June Seville

⻄班⽛ 0–0 瑞典

18 June Saint Petersburg

瑞典 1–0 斯洛伐克

23 June Seville

斯洛伐克 0–5 ⻄班⽛

19 June Seville

⻄班⽛ 1–1 波兰

 23 June Saint Petersburg

瑞典 3–2 波兰

13 June Bucharest
奥地利 3–1 北⻢其顿

13 June Amsterdam
 荷兰 3–2 乌克兰

17 June Bucharest
乌克兰 2–1 北⻢其顿

21 June Amsterdam

北⻢其顿 0–3 荷兰

17 June Amsterdam

 荷兰 2–0 奥地利

 21 June Bucharest

乌克兰 0–1 奥地利

15 June Budapest

匈⽛利 0–3 葡萄⽛

15 June Munich

法国 1–0 德国

19 June Budapest

匈⽛利 1–1 法国

23 June Budapest

葡萄⽛ 2–2 法国

19 June Munich

葡萄⽛ 2–4 德国

 23 June Munich

德国 2–2 匈⽛利

H = 主办城市
粗体字 = 从⼩组赛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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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强赛 四分之⼀决赛

半决赛

1-1

6 July London

意⼤利 1–1 ⻄班⽛

加时赛；意⼤利点球 4-2 获胜

7 July London

2–1 丹⻨

加时赛

26 June Amsterdam

威尔⼠ 0–4 丹⻨

26 June London

意⼤利 2–1 奥地利

AET

27 June Budapest

荷兰 0–2 捷克

27 June Seville

⽐利时 1–0 葡萄⽛

2 July Saint Petersburg

瑞⼠ 1–1 

加时赛；⻄班⽛点球  3-1 获胜

  2 July Munich

⽐利时 1–2 意⼤利

  3 July Baku

捷克 1–2 丹⻨

  3 July Rome

乌克兰 0–4 英格兰

28 June Copenhagen

克罗地亚 3–5 ⻄班⽛

加时赛

28 June Bucharest

法国 3–3 瑞⼠

加时赛；瑞⼠点球  5-4 获胜

29 June London

英格兰 2–0 德国

29 June Glasgow

瑞典 1–2 乌克兰

AET

决赛

英格兰意⼤利

11 July London

加时赛；意⼤利 3-2 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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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魂
的味道

曼奇尼解释他如何使
意⼤利队从绝望的深
渊⾛向欧洲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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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从未失去信⼼的球队，即使在困难时

期，也从未失去信⼼，他们相互⽀持，把球队的

利益放在个⼈利益之前。今天我们能够处于这样

的位置，不仅仅是因为 后的点球踢赢了。是因

为友谊改变了我们——这是⽣活中 美好的感觉

之⼀。” 这些话并不是曼奇尼说的，⽽是他的队

⻓基耶利尼说的，反映出⼀位教练，在意⼤利队

历史性地未能获得2018年国际⾜联世界杯决赛资

格后的微妙时刻接过指挥棒所建⽴的团队精神。

    2000年欧洲杯的胜利也重新唤起了这样⼀种观

念，即团队精神在球队背后的⼯作团队中与球员

本身具有同等的相关性。曼奇尼在前队友埃瓦尼

、萨尔萨诺、努恰⾥和格雷古奇的⽀持下开始了

他的复兴计划，还有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

代初桑普多利亚队的锋线搭档维亚利。他们赛后

在边线倾情庆祝的⽚段⻅证了将他们团结在⼀起

的激情和承诺。

球队精神有多重要？ 您是怎样创造它的？
这⽀球队做得很好，因为他们组成了⼀个很好的

团队——⾸先他们都是伟⼤的球员。此外，更有

经验的球员帮助年轻球员融⼊球队。他们营造了

⼀个真正想要踢出好⾜球的球队，他们应该得到

很多赞扬。并不是说我觉得⼀切都很容易，因为

总有困难，但我们做到了。⼀起集训的50天很艰

难，但我不得不说时间过得很快。这是全队上下

相处融洽的迹象。

您还实现了更积极的⽐赛⻛格。在2018年
的失意之后，要做到这⼀点有多困难？
这其实很简单，因为我发现⼀些球员有⼀些独

特的想法。他们对这项运动很热情，因为这对

他们来说是与其他事情不同的事。他们好奇地

想看看我们意⼤利⼈究竟能做些什么。很明显

，这花了⼀些时间，但并不多。我们的每堂训

练课都很顺利，因为他们从中得到了⼀些特别

的东⻄。

由于你们和球员的合作不像在俱乐部那
样频繁，你们是如何准备不同的战术体
系的？
这是团队合作的功劳。我们尝试了不同的⽐赛

⽅式和体能训练。我们努⼒提⾼个⼈和整体的

素质。我们成功了，全体⼯作⼈员和球员都成

功了，因为他们表现出了极⼤的渴望。

您能做出五到六次换⼈调整对整个团队
来说有多重要？
这对每个⼈来说都很重要，因为球员们刚刚结

束了⼀个令⼈疲惫的赛季。我们作为⼀个团队

⼀起训练了很⻓时间，替补席上的球员们知道

该怎么做。事实上，我必须说，每当他们上场

时，都会带给球队⼀些不同的东⻄，因为每当

⼀名疲惫的球员下场时，⼀名新的球员会带着

帮助球队提升表现的愿望上场——虽然事实并

⾮总是如此。我不得不说他们都⾮常优秀。每

个⼈，在每场⽐赛中都有特别的表现。重要的

是，即使我们换了三四名球员，球队的身份仍

然保持不变。他们都知道该做什么， 终的整

体不会改变。

每个⼈都想赢。但您认为是什么⽀撑⼤
家⾛完全程？
从第⼀天开始，我就⼀直相信我们有夺冠的可

能，但也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我们知道⾃⼰在

做什么，甚⾄在淘汰赛阶段，我们仍旧相信有

可能做⼀些特别的事情。参加欧洲杯的球队都

⾮常强⼤，他们都想赢，所以⼤家的实⼒⾮常

平衡。⽬前，欧洲有许多实⼒强⼤的球队，他

们本可以赢得欧洲杯和世界杯。想要夺冠并不

容易。

本届⽐赛意⼤利队的关键时刻是什么？
我们真的相信在欧洲杯之前我们所做的⼀切，

但是，当然， 重要 关键的⽐赛是第⼀场。

在淘汰赛中，第⼀场⽐赛总是 困难的。但当

你适应了它，就会有不同的感觉。

在四分之⼀决赛中对阵⽐利时的表现是否
表明了您的信⼼和球队的体能状况？
我认为那是⼀场⾮常重要的⽐赛。决赛对阵英格

兰队也同样伟⼤。我们在对阵⻄班⽛队的⽐赛中

表现得更出⾊，那可能是整个锦标赛中 好的⼀

场⽐赛，他们是⼀⽀⾮常强⼤的球队。我认为从

16强赛开始，每场⽐赛都很激烈。有些⽐赛球队

不得不忍辱负重。⻄班⽛队⼀开始摆出了⽆锋阵

，这让我们⼤吃⼀惊。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

烦，我们也经历了⼀段艰难的时段，因为我们没

有太多控球机会。

您有没有看到在教练员培训中有⽤的战术
趋势？
每个教练都是想以进攻获得⽐赛的胜利，所以这

是⼀种趋势。在欧洲这个⽔平层⾯上，如果你追

随这⼀趋势，并且拥有⾼质量的球员，你就能获

胜。你可以改变阵型或打法，但 终你还是只有

场上的11名球员。所以归根结底，这取决于你

的⼼态和对胜利的渴望——即使你给对⼿更多的

机会和更多的空间。我相信这是⼀切的基础。

2020年欧洲杯有没有教会您什么？
不到 后不要轻⾔放弃。这其实不是我们在2020

年欧洲杯上学到的东⻄，⽽是在本届⽐赛中证明

的东⻄。当你踏⼊⽐赛场地时，应该始终相信⾃

⼰的能⼒和品质，因为每场⽐赛都以0-0开始。

你绝不能因为任何原因⽽放弃，因为在现今的⾜

球中，你总有机会卷⼟重来。

“ 每个⼈在每场
⽐赛中都有特
别的表现。
重要的是，即
便我们更换了
三四名球员，
球队的身份依
旧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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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
精神⻝粮”

 国家队⽐赛为⾜球的战术发展⽅向提供了指南，
欧洲杯也产⽣了许多值得讨论的话题，从防守阵型、
前锋和进攻球员⻆⾊的转变，到压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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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后卫的数量
重要的变化之⼀就是中后卫变为三⼈

德国队的边翼卫在与葡萄⽛队的⽐赛中位置靠前且靠近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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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话值得被精⼼装裱后挂到墙上。⽐如说这⼀句：“ 国

家队⾜球是⾜球的灵魂。因为这其中没有导演，没有转会，

有的只是纯粹的教育意义，和数⼗年来积淀的战术⽂化。”

这句话是佩普说得，但不是各位读者熟悉的那个⼴为⼈知的

佩普。 这是利物浦主教练科洛普的教练组成员佩⽪恩·利恩

德斯（Pepijn' Pe' Lijnders）对2020年欧洲杯的精彩表现作出

的评论。作为⼀个荷兰⼈，他肯定想回顾⼀下荷兰队从神圣

的1-4-3-3⽂化中⾛出来的历程，⽽法国队的教练员们可能

同样渴望讨论在对阵瑞⼠队的⽐赛中球队打法体系的改变。

正如梅伦德斯在决赛后的技术观察员线上会议上所说：“ 这

是⼀届极具竞争性的⽐赛，8场⽐赛进⼊加时赛，4场⽐赛以

点球决出胜负。全欧洲的教练员们都能从中提取⼀些要点，

以供教练员培训时探讨。”

荷兰队和法国队是15⽀球队中在本届⽐赛的某个阶段中，

使⽤三中卫体系的代表。这与2016年欧洲杯形成了鲜明的

对⽐，当时这种体系仅有少数球队使⽤，讽刺的是，那其

中包括意⼤利队。在那届⽐赛中，孔蒂派出巴尔扎利、博

努奇和基耶利尼组成三中卫。威尔⼠队，还有德国和北爱

尔兰队偶尔会采⽤这样的体系。

    在2020年⼩组赛阶段结束时，莫耶斯表示：“ 我认为打

过3-4-3的球队看起来更好。我们需要注意，当球队的阵

型在本⽅控球和对⽅控球之间变化多样时，要谨慎过于精

细的分类。但是我认为在⾯对使⽤4-2-3-1或4-3-3阵型的

球队的⽐赛中，有些球队会因为边翼卫拉开了额外的宽度

⽽造成问题，那么球队需要改变他们的做法。”

    

    

    

他准确地预测到英格兰队可能需要在下⼀场对阵德国的⽐赛

中更换阵型，⽽当他推测2020年欧洲杯可能是第⼀届由使⽤三

中卫体系的球队夺冠的欧洲杯时，他的预测也离⽬标不远了。

战术变⾰之⻛带来的另⼀个特点是，在2016年欧洲杯上，五⽀

球队都摆出三中卫的情况下，只有瑞典队部署了经典的1-4-4-

2，⽽且效果显著。

“ 他们在控球时的表现完美⽆瑕，” 梅伦德斯在看到他们以

⼀场⽆球平局逼平⻄班⽛队后评论道。“ 他们的后卫四后卫体

系应该成为教练员培训课程的⼀个范例。”

贴在三中卫体系身上的另⼀个⻓期存在着问题的标签是，在⽐

赛中，后卫究竟是三⼈还是五⼈？“ 匈⽛利队在与德国队的⽐

赛中给了我们⼀个很好的五⼈后卫线低位防守的例⼦，” 菲泽

尔回忆道匈⽛利队专注于不丢球，并寻找反击的机会。德国队

占据场⾯优势，但匈⽛利队对此感到满意。”

迪亚克雷认为，三中卫体系到⽬前为⽌是更具防守性的策略，

因为这名额外的中后卫带来了保险性。球队从失去控球时的五

名后卫转变为进攻时的3-2-5阵型，帕特莱宁认为后卫线的三

名中后卫为进攻提供了⼀个⽀撑：例如，波兰队在追求扳平⽐

分时以3-1-6的阵型进攻。⼩组赛阶段压迫打法最出⾊的5⽀

队伍中中有4⽀使⽤三中卫体系。这种策略使得中场区域保持

了良好的平衡，两名中场球员在中后卫身前保护防守转换。

    坎⽐亚索评论道：“ 也许教练们的想法是确保有三名中后

卫稳固防守，前场进⾏⾼位压迫。这与收缩在低位防守截然

不同。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我们必须如何安排球员在场上的站

位，⽬标和主旨。这⽆关于后卫或中场球员的数量。因此，

⼀些球队向我们展示了在后防线有五名球员的情况下，他们

依旧能实施⾼位压迫。”

    弗伦德以德国队对阵法国队的⽐赛为例，说明五后卫体系

是如何让四后卫体系头痛不已的。“ 帕瓦尔和卢卡斯·埃尔南

德斯在对⼿边翼卫基⽶希和⼽森斯的折磨下倍感劳累，在取

得领先后，法国队将防线撤得很深。但他们最好的时刻出现

在他们试图在中场中路创造出3对2的局⾯。这才是你选择派

出边翼卫时，球队缺乏保护的危险区域。托尼·克罗斯·经常缺

少掩护，这使得球队的防守很困难。但是在下⼀场对阵葡萄

⽛队的四后卫时，边翼卫起到了决定性的作⽤。”

    霍克对使⽤三中卫和四后卫的球队之间的直接对决很感兴

趣。“ 荷兰队使⽤了三中卫，⽽乌克兰队的四⼈防线确实很

难对付对⽅的边翼卫。我在德国队对葡萄⽛队的⽐赛中也看

到了同样的情况。” 然⽽，决赛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起初，

英格兰队的边翼卫们——以及他们在边路的⼈数堆叠——让

意⼤利队⼀时间倍感艰难。但随后，在若⽇尼奥的指挥下，

他们控制住了中场中路，迫使索斯盖特在下半场中途改踢四

后卫阵型。

    所以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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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中锋
还是假中锋？

 传统的9号必须适应，才能⽣存

C罗在本届⽐赛中的移动情况

奥尔莫在对阵意⼤利队时的接球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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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卫对中锋来说意味着更多的限制吗？这个问题对关于莱

万多夫斯基、凯恩、因莫⽐莱、卢卡库、本泽⻢、鲍尔森、

摩尔、塞菲洛维奇、雅列姆丘克、莫拉塔、⻙格霍斯特、久

巴等中锋们在⽐赛中造成的影响提供了确凿证据。霍克说：

“ 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很久了，这表明，在

整届⽐赛中，真正产⽣影响的中锋数量⾮常有限。” “ 现代

前锋的趋势是，” 莫耶斯评论道，“ 他们经常转变为速度更

快、更灵活的边路球员。我没有看到很多球队直接将球给到

中锋脚下，⽽更多的前锋则扮演着过去我们称之为内锋的⻆

⾊。” “ 勒万多夫斯基是⼀名典型的中锋，” 菲泽尔补充道

，“ 希克在⽐赛中表现⼗分出⾊。但看看英格兰队在决赛中

开始打⻓传时发⽣的事，意⼤利队的两名中后卫限制住了凯

恩，他们每次都都能赢得争顶。所以我们看到了那些拉到边

路或纵深跑动更多的中锋。”

    观察员们详细地回顾了中路被三名中后卫和⼀到两名中

场球员保护时的状况。“ 德国队⽤了三名前锋，⽽不是单前

锋，” 弗伦德说。“ 9号位球员并没有消亡——他只是需要

更加灵活，不停轮转并且出现在正确的位置来进球。”

    德国队的进攻选择集中体现了球队不再需要传统中锋这

⼀趋势。“ 对我来说，” 迪亚克雷回忆道，“ ⽐较法国队对

本泽⻢和葡萄⽛对C罗的使⽤⽅式是很有趣的。桑托斯安排

C罗在边路活动，并把他当作伪9号球员——他的移动为队

友创造了很⼤的发挥空间。” 莫耶斯表示同意：“ 好吧，他

在进球得分⽅⾯起到了9号的效果，但在他的⽐赛中的位置

显然不是传统的9号位。”

    “ 作为⼀名教练，” 菲泽尔补充道，“ 如果你觉得⾃⼰

没有⾜够好的前锋，你会试图寻求⼀个不同的解决⽅案。或

者你会采⽤派出伪9号作为战术解决⽅案，就像我们看到曼

城和巴塞罗那这样的球队所做的那样。” “ ⾃从克鲁伊夫

20年前引⼊伪9号以来，我们在⽐赛中就能不断看到这种战

术选择，” 霍克补充道。“ 你需要分散对⼿中后卫的注意⼒

，给他们找麻烦——特别是如果他们有三名中卫的话。让他

们来决策，是继续盯防⾃⼰所在的区域，或是离开。”

    正如鲁布克解释的那样，丹⻨队对阵⽐利时队的⽐赛⽣

动地说明了这⼀点。“ 丹⻨队以1-0领先，中后卫克亚尔在

上半场成功地限制了卢卡库。中场休息时，⻢丁内斯将卢卡

库移动到右路，德布劳内坐镇中场并满场跑动，就像是‘ ⾃

由电⼦’ 那样。克亚尔踢得很不舒服，左边后卫也不喜欢卢

卡库在他们身旁，他送出两记助攻，改变了⽐赛。”

    曼奇尼和他的球员们承认在半决赛对阵⻄班⽛队的⽐赛中

踢得⾮常艰难。“ 我认为意⼤利队应该感到很惊讶，因为他

们本以为会有⼀名中锋深⼊防线腹地，” 卡兰卡在报告中写

道。但是恩⾥克让奥尔莫充当了伪9号的⻆⾊。他⽆处不在

，使得意⼤利队员们很难盯防住。平均⽽⾔，奥尔莫每场⽐

赛在对⽅中场线身后接球37次，在本届⽐赛中排名第⼆，仅

次于⼤阿扎尔（39）。与此同时，佩德⾥在本⽅控球时就能

找到很⼤的空间，当球⼀丢，他⻢上就能对上若⽇尼奥，⽽

科克则封锁住维拉蒂。意⼤利看起来完全迷失了⽅向。

    统计数据证实，维拉蒂和若⽇尼奥在四分之⼀决赛对阵⽐

利时队的⽐赛中总共传球167次，在温布利的决赛中总共传

球224次，但在对阵⻄班⽛队的⽐赛中两⼩时却总只传了65 

次球。“ 对于主教练来说，这是⼀个有趣的话题，” 卡兰卡

沉思道。“ ⼤多数球队会在拥有⼀名出⾊前锋的情况下将其

派上场。奥尔莫出任的伪9号给意⼤利带来了很多麻烦，⻄

班⽛队得以控制⽐赛。但直到正印中锋莫拉塔上场，他们才

得分。这就是你必须解决的难题：如果你派出伪9号，你的

锋线有⾜够的⼒量吗？”



梅勒（5号）在对阵威尔⼠队
的⽐赛中为丹⻨队攻⼊第三个进球

  边翼卫
还是边翼锋？
边后卫们进球数的显著增加凸显了
他们⽇益增⻓的威胁

邓弗⾥斯在右边翼卫位置的向内跑动是本届⽐赛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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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欧洲杯上，边后卫或边翼卫们总共攻⼊16个球。好

吧，你可以去掉阿⾥奥斯基在北⻢其顿队对阵乌克兰队的进

球，因为那是点球未中后的补射。但另⼀边，尽管四分之⼀

决赛⻄班⽛队对阵瑞⼠队⽐赛中的进球被记为⼀个乌⻰球，

但这是左边后卫阿尔巴在内切后⼀记被挡⽽折射⼊⽹的射⻔

。所以16是个具备说服⼒的数字。⽽2016年欧洲杯边后卫和

边翼卫们的进球准确数字为威尔⼠队左边后卫泰勒在对阵俄

罗斯队时打进的1个。

    除了射⻔数据，讨论的焦点还集中在边后卫们射⻔得分的

位置图上。这模糊了传统的边后卫在背套配合后冲向⻆旗，

送出过顶球传中的形象。在2020年欧洲杯上，边后卫的作⽤

描述包括：向射⻔得分位置的跑动及想要进球时积极前插的

意愿。例如，克罗地亚队边锋佩⾥⻄奇向前传球给左边后卫

格瓦迪奥尔。

    有趣的是，在这16个进球中，有12个是在对阵使⽤四后卫

阵型的对⼿时攻⼊的。荷兰右边翼卫邓弗⾥斯的进球证实了

霍克关于乌克兰队后卫在⽐赛中难以在边路防守对⽅边后卫

的评论，邓弗⾥斯也在对阵奥地利的⽐赛中进球。相同的，

肖在决赛的开局之初的进球正是迪洛伦佐收到本队中后卫身

旁，任由英格兰队左边后卫潜⼊禁区深处的关键区域⽽打进

的。肖的进球是七个打破僵局，改变⽐赛局⾯的进球中的⼀

个。

    帕特莱宁评论道：“ 这⼀点在⽐赛中越来越多。边翼卫们

喜欢内切，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会把对⽅边锋带出他

的舒适区。我认为这是⼀种教练员正在设法让对⼿离开他们

的舒适区的征兆。”

在本届⽐赛期间，这种类型的边后卫并不是三中卫体系所独

有的——意⼤利左边后卫斯⽪纳佐拉的表现就⽣动地说明了

这⼀点。邦纳在观看了他对阵奥地利队的⽐赛后指出：“ 他

总是威胁着对⼿的后防线，并两次出现在⼩禁区内。他和因

斯涅的联系⾮常好，后者将奥地利队的右边后卫带到了中路

。维拉蒂对对⽅反击的限制也⾮常出⾊。”

    虽然在重要⽐赛中逆⾜边锋已经让我们司空⻅惯（斯特林

、亚尔莫连科、因斯涅、奥亚萨瓦尔、⻉尔、佩⾥⻄奇⋯⋯

），但斯⽪纳佐拉是在2020年欧洲杯上才开始不断繁殖的新

物种：逆⾜边后卫。除了意⼤利⼈之外，右脚左边后卫还有

波利尔（捷克）、胡博参（斯洛伐克）、特⾥⽪尔（英格兰

）还有在本届⽐赛中左右脚各进⼀球的丹⻨队后卫梅勒。在

⼀场⽐赛中，他在丹⻨队的两名后卫上都有进球，⼀个是左

后卫，⼀个是右后卫。“ 他的双脚技术都很好，” 鲁德布克

说，“ 还有⼀个例⼦就是他在对阵捷克队⽐赛中，在左边路

⽤右脚的脚背外侧送出了⾼质量的传中。”



     这⼀话题还与本届⽐赛中共计11个乌⻰球有关（在之前

的15届欧洲杯中总共只有9个乌⻰球）。打破纪录的数字⼀

部分可以⽤⽐赛质量的改变来解释，另⼀部分原因是守⻔员

失误或球队运⽓不佳。然⽽，造成乌⻰球最常⻅的情况是在

禁区内输送的穿过⻔前的地平球传中。“ 防守⾮常困难，”

霍克承认：“ 球⻔前有总是很⼤的压⼒，如果⼀名防守队员

碰到球，那不是⻆球就会是个乌⻰球。”

传中和倒三⻆传球形成助攻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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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中
⽅式
准确的传球，⽽不是漫⽆⽬的的⾼球，
是传中球的新⾯孔

边后卫和边锋的贡献为关于传中变化的讨论提供了线索。“ 越

来越多地使⽤逆⾜边锋和边后卫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内切和内切

后的传中，⽽不再是来源于外线突破，” 莫耶斯说道。三中卫

外加⼀到两名中场在身前保护的趋势给边路进攻的发挥带来了

额外的空间——同样还有边路进攻的“ 产品” 。正如帕特莱宁

所说，“ 我们看到边锋和边后卫，当他们靠近禁区时，他们昂

着头试图传球。更多的是在寻求将球以低平球或倒三⻆的⽅式

传⼊禁区。因此我们更需要那种能将球准确的传⼊禁区，⽽不

是漫⽆⽬的地传出过顶球的边锋和边后卫们。

    传中的话题（本报告后⾯另有章节讨论）与其他⽅⾯相关

联，例如在数据统计下，逆⾜边路球员突破他们可以传中，或

完成最后传球区域的内切。这同样与球队的⽐赛⻛格有关。考

虑到莱万多夫斯基的效率，波兰队平均每场完成25次传中（不

包括定位球）并不⾜为奇，⽽⽐利时队、瑞典队或冠军意⼤利

队平均每场完成8次传中——或者匈⽛利队，平均每场5次，这

反映出他们更喜欢通过肋部直接反击。⻄班⽛队算上三次加时

赛的时场，以及在与克罗地亚队的⽐赛中⼤范围的将球传向后

点，场均完成18次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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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的组成
三名前锋和⾼位压迫收到效果

三中卫阵型的⻓期问题是：它究竟偏向进攻，还是偏向防守？

“ 这是⼀个与进球数量增加有关的问题，” 梅伦德斯解释道：

“ 在前两届欧洲杯中，最主流的阵型是1-4-2-3-1。⽽本届⽐赛

的明显趋势则是三前锋——1-4-3-3或1-3-4-3。在半决赛中，

⻄班⽛队和意⼤利队踢1-4-3-3阵型，丹⻨队是1-3-4-3，英格

兰队在这两个阵型之间切换。我想说的重点是，三名前锋更容

易在⽐赛中实施⾼位压迫，为边路创造出更多传球机会，从⽽

得分。”

⻄班⽛ 8.1
波兰 11.5
奥地利 11.8
荷兰 11.8
⼟⽿其 11.9
葡萄⽛ 12.4
丹⻨ 12.9
意⼤利 13
俄罗斯 13.6
德国 13.9
北⻢其顿 14.1
捷克 14.2
⽐利时 14.8
苏格兰 15.4
克罗地亚 15.6
瑞⼠ 16.2
法国 16.3
威尔⼠ 16.5
英格兰 17.7
芬兰 19.1
瑞典 19.1
斯洛伐克 19.6
威尔⼠ 20.2
匈⽛利 25.9

意⼤利队在对阵瑞⼠队⽐赛中的压迫图

0 15 30 4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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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半场施压"%# 每次防守⾏为
允许对⽅传球

在⼩组赛阶段观看意⼤利队的⽐赛后，坎⽐亚索在报告中

提到：“ 好吧，他们有实⼒，踢得很好；他们进攻并收获

进球。但是，如果我必须选择⼀个关键因素的话，那就是

在进攻三区对对⼿造成的压⼒。他们会派出很多队员共同

压迫，所以丢球后夺回球权的时间很短。这意味着他们不

会给对⼿太多的机会。” 意⼤利队在进攻三区5次夺回球权

中的第三次为他们迎来⼀个进球。

    四强球队中的三⽀会在⽐赛中实施前场⾼压。⻄班⽛队

毫不留情地追赶着持球⼈，将他们在进攻三区中27将次夺

回球权转化为射⻔尝试。英格兰队在对阵德国队和对阵意

⼤利队的前半⼩时的⽐赛中，派出了边翼卫进⾏防守，并

在进攻中有效地施压。丹⻨队的三名前锋在⾼位压迫时能

受到身后最近两名中场队友的⽀持——特别是在对阵⽐利

时队的上半场。在其他球队中，荷兰队——同样依赖于位

置压上的边翼卫的配合——在在对⽅半场夺回球权这⼀⽅

⾯表现出⾊。

    作为⾼位压迫的连锁反应，⼀些球队采取了⻛险更低的

应对⽅式——后场⻓传球进攻。例如，英格兰队⻔将⽪克

福德在半决赛对丹⻨队的⽐赛中尝试了22次⻓传，在决赛

中尝试了24次⻓传，正如邦纳所说：“ 边后卫进⼊进攻模

式变得很困难，⽽凯恩则⽆法在更靠近对⽅球⻔的位置拿

到球，⽆法争顶成功。” 类似地，捷克队迫使斯特克伦博

格传丢了31次⻓传（共37次），只有6次到达队友脚下，

从⽽使荷兰队的后场组织陷⼊停顿。正如霍克所观察到的

，“ 捷克队员们时刻占据对⼿各队员之间的位置，准备冲

上去压迫。” “ 他们把荷兰⼈逼出了他们的舒适区，” 菲

泽尔在报告中记录：“ 由于后场没办法组织进攻，他们被

迫只能⻓传，捷克队赢得了很多⼆点球。荷兰队在那场⽐

赛中以1-3-4-1-2开局，你可以看到，捷克队在对⽅只有

两名前锋⼲扰的情况下，后场组织⼗分从容。”

相⽐之下，⻄班⽛队⻔将⻄蒙对意⼤利队的⾼位压迫并

不感到担忧，在半决赛中，他总共49次传球中仅⻓传11

次，这⼀点可⽤于教练员培训，以说明在⾯对极具侵略性

的⾼位压迫时，球队想要出球所需的技术⽔平。“ 我记得

作为⼀名教练，第⼀次遇到派出三前锋进⾏压迫的对⼿时

，我认为打穿对⽅中场并取得优势是很容易的，” 卡兰卡

承认：“ 但我很快意识到，⼀个由三⼈组成的组织良好的

锋线在防守中可能会让这⼀切或多或少变得不太容易。”

    当然，在2020年欧洲杯上，⾼位压迫的使⽤并不是很

普遍。像法国和德国这样的球队通常更喜欢⽤中位防守，

给⾃⼰留出反击的空间。匈⽛利队与三名前冠军球队同组

，依靠位置很深的坚决防守和强有⼒的反击，是截然不同

的打法的代表。球队的整体防守⾏为与他们的反抢意愿有

关，这可以通过PPDA（在中前场区域内每次防守⾏为允

许对⼿传球）数量来衡量，左侧表格显示了球队在夺回球

权之前允许对⼿传球的次数。



 中场发动机
10号位⻆⾊的变化

  富有创造⼒
的中后卫
布林德为“ 富有创造⼒的中后卫” 们
树⽴了榜样

博努奇

克罗斯 布林德 维拉蒂

拉波尔特

维尔通亨

29

46.7 40.3 33.1

35

20

52

44

30

Attempted Successful

Attempted Successful

Attempted Successful

⻢奎尔撕破对⼿的防线，为队友凯恩创造了机会

拉波尔特向前突破对⽅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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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
两道防线

平均每90分钟成功完成破线传球次数

“ 10号位在现代⽐赛中的重要性，远远⽐不上它所承载的历

史意义。” 技术观察员鲁布克的评论引发了关于是否是时候

停⽌⽤10号球⾐或位置来识别“ 组织者” 的讨论。“ 在过去

，” 他补充道，“ 10号决定了球员的类型和位置。现在更多

的是关于掌控节奏和传球给进攻三区接球队友的能⼒。”

    卡佩罗表示：“ 现在的中场发动机不⼀定是10号位了，⽽

是后卫线身前的那个组织者。” “ 我完全同意，” 鲁滕斯泰

纳说。“ 如果我们看看若⽇尼奥，他所做的是平衡和引领中

场。他可以在球队需要他的地⽅找到空间，他是鹤⽴鸡群的

。例如，当意⼤利试图在对⼿的⾼位压迫中出球时，他总会

当⾃⼰处在可以接球的空位，在接到球后快速转移。” 卡佩

罗指出，“ 例如，若⽇尼奥和布斯克茨没有传出很多关键进

攻传球。这和往⽇完全不同。他们的⻆⾊在于平衡，⼤部分

时候使⽤短传。”

    邦纳在格拉斯哥观看了克罗地亚队的⽐赛后，观察到莫德

⾥奇经常深⼊对⼿右边后卫的防守区域，寻找空间施展⾃⼰

的传球技术。梅伦德斯表示：“ 当⻄班⽛队与瑞⼠队⽐赛时

，我看到了两个很好的例⼦：布斯克茨和扎卡。完全不同的

⻛格，但都起到了平衡球队的作⽤。⻄班⽛本可能只会踢出

⼀场⽔平平庸的⽐赛，但布斯克茨给球队的打法赋予了完全

不同的意义。霍伊别尔是丹⻨队执⾏这⼀⻆⾊上的基础。除

此之外，在⽐赛由中场向前场过度时，孜孜不倦串联着⽐赛

的球员往往⽐发动机更重要。在前场配合中，佩德⾥⼗分引

⼈注⽬——他显然是本届⽐赛中最好的年轻球员，与他的前

辈伊涅斯塔有很多共同之处。”

    德国队的克罗斯和莫德⾥奇⼀样，时刻准备着靠近他的中

后卫队友，施展⾃⼰精湛的组织技艺。纵观整届⽐赛，短传

只占他全部传球的16%，在更靠后的位置上，他完成的破线

传球⽐⽐赛中任何其他球员都多，平均每90分钟46.7次。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排名中仅次于克罗斯的第⼆名是布

林德。在与捷克队的⽐赛中，荷兰中后卫被菲泽尔称为“

富有创造⼒的中后卫” ——他成功地15次传球传给前锋孟

菲斯· 德佩，并多以斜⻓传找到右边翼卫邓弗⾥斯。在这

位中后卫的表现描述中，观察员们着重强调了布林德的阅

读⽐赛能⼒——选择适当的时机进⼊中场并发动进攻的重

要性。博努奇以平均每90分钟52次尝试穿越两道防线传球

的数据，位居中后卫位置榜⾸，紧随其后的是⻄班⽛队的

拉波尔特（44次）和⽐利时队的维尔通亨（30次）——前

者的成功突破（试图运球突破对⼿防线）次数最多（41次

）。⻢奎尔回归英格兰队防线后，每90分钟有27次破线传

球，让⼈们⽆法忽视他的存在。



 橡⽪筋
灵活性的关键是应对不断变化的
情况需要新思维

 
 

换⼈时间
换⼈调整是⼀种可以制造
很⼤改变的平衡⾏为

期待情绪
教练员培训的内容
应该包括如何应对压⼒

“ 我们经历了⼀些强烈的情绪，” 霍克沉思道。“ 尤其是埃

⾥克森的遭遇。这让你怀疑教练员培训中是否应该有帮助他

们应对不可预测的情况的内容，以及诸如应对来⾃外界的压

⼒、点球⼤战等⾜球领域域内的情况。” 本届⽐赛中的点球

⼤战有⼀项奇怪的数据统计。在运动战和点球⼤战的55个点

球中，仅有33个⼊⽹，这意味着40%的点球没有被踢进。这与

欧冠联赛的统计数据形成了鲜明对⽐，欧冠联赛中点球的进

球率较⾼与空荡荡的体育场和相对较少的环境压⼒有关。通

过⽐较瑞⼠队的两次点球⼤战，和同⼀名点球⼿的肢体语⾔

就可以说明情绪的确会起到作⽤。怎样才能减少从训练场练

习和从温布利⼤球场的中圈⾛到点球点之间的差距？点球⼤

战中的射⻔都是队员们在本场⽐赛中的最后⼀脚触球，⽽本

届⽐赛从开始到结束都产⽣着强烈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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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练员的⻆度来看，战术灵活性是2020年欧洲杯的显著特征

之⼀——不仅是每场⽐赛，⽽且是个⼈⽐赛。在观看了威尔⼠

队对丹⻨队的前20分钟⽐赛后，⻉尔和拉姆⻬给对⼿制造了不

少威胁，⼏乎没有⼈会预测最终⽐分为0-4。随后，胡尔曼德将

克⾥斯滕森从中后卫调整到中场，将他最初的1-3-4-2-1阵型改

为1-4-3-3。丹⻨队从威尔⼠队⼿中夺回——并保持住了⽐赛的

控制权——将阵型切换到1-3-5-2，以保住2-0的优势。

    在乌克兰队对阵英格兰队的四分之⼀决赛中，中后卫克⾥特

佐夫在第35分钟受伤，这促使舍甫琴科从1-3-4-3改为1-4-3-

3，这⼀改变反⽽产⽣了积极的影响。

    对阵瑞⼠队时，法国队以1-3-5-2阵型⾸发出战。36分钟后

，德尚切换为菱形中场1-4-4-2阵型；中场休息后，⼜调整为

平⾏站位的1-4-4-2，为法国队在19分钟内打进3球铺平了道

路。迪亚克雷说：“ 尽管格⾥兹曼没有在两名前锋身后，⽽是

移动到了右路，我仍觉得这是本届⽐赛中法国队最好的表现。

但是这种阵型在防守时给了对⼿太多的空间，两个失球都是在

使⽤这种阵型时丢的。”

    鲁滕施泰纳补充道：“ 瑞⼠队在⽐赛中做出了巨⼤的调整。

在巴库时对威尔⼠队的⽐赛中，战术灵活性⾮常⾼，以⾄于你

很难判断他们踢得是与三后卫还是四名后卫。他们在⽐赛的不

同情况下表现出⾼度的战术灵活性，并提供了⼀个很好的例⼦

，那就是：他们并⾮使⽤某种进攻或防守的体系，⽽是球员在

服从主教练给出的战术原则。”

    “ 作为⼀名国家队主教练，” 帕特莱宁评论道，“ 你需要⼤

量的时间来研究不同阵型的机制——但时间总是不够⽤。因此

球员是关键。他们在⾃⼰的俱乐部⾥打这些阵型吗？如果是的

话，⽽且球员们踢得都很舒服，这才允许主教练的战术具备灵

活性。”

战术灵活性的问题总是与常规时间内的五次换⼈选择交织在

⼀起——⼋场加时赛的⽐赛出现了第六个换⼈名额。邦纳说

：“ 主教练们因其适应和做出改变的能⼒⽽备受赞誉。” 他

们以不同的⽅式做到了这⼀点。例如，曼奇尼通常将新鲜⼒

量放在前场的进攻线位置，⽽不是调整结构。在意⼤利队对

奥地利队的⽐赛后，鲁滕斯泰纳说：“ 新上场的队员为他们

带来了制胜的进球。奥地利队在⽐赛的那个阶段占据了主导

地位，并对他们施加了更⼤的压⼒，⼀时间看起来⽐意⼤利

队更强⼤。所以曼奇尼的改变是正确的，弗达没有改版也改

变是正确的。教练必须⼩⼼，以确保⾃⼰的换⼈调整不会让

球队失去动⼒。”

    索斯盖特的英格兰队板凳上的⼗分富裕，有时他做出的调

整是为了改变球队的个性⽽不是整体外形。卡兰卡以他们对

阵德国队的⽐赛为例。“ 当格拉利什拉出任边锋时，⽐赛发

⽣了变化。他更多地在中路活动，让对⼿的边翼卫和中后卫

捉摸不透。这意味着肖有更多的空间向前推进，这就是⽐赛

中第⼀个进球的创造⽅式。”

    然⽽，有⼀个不幸的故事。在丹⻨队的六场⽐赛中，使⽤

了全部31个换⼈名额的尤其尔曼德在半决赛对英格兰的⽐赛

中，在加时赛第15分钟时被迫做出了第六次换⼈——因为延

森受伤，他们在追赶⽐分时少了⼀个选择。



在单场⽐赛中，技术观察员记录了近150名球员的表现。因此，没有⼈

会质疑，将这份名单削减到11⼈并不是在⼀眨眼之间完成的。唯⼀的

例外是个⼈奖项之⼀，18岁的⻄班⽛中场佩德罗·冈萨雷斯·洛佩斯（更

多的⼈愿意叫他佩德⾥）被⼀致评为本届锦标赛的最佳年轻球员。

    获得赛事最佳球员殊荣的球员需要更多的讨论。讨论的基础并⾮吉

多纳鲁⻢是否⾜够优秀，⽽是担⼼⾸次将⻔将选为最佳球员可能会给

⼈们留下这样的印象：2020年欧洲杯⾜球赛是⼀届以防守主导的⽐赛

——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

    当然，也有⼈对必须被淘汰的⾼质量球员的数量感到惋惜。例如，

本届⽐赛中的守⻔员们⽔平如此之⾼，技术观察⼩组的掌声也指向了

瑞典队的奥尔森、⽐利时队的库尔图瓦、丹⻨队的舒梅切尔和瑞⼠队

的索默，这也仅仅是举出了四个例⼦。

    对于后卫们来说也是如此，意⼤利队的基耶利尼、丹⻨队的克⾥斯

滕森和克亚尔、捷克队的卡拉斯和斯洛伐克队的什克⾥尼亚尔等中后

卫们都值得⼀提。对边后卫和边翼卫们来说也是如此，⽐如丹⻨队的

梅勒、荷兰队的邓弗⾥斯、德国队的⼽森斯和基⽶希、⻄班⽛队的阿

兹⽪利奎塔、捷克队的右边后卫库法尔和奥地利队的的全能队⻓阿拉

巴。

    中场⽅⾯，⼊选名单已经确定，但最终落选的球员包括⻄班⽛队⼆

⼈组合布斯克茨和科克、瑞⼠队的扎卡、意⼤利队的⻙拉蒂、瑞典队

的福斯⻉⾥、法国队的博格巴、葡萄⽛队的桑切斯以及荷兰队的组合

德容和维尔纳杜姆。同时，在更靠前的位置上，捷克队前锋希克和意

⼤利队前锋因斯涅也发挥了重要作⽤。

尽管三中卫体系对本届⽐赛产⽣了重⼤影响，但技术观察员们还是选

择了1-4-3-3阵型——这是意⼤利赢得冠军的阵型，也是四名半决赛参

赛球队的默认阵型。也许最出乎意料的结果是，⼊选的11名球员都是

第⼀次出现在欧洲杯决赛阶段的国家队⽐赛中。

赛事最佳11⼈

 

 

表现出的领导⼒和对

⽐赛的良好解读，⽆

论是在中场的运球突

破、破线的传球还是

定位球时的威胁都⼗

分出⾊。

7次出场 

 79.1%对抗成功率

GIANLUIGI
DONNARUMMA

KYLE 
WALKER

PIERRE!EMILE 
HØJBJERG

PEDRI

JORGINHO

FEDERICO 
CHIESA

ROMELU
LUKAKU

RAHEEM 
STERLING

HARRY 
MAGUIRE

LEONARDO 
BONUCCI

LEONARDO 
SPINAZZOLA

全明星
球队
来⾃决赛两⽀球队得8名队员
⼊选2020欧洲杯最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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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卫

哈利
⻢奎尔

英格兰



  

守⻔员

吉安路易吉
多纳鲁⻢

意⼤利

出⾊的选位、扑

救技术和传球准

确性，即使在压

⼒下也能保持⾃

信沉着。

7次出场

3  次零封对⼿

 

后卫

莱昂纳多

博努奇

意⼤利

经验丰富的全能型

后卫：抢断、封堵

、头球和选位，更

不⽤说合理的后场

进攻组织能⼒。

7次出场

12 拦截
"所有⽐赛中排名第三# 

 
后卫

凯尔

沃克

英格兰

⼒量⼗⾜的进攻跑

动和传中，空中对

抗能⼒强，优秀的

1对1防守质量和对

速度的有效运⽤。 

6次出场

37 次夺回球权
"后卫中排名第三# 

后卫

莱昂纳多斯

⽪纳佐拉

意⼤利

精⼒充沛的左后

卫，和边锋配合

得很好，前插速

度极快，传球质

量⾼，在前场⾼

压中表现积极。

4 次出场 

18 次过⼈成功 
"后卫中排名第⼆# 

2020欧 洲 杯 技 术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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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员们选择了
1 -4-3-3阵型。
意⼤利凭借它夺得冠
军，也是半决赛中四
⽀球队的默认阵型。

中场

⽪埃尔

埃⽶尔

赫伊别尔

丹⻨

伟⼤的中场领袖：

时刻在要球，组织

团队配合并做出强

有⼒的前插跑动。

6次出场

3 个助攻 
"所有⽐赛中排名第⼆# 

 

前锋

费德⾥科

基耶萨

意⼤利

反击速度极快的⾼强

度前锋，强⼤的传中

能⼒和绝佳的射术。

能在⽐赛中持续造成

威胁。

7次出场

17 次射⻔尝试 
"所有⽐赛中排名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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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锋

 罗梅卢

卢卡库 

⽐利时

极佳的边路策应者，

或在背对球⻔时具备

持球能⼒。有⼒量，

技术好，在禁区内⾮

常危险。

5次出场

 111 分钟进1球

中场

若⽇尼奥

意⼤利

后腰，球队领袖

和后场组织核⼼

。聪明的移动和

传球选择；⾄关

重要的拦截。

7次出场

474 次准确传球 
"所有⽐赛中排名第⼆# 

 

中场

佩德⾥

⻄班⽛

超越年龄的成熟

和⼈格。优秀的

技术，极具创造

⼒的向前传球，

是中场向前场过

渡的核⼼。

6次出场

177 进攻三区准确传球 
"所有⽐赛中排名第⼀#  

 
 

前锋

拉希姆

斯特林

英格兰

极佳的选位和寻

找空间能⼒。

在1对1的情况下

，他的速度、个

⼈技术和出⾊的

加速能⼒总能构

成威胁。

7次出场

38 次过⼈成功
"所有⽐赛中排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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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
最佳球员 吉安路易吉 · 多纳鲁⻢

 初⽣⽜犊
不怕⻁

个⼈奖项授予了两位当之⽆愧的年轻⼈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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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纳鲁⻢是本技术报告守⻔部分的详细解读的对象。因此，为

了关注更⼴泛的描述他，⽽不是重复夸赞他的技术素质——最

与众不同的是，他是第⼀位获得欧⾜联欧洲杯最佳球员奖的守

⻔员，还是在22岁时就获得了这⼀殊荣——这⼀数字在⾜球界

的⻔将们当中也是⼀个很年轻年龄。

多纳鲁⻢⾸次出现在欧⾜联的球探雷达上是在2015年的U17 

欧锦赛上，在15个⽉内，他以代表意⼤利参加U21和⾼级联赛

的最年轻球员的身份登上了记录册——两⼈都是17岁。那时，

他已经闯⼊了AC⽶兰的第⼀⽀球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精神

上的成熟和沉着让他得以应对如此迅速崛起的压⼒——这些特

质在2020年欧洲杯上脱颖⽽出。

向多纳鲁玛颁发个⼈奖项可能会强化在⾜球⽐赛中守⻔员

是⼀个孤⽴⻆⾊的传统观念。然⽽，多纳鲁⻢的表现强调了他

融⼊球队、发起进攻或反击，以及他与两名中后卫的良好配合

能⼒，这两名中后卫在他出⽣时就已经处于巅峰状态。

他的贡献可以从他在意⼤利队半决赛对阵⻄班⽛队时发动

反击，帮助基耶萨打⼊领先⼀球的⽚段中得到证明。或者，正

如邦纳在他们与奥地利队的⽐赛中所报告的那样，“ 多纳鲁⻢

在拦截传中时表现得很好，并向中场抛出⼀记快速的⼿抛球帮

助球队发动反击。” 事实上，他在整届⽐赛中的传球成功率⾼

达87%，这是另⼀个令⼈印象深刻的证明他全⾯表现的数据。



  赛事最佳
年轻球员 佩德⾥

47

这位代表⻄班⽛队参加欧洲杯的最年轻球员为我们带来了新鲜的
空⽓。在本届⽐赛开始前两年，佩德⾥还没有在俱乐部⽐赛中⾸
次亮相过。直到2021年3⽉25⽇，这位特内⾥费出⽣的年轻⼈在
巴塞罗那俱乐部开始第⼀个赛季的表现就帮助他进⼊了⻄班⽛国
家队。在2020年欧洲杯上，赛事最佳年轻球员会颁发给1998年1
⽉1⽇之后出⽣的球员，⽽获奖的这位中场球员于2002年11⽉25
⽇出⽣。
    

    

佩德⾥在恩⾥克的⾸发⼗⼀⼈中，出任⻄班⽛队中场中路偏
左的位置。结合球队的进攻⽅式，佩德⾥是本届⽐赛中向进攻
三区跑动最多的球员；总共跑动距离76千⽶的数据内有⼀半是
在本⽅控球时候完成；他的传球准确率为平均每场92%，在半决
赛对阵意⼤利队的⽐赛中达到了最⾼的97%。考虑到他的传球并
不是以安全第⼀为原则，进攻三区内传球89%的准确率说明了他
能将创造⼒和精准度完美结合。梅伦德斯说：“ ⻄班⽛队前锋
们的持续威胁取决于佩德⾥——⼀位拥有所有素质的特殊球员
。他显然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好的年轻球员，与伊涅斯塔有很多
共同之处。”
佩德⾥也是⻄班⽛队在⽐赛中实施前场⾼压的关键因素。卡

兰卡观看了他们半决赛对阵最终冠军的⽐赛：“ 佩德⾥在球队
丢失控球权后⻢上找到若⽇尼奥，在意⼤利控球时对他的盯防
⾮常出⾊。” 与多纳鲁⻢⼀样，佩德⾥也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
。正如卡佩罗所说，“ 他是如此年轻强壮。拥有如此的品质和
个性，并且⽆所畏惧。佩德⾥是与众不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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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赛之星奖颁发给了每⼀场2020年欧洲杯⽐赛中表现最

佳的球员。欧⾜联的技术观察员们将在决定每场⽐赛的获奖

者（并⾮只有获胜球队的球员才能参选），以表彰他们在关

键时刻的⾮凡技术、战术智慧或积极的⽐赛态度或公平竞赛

精神。六名球员两度获得⽐赛之星的称号——斯⽪纳佐拉、

卢卡库、邓弗⾥斯、基耶萨、布斯克茨和凯恩。

11 July 意⼤利 1-1 英格兰 (加时赛，意⼤利点球 3-2 获胜) 
博努奇

⽐赛⽇ 1

   

   

   

   

   

   

   

   

   

  

   

  

11 June ⼟⽿其 0-3 意⼤利 斯⽪纳佐拉

12 June 威尔⼠ 1-1 瑞⼠ 恩波洛

12 June 丹⻨ 0-1 芬兰 埃⾥克森

12 June ⽐利时 3-0 俄罗斯 卢卡库

13 June 奥地利 3-1 北⻢其顿 阿拉巴

13 June 荷兰 3-2 乌克兰 邓弗⾥斯

13 June 英格兰 1-0 克罗地亚 斯特林

14 June 苏格兰 0-2 捷克 希克

14 June 波兰 1-2 斯洛伐克 什克⾥尼亚尔

14 June ⻄班⽛ 0-0 瑞典 林德洛夫

15 June 匈⽛利 0-3 葡萄⽛ C·罗纳尔多

15 June 法国 1-0 德国 博格巴

⽐赛⽇ 2

    

   

    

    

   

   

   

    

   

   

   

    

16 June ⼟⽿其 0-2 威尔⼠ ⻉尔

16 June 意⼤利 3-0 瑞⼠ 洛卡特⾥

16 June 芬兰 0-1 俄罗斯 ⽶兰丘克

17 June 丹⻨ 1-2 ⽐利时 卢卡库

17 June 乌克兰 2-1 北⻢其顿 亚尔莫伦科

17 June 荷兰 2-0 奥地利 邓弗⾥斯

18 June 克罗地亚 1-1 捷克 莫德⾥奇

18 June 英格兰 0-0 苏格兰 吉尔莫

18 June 瑞典 1-0 斯洛伐克 伊萨克

19 June ⻄班⽛ 1-1 波兰 阿尔巴

19 June 匈⽛利 1-1 法国 克莱因海斯勒

19 June 葡萄⽛ 2-4 德国 ⼽森斯

⽐赛⽇ 3

    

   

     

     

    

20 June 意⼤利 1-0 威尔⼠ 基耶萨

20 June 瑞⼠ 3-1 ⼟⽿其 沙奇⾥

21 June 芬兰 0-2 ⽐利时 德布劳内

21 June 俄罗斯 1-4 丹⻨ 克⾥斯滕森

21 June 乌克兰 0-1 奥地利 格⾥利奇

   

  

21 June 北⻢其顿 0-3 荷兰 维尔纳杜姆

23 June 捷克 0-1 英格兰  萨卡

   23 June 克罗地亚 3-1 苏格兰 弗拉⻄奇

    

   

23 June 瑞典 3-2 波兰 福斯⻉⾥

  23 June 斯洛伐克 0-5 ⻄班⽛ 布斯克茨

    23 June 德国 2-2 匈⽛利 基⽶希

    23 June 葡萄⽛ 2-2 法国 本泽⻢

16 强赛

   26 June 威尔⼠ 0-4 丹⻨  

  

多尔⻉尔

 

    

  

26 June 意⼤利 2-1 奥地利 (加时赛) 斯⽪纳佐拉

 

  

27 June 荷兰 0-2 捷克                                  霍莱斯
27 June ⽐利时 1-0 葡萄⽛ ⼩阿扎尔

 

  
  

28 June 克罗地亚 3-5 ⻄班⽛ (加时赛) 布斯克茨

 

  

28 June 法国 3-3 瑞⼠ (加时赛，瑞⼠点球 5-4 获胜) 

扎卡

 

  

29 June 英格兰 2-0 德国 ⻢奎尔

 29 June 瑞典 1-2 乌克兰 (加时赛) 津琴科

四分之⼀决赛

2 July    
   

瑞⼠ 1-1 ⻄班⽛ (加时赛，⻄班⽛点球 3-1 获胜) 

⻄蒙

2 July    ⽐利时 1-2 意⼤利   因⻄涅

3 July    捷克 1-2 丹⻨  德莱尼

3 July    乌克兰 0-4 英格兰  凯恩

半决赛

6 July    
   

意⼤利 1-1 ⻄班⽛ (加时赛，意⼤利点球 4-2 获胜) 
基耶萨

7 July    英格兰 2-1 丹⻨ (加时赛) 凯恩

决赛

   
   

2020年欧洲杯的51场⽐赛共有
45名获奖队员，博努奇在最重要
的时刻——决赛中获得了荣誉

 ⽐赛之星

2 0 2 0 欧 洲 杯 技 术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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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纪录的第五届欧洲杯决赛
阶段中，克⾥斯蒂亚诺·罗纳尔
多打破了多项纪录，成为2020
年欧洲杯的最佳射⼿

 
C罗⼜⼀次
做到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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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仅有的360分钟上场的时间⾥，葡萄⽛队⽆所不能的7号球员就打进5球，

使他在欧洲杯决赛阶段的总进球数达到创纪录的14个，⽐普拉蒂尼之前的纪

录多出5个。包括预选赛在内，这位36岁的球员在59场⽐赛中险胜布冯，成

为本届⽐赛中曾在欧洲杯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其中25场是决赛阶段的⽐赛

，这是迄今为⽌唯⼀⼀位出场次数如此多的球员。15次射⻔尝试中⼀半射中

⽬标，他进了3个点球，另外2个是左脚近距离射⻔。C罗的国家队历史进球

数达到了惊⼈的109个，与前伊朗前锋阿⾥· 达伊创造的世界纪录持平。

    C罗凭借对对阵德国队时的⼀次助攻，⼒压希克，加冕最佳射⼿。希克也

也在本届⽐赛的决赛阶段进了5个球。其中之⼀——在对苏格兰队时中线附

近的⼀记惊天吊射——被选为本届⽐赛的最佳进球，这位捷克前锋的所有进

球都只需⼀次触球，其中包括⼀个头球和⼀个点球。

    ⽐利时队员卢卡库在444分钟内13次尝试射⻔，打进4球，领先于凯恩，在

本届⽐赛占据⼀席之地。这位英格兰前锋也打进四球，但耗费时场687分钟

。瑞典队球员福斯⻉⾥是进球最多的中场球员，出任球队⾸发左边锋的他打

进了四球，⽽他经常从左路内切，在中路制造威胁。与此同时，本泽⻢时隔

五年半后重返法国国家队，以他独特的⻛格为⾼卢雄鸡打⼊四球。

莱万多夫斯基的左脚、右脚和头球的帽⼦戏法还是没能⼒挽狂澜，帮助波兰

队从⼩组突围，⽽丹⻨队的多尔⻉尔平均每77.6分钟进⼀球，使他成为进球

效率最⾼的射⼿，略胜于C罗的78.4分钟/球。

 进球  球员  国家  ⽐赛时场 每个进球花费时间

5    克⾥斯蒂亚诺 · 罗纳尔多  葡萄⽛ 360  72

5    希克  捷克 417  83.4

4    本泽⻢  法国 371  92.75

4    福斯⻉⾥  瑞典 389 97.25

4    卢卡库  ⽐利时 444 111

4    凯恩  英格兰 687 171.75

3   多尔⻉尔  丹⻨ 233 77.66

3    莱万多夫斯基  波兰 290 96.66

3    沙奇⾥  瑞⼠ 378 126

3    维尔纳杜姆  荷兰 386 128.66

3    塞菲洛维奇  瑞⼠ 394 131.33

3    莫拉塔  ⻄班⽛ 470 156.66

3    斯特林  英格兰 681 227

5
4

3

2020欧洲杯最佳射⼿

 欧洲杯决赛阶段
最佳射⼿

14  克⾥斯蒂亚诺 · 罗纳尔多 

葡萄⽛

9  普拉蒂尼
法国

7  阿兰 · 希勒 

英格兰

7  格列兹曼
法国

6  范尼斯特鲁伊
荷兰

6  克鲁伊维特
荷兰

6  鲁尼
英格兰

6  亨利
法国

6  伊布拉希莫维奇
瑞典

6  努诺 · ⼽⻨斯
葡萄⽛

5151



 在2020年欧洲杯上，随着⽐赛的进⾏，前锋和边锋们纷纷⼊球，
共打⼊142个进球。

 

52

数据

52

进球分析

⻄班⽛队打进他们13个
进球中的1个

第⼆届24队欧洲杯在进球⽅⾯达到了新的⾼度

。创纪录的142个进球，平均每场将近3个。在

⽐赛开局阶段⼤家都很谨慎，没⼈能预测到会

有如此多的进球，在前12场⽐赛中只出现了28

 个进球。在第⼆轮⽐赛中，也仅增加了27个进

球，⽽在⼩组赛最后⼀轮的⽐赛⽇，球员们的

压抑感被打破，平均每场⽐赛攻⼊3.25球。

    之后的29个进球来⾃于16强赛的⼋场⽐赛，

包括了四分之⼀决赛中4场平局⾥打进的12个

球。与2016年欧洲杯相⽐，本届⽐赛总进球数

增加了31.5%，在同⼀天进⾏的两场16强赛中

有14个进球：⻄班⽛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然后

是法国队和瑞⼠队在90分钟内3-3战平。⻄班

⽛队在加时赛中⼜进了两球，使得那场⽐赛成

为在1960年半决赛中南斯拉夫队5-4战胜法国

队之后，欧洲杯历史上⽐分第⼆⾼的⽐赛。

    在任何⼀届欧洲杯上，进球 多的⼀天都是

⼩组赛的 后⼀个⽐赛⽇，⻄班⽛队在对阵斯

洛伐克队的⽐赛中再次攻⼊五球，瑞典队以3-2

击败波兰队，葡萄⽛队、法国队和德国队和匈

⽛利队的⽐赛均以2-2收场。

    由于中场中路相当拥挤，对场地宽度的被充

分利⽤是进球的关键途径：35%的进球都是在传

中或倒三⻆传球后打进的。11粒乌⻰球背后的

原因之⼀就是低平球传中，这⽐之前的15届⽐

赛的乌⻰球总和还多出2个。还有14个球来⾃

于补射或第⼆落点球的争抢。

    ⾃信地运球进⼊禁区助攻或进球也在本届⽐

赛中回潮。意⼤利队的因斯涅和英格兰队的斯

特林以他们⽬的性极强的跑动吸引了眼球，两

⼈都⽤⼀个在眼花缭乱的运球突破后打进的进

球。会师决赛的两⽀球队各运球121次，在这

⼀统计数字上都领先。

    前锋攻⼊71球，中场42球，后卫17球。三名前

锋（如1-4-3-3和1-3-4-3）组成的阵型 受欢迎

，这些球队的进球数量位居前列。⼤多数球队也

使⽤了⾼位压迫，这也是进球的必备条件之⼀。

技术观察员梅伦德斯解释说：“ 这会导致进球数

量增加，进球来⾃两翼。谁的进球 多？当然是

派出三名前锋的球队。” 意⼤利队（13个进球）

、⻄班⽛队（13个进球）、丹⻨队（12个进球）

和英格兰队（11个进球）也是如此，只有这些球

队的进球数达到两位数。



任意球后

7% 
反击

“ 我们总是在⼩组赛阶段的 后⼀个⽐赛⽇看到

更多的进球，原因很简单，要么晋级，要么回家

，就像是决赛，” 梅伦德斯说。在⼩组赛第三轮

中，共有39个进球，反击得分⽐其他任何⼀轮⽐

赛都多。这取决于这样⼀个事实：这些球队⽆论

是出于意愿还是需要，都不得不承担更多⻛险。

⼩组赛阶段只有8⽀球队被淘汰，在⾸场⽐赛中

获胜通常有利于球队后续的⽐赛。然⽽，在

2020年欧洲杯上观察到的情况表明，在第⼀轮

⼩组赛中，球队们通常⽐预期更为谨慎。“ 当

时的⼼态是，尽量不要输，如果我们能赢，那就

更好了，” 坎⽐亚索说。“ 不是我们必须赢，

⽽是不丢球很重要。”

    这种明显的谨慎拉响了警报：普遍的⼼态往

往更倾向于消极的⼀⾯，⽽不是积极的⼀⾯。尽

管意⼤利队例外，但⼤多数球队并没有打出⼀

场⾃信、有进攻意识的⽐赛，⽽是采取了更为谨

慎、更为务实的观望态度。在⾸轮⽐赛的28个

进球中，有近五分之⼀是由于防守失误造成的，

这⼀趋势在球队的第⼀个90分钟⽐赛后就消失

了——这与他们的经验有很⼤关系。

    相反，⼩组赛的 后⼀个⽐赛⽇，所有球队

⼏乎⽆所顾忌：球队知道想要晋级需要怎么做

，必须攻出去取得进球。

$ 31.5%  
相⽐2016年欧洲杯
进球数增⻓

35%  
传中和倒三⻆传球创
造了35%的进球

% 3.2%  

 
头球进球从2016年
欧洲杯的22.2%下跌

2.78  
平均每场⽐赛打进
接近3球

11.3%  
替补队员们打进了
全部进球的11 .3%

1  

 
 

 

11  

 
乌⻰球数量，
对⽐于此前15届
⽐赛中的总数9个

9 

 
点球得分，
包括2次被⻔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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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紧张造成严重后果

⽐赛⽇ 1 !28个进球" ⽐赛⽇ 2 !27个进球"

⽐赛⽇ 3 !39个进球" ⼩组赛全部  !94个进球"

仅有1球来⾃于
任意球直接攻⻔：
丹⻨队对阵英格兰队
的半决赛中由达姆斯
⾼攻⼊



 

    短传配合再次成为最常⻅的进球⽅式，C罗在对阵

匈⽛利队的⽐赛中在补时阶段进球前完成了34 次传

球，⼽森斯在对阵葡萄⽛队的⽐赛中进球前完成了

20次传球，这是德国队的第四个进球。哈弗茨在同

⼀场⽐赛中的进球也排⾏在进球前传球次数最多的前

⼗名中。在那场⽐赛中，德国队的四个进球都有⼀个

共同点：后卫吕迪格在四次进攻中都⾄少触球⼀次，

这说明了勒夫的队员并不畏惧向着对⼿的两名前锋更

进⼀步。

    尽管⾼位压迫使得球队从后场发起进攻变得更加

复杂，但德国队证明了这是可能的，他们的6个进球

中有5个来⾃后场组织；哈弗茨在对阵匈⽛利队的⽐

赛中的任意球头球破⻔是个例外。这是定位球导致的

40个进球中的12个头球进球之⼀，另外15个头球进

球来⾃运动战，总共27个——相⽐2016年欧洲杯减

少3.2%。

在51场⽐赛中攻⼊142球，创下了纪录，但⼀名守⻔

员被评为本届锦标赛的最佳球员。从最重要的统计

数据——以及荣誉——可以很容易地推断，2020年

欧洲杯是⼀场以进攻为主的⽐赛，冠军意⼤利队在

⽐赛的攻⽅两端都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可能

多地进球，并勤勉地避免对⼿打⼊进球。意⼤利队

和⻄班⽛队各进了13个球，他们的乌⻰球数分别为1  

个和3个，两队⼀路杀⼊半决赛。尽管事实证明伊⽐

利亚的球队效率更⾼，他们共尝试射⻔115次，⽽意

⼤利队是领衔整届⽐赛的127次——⼜是⼀项证明了

他们的进攻意识和进攻能⼒的数据。

    相⽐之下，在决赛中落败的英格兰队只有63次射

⻔，其中28次射中⽬标，10个进球，外加1个乌⻰球

。克亚尔的乌⻰球让英格兰队在与丹⻨队的半决赛

中扳平⽐分，这表明了进球得分⽅⾯最显著的趋势

之⼀：⼀名后卫将⼀记低平传中球或倒三⻆传中挡

进⾃家球⻔。“ 当传中球超出守⻔员的控制范围时

，⼗有⼋九会进球，” 技术观察员霍克说。萨卡的

传中距离舒梅切尔的射程太远，使得克亚尔别⽆选

择，只能在赶在斯特林之前，试图将球解围。

    英格兰队证明了这种⽅法的有效性，他们的11个

进球中有8个（72.73%）是传中或倒三⻆传球后的进

球。有这样的传中质量，他们以五个头球进球领先

于瑞⼠队的三个也就不⾜为奇了。意⼤利队的⼤部

分进球来⾃短传配合（6个），其中三个来⾃于运球

突破后的短距离传中配合，这得益于因⻄涅和基耶

萨巧妙的步法。

⾼位压迫和⾼质量传球
迫使防守捉襟⻅肘

 
 

 

 

 
 

 

 

定位球
进球
总览

42%
⻆球，
17 个进球

28%
点球，
11个进球

20%
任意球，
8个进球

8%
界外球，
3个进球

2%
任意球直接攻⻔，
1个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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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球⽅式

克亚尔试图封堵萨卡的传中
却将球挡进⾃家球⻔



    

类型 进球⽅式 淘汰赛
阶段

  直接攻⻔ 0 1 1

⻆球
 
 

⻆球或随
后发展的
进攻

12 5 17

点球
 

 
球点球
包括跟进的
补射

9 2 11

 由直接任意球
造成的进球 5 3 8

界外球  由界外球
造成的进球 2 1 3

28 12 40

类型 进球⽅式 共计
⼩组赛
阶段

淘汰赛
阶段

短传配合  
通过相互连
接和传球的
进攻组织

39 22 61

快速反击

破坏对⼿
进攻后
⽴即由守
转攻

7 1 8

 防守失误
守⻔员或后
卫的防守失
误造成进球

8 5 13

 
直接进攻

少数传球后的
快速进攻
如快速反击或
后场⻓传

9 8 17

其它 属于单⼀
分类之外 3 0 3

66 36 102

共计 94 48 142

平均每场⽐赛进球 2.61 3.2 2.78

定位球进球

运动战进球

 
 

 传中和倒三⻆传球
是进球的成功套路

5555

定位球进球

运动战进球

直接
任意球 

直接
任意球 

共计
定位球得分的⽐例（28.2%）与2016年欧洲杯（29.6%）相似，⻆

球被证明是最常⻅的从死球到得分的⽅式。意⼤利队在决赛中扳

平⽐分的进球就是⻆球后的争顶，但他们在半决赛中击败的球队

——⻄班⽛队——从四个⻆球中收获了最为丰厚。其中三个是在

5-0战胜斯洛伐克的⽐赛中打进，费兰·托雷斯和拉波尔特各⼊⼀

球，另⼀个是库茨卡的乌⻰球。（这也是⼀场与欧洲杯最⼤的胜

利打平的⽐赛，莫拉塔在本场⽐赛中罚丢了⼀个点球。）在四分

之⼀决赛战胜瑞⼠队的⽐赛中，⼜⼀个来⾃⻆球的乌⻰球被运⽓

不佳的扎卡⾥亚打进。

    四粒乌⻰球来⾃死球的情况，包括胡梅尔斯在⾯对法国队界外

球时的糟糕运⽓。这是在经过训练的界外球套路后打⼊的三个进

球之⼀，奥地利队的阿纳托维奇和丹⻨队的梅勒也展示了进攻时

界外球对于瓦解对⽅防守是多么危险。最后，在2020年欧洲杯上

的17次点球中，有9个球打进，还有2个被⻔将挡出后的跟进补射

破⻔，这⽐以往2000年欧洲杯上的13次，和2016年欧洲杯上的12

次点球都要多。在葡萄⽛队2-2战平法国队的⽐赛中，C罗凭借点

球梅开⼆度，这是有史以来第⼀次欧洲杯单场⽐赛内出现三次点

球（本泽⻢为⾼卢雄鸡打⼊⼀个点球）。

    当然，这⼀数字不包括点球决胜，在2020年欧洲杯上有四场点

球决胜。冠军意⼤利队参加了其中的两场，在创纪录的7次参加

点球决胜中，获得了第3次和第4次胜利。另⼀⽅⾯，英格兰队在

欧洲杯点球决胜中第四次被击败，这也是⼀项纪录。这是继2012

年四分之⼀决赛被意⼤利队淘汰后，他们第⼆次被意⼤利队点球

淘汰。

许多进球来⾃于传中，边后卫和边锋是助攻的重要来源。英格兰队在

决赛中的进球是⼀个很好的例⼦，说明了球队是如何在边路进攻种中

取得巨⼤成功的。“ 战术上，索斯盖特在想办法击败意⼤利队⽅⾯做

得很好，” 技术观察员兼⻄汉姆联队主教练莫耶斯说，他指出⼀名边

后卫助攻另⼀名边后卫得分源于索斯盖特的战术⽅法。“ 英格兰队⽤

这种体系攻克了意⼤利队。” 然⽽，英格兰队仅在开场15到20分钟的

时间⾥坚持了这种⻛格；意⼤利队最终占据了上⻛，在120分钟内限制

到仅有那⼀次射⻔。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传中进球都像肖在决赛中那样。事实上，有更

多的得分来⾃于隐蔽、低平⽽有⼒量的传中，加上由前锋或后卫转换

、由防守球员上缴或投奔⽽来的抢断，最后在篮板上得分。



不仅仅是在⾸个⽐赛⽇，球队才开始慢慢适应⽐赛，进

球的时机也说明了这种谨慎开局的倾向是如何在整个⽐

赛中扩⼤的。仅仅超过三分之⼀的进球（36.6%）于上

半场打进，58.5%的进球在下半场。加时赛中共打进了7

个球。在⼋场⽐赛中，僵局⽤了⼀个⼩时才被打破，其

中两场⽐赛是意⼤利队在淘汰赛阶段的表演，两场⽐赛

都是基耶萨帮助球队领先（分别对阵奥地利队和⻄班⽛

队）。 英格兰队在对阵德国队的⽐赛中也取得了领先

，斯特林在第75分钟的进球打破了⽐赛僵局，⽽霍莱斯

在下半场中段让捷克队领先荷兰队。在⽐赛开始的半⼩

时内，共有27个进球，其中22个进球是⽐赛在进⾏了三

分之⼀后打进，并以1-0的⽐分结束全场。

    但也有明显的例外，肖以1分56秒的纪录打进了欧洲

杯决赛历史上 快的⼀球，也是欧洲杯历史上第五快的

⼀球；福斯⻉⾥代表瑞典队在对阵波兰队⽐赛中的进球

是欧洲杯历史上第⼆快的进球，时间是1分22秒。他的

莱⽐锡队友鲍尔森在丹⻨队2:1击败⽐利时队的⽐赛中

于1分39秒射⻔得分，这是欧洲杯历史上第三快进球，

所有三个进球都是在⽩热化阶段的⽐赛中攻⼊的，因此

球队没有谨慎的余地。到了加时赛，球队不会坐以待毙

——在加时赛中有7个进球，这是决定15场淘汰赛中8场

⽐赛的结果所必需的。只有在意⼤利队与奥地利队的16

强赛中，第⼀个进球才在常规时间外出现，英格兰队与

苏格兰队的全英对决，和⻄班⽛队与瑞典队的⽐赛，是

唯⼆没有进球的⽐赛。

 仅仅有三分之⼀的进球于上半场打进，
中场休息后的15分钟是进球效率最⾼的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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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届充满运球的欧洲杯，” 技术观察员卡佩罗宣称。

“ 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年轻球员1对1，试图运球突破对⼿到球

⻔线，传出那些危险的球。” 运球突破的球员们近年来已成

为濒危物种，但像基耶萨、因斯涅和斯特林这样的球员们表

现出的⼀些迹象表明本届⽐赛中，⼀种元素正在复苏，这⼀

元素能 ⼤程度地引起球迷们兴奋，并在边后卫身上造成了

⼤程度的恐惧。

    意⼤利队边后卫斯⽪纳佐拉和迪洛伦佐也被卡佩罗提到，

他们是那些不畏惧向前并试图运球突破的球员的典型。卡佩

罗说：“ 意⼤利队很幸运能在这个时期拥有这些球员。” 他

认为斯特林也为英格兰队“ 产⽣影响” 。这位前英格兰队主

教练补充道：“ 这场⽐赛确实很重要，但他们也冒着⻛险去

运球突破了。”

    这种⻛险不仅导致了危险的传中，吸引着后卫和前锋，也

制造出⽆数个进球，尤其是斯特林和基耶萨。“ 他想制造混

乱，” 前英格兰后卫⾥奥·费迪南德在英国⼴播公司对斯特

林每次拿到球时的意图做出评价。曼城队前锋正是这样做的

，他成功运球突破22次，⽐排名第⼆的基耶萨多7次。其中9

次是在半决赛对阵丹⻨队的⽐赛中，4次是在决赛中，切萨

在决赛中成功运球突破的次数占了总次数的三分之⼀。

姆巴佩持球

运球突破的球员们
再度受到欢迎

 斯特林 英格兰 22

基耶萨 意⼤利 15

布莱斯维特 丹⻨ 13

亚尔莫连科 乌克兰 11

姆巴佩 法国 10

佩德⾥ ⻄班⽛ 27

维拉蒂 意⼤利 25

斯特林 英格兰 19

略论特 ⻄班⽛ 18

肖 英格兰 17

因⻄涅 意⼤利 16

斯特林 英格兰 15

姆巴佩 法国 13

梅勒 丹⻨ 12

斯⽪纳佐拉 意⼤利 11

基耶萨 意⼤利 11

深⼊进攻三区的
带球跑

深⼊禁区的
带球跑

在2020年欧洲杯期间，没有其他任何球员能像因斯涅那样将球带

进对⽅禁区，意⼤利队在对⽐利时队的四分之⼀决赛中的进球是

⼀个典型的例⼦，卡佩罗如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这种冒险⾏为的

赞扬。由于除瑞典队外的每⽀球队在⽐赛的某个阶段都采⽤了三

前锋阵型，因此，有效的边路进攻战术是2020年欧洲杯上产⽣进

球 多的渠道之⼀。

成功运球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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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遗忘的
盘带艺术

球员们不仅要在持球时完成所有的⼯作，更是热衷于向前跑动

，在进攻三区拿球。⻄班⽛队的佩德利在这⼀榜单中以27次⾼

居榜⾸，他强调了⾃⼰是多么⾼兴能有这样的表现；这⽐意⼤

利的⻙拉蒂多了2次，他仅在决赛中就完成了13次深⼊进攻三区

的带球跑。斯特林愿意回撤来接球，这也反映在他19次通往进

攻三区的带球跑次数中，⽽英格兰边后卫肖也完成了17次。他

⼀次完美的跑动帮助球队在决赛刚⼀开始就攻⼊⼀球。



欧洲⼤陆的顶级前锋们当然没有丢掉射⻔的艺术，他们

只需要嗅到进球的味道就会起脚射⻔。在2020年欧洲杯

的142个进球中，超过三分之⼀的进球都是以⼀脚触球的

⽅式完成的。加上27个头球和11个乌⻰球，结果是超过

⼀半的进球都是由进球者⼀次触球就打进的，加上点球

和⼀个直接任意球，总共这样打进99个进球。令⼈惊奇

的是，希克距离球⻔45⽶的触球直接射⻔，被选为赛事

佳进球，与佩德⾥在⻄班⽛队对阵克罗地亚队⽐赛中

的乌⻰球距离相同，这两个进球创造了欧洲杯历史上射

⻔距离球⻔ 远的进球和乌⻰球两项记录。

即便这是头球进球数 多的⼀届欧洲杯，所有进球中头

球所占的⽐例却再次下降。运动战中只打进了15个头球

，占总数的19%，是2000年欧洲杯以来的 低⽔平。英

格兰队是接传中头球攻⻔效率 ⾼的球队，11个进球中

有5个进球是通过这种⽅式打进的，紧随其后的是瑞⼠队

，他们的8个进球中有3个是头球，其中两个是由塞菲洛

维奇攻⼊的。将头球得分进⼀步细化，其中⼀半以上来

⾃运动战（15个），只有12个来⾃定位球：8个来⾃⻆

球，4个来⾃任意球。

快速的低平球传中收效颇丰 ⼀次触球⾜矣

头球
进球

全部
进球

百分⽐

1996 11 64 17.2%

2000 15 85 17.6%

2004 17 77 22.1%

2008 15 77 19.5%

2012 22 76 28.9%

2016* 24 108 22.2%

2020* 27 142 19%

*24⽀球队参赛

进球类型

 运动战
进球

全部进球
（包括定位球）

传中 31 43

其它* 9 23

补射/第⼆落点 14 18

运球/个⼈技术 12 16

直塞球 12 12

回做 11 11

倒三⻆ 7 9

过顶球 4 4

墙式 3 3

共计 100 142

*不能明确归属于⼀个类别的进球，如防守失误造成的乌⻰球或远射进球

28% 
传中

7% 
倒三⻆

12% 
直塞球

4% 
过顶球

 11%
运球

3% 
墙式

14% 
补射/第⼆落点

10% 
其它

11% 
回做

⻄克在
对阵苏格兰队的
⽐赛中⼀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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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在补射机会上 射⻔

历届欧洲杯头球进球数量

运动战进球

在中路⼤部分区域被密集的防守覆盖的情况下，绕过对⼿后卫并快速传中的战

术被证明是产⽣进球的有效途径，这在⼀定程度上体现在创纪录的进球数上。

“ 防守提前传中⾮常困难。” 技术观察员霍克说：“ 当进攻队员遇到这种球时

，进球的机会很⼤——如果防守队员第⼀个碰到球，那通常是⼀个乌⻰球。”

虽然创纪录的11个乌⻰球中有3个可以归因于守⻔员失误，但每当⼀个快速、

低平的传中划过⻔前，⽽守⻔员没有碰到的时候，往往就会产⽣进球。 “ 在

球⻔前有太多难以消除的压⼒，” 霍克补充道。“ 如果你看看所有这些乌⻰球

，你会发现其实也只有⼀次变向⽽已。”

    ⽽当⽅向的改变不是朝着球⻔的时候，球也常常会落在进攻球员的脚下—

—事实上，本届⽐赛中有18个球来⾃禁区内的补射。博努奇在决赛中攻⼊的⼀

球帮助意⼤利队扳平⽐分，霍克的观察是，在这种情况下解围任务艰巨。



2016年，作为欧⾜联技术观察员的英格兰队主教练索斯盖特指出，“

率先进球的球队除了拥有巨⼤的⼼理优势外，还有拥有战术优势。你

不必再让队员们压上；可以保护领先优势，也不必冒上额外的身体⻛

险。”

    正如他五年前所说的那样，索斯盖特在决赛中领先意⼤利队后，明

显地让他的球员们回撤，但这让蓝⾐军团重燃焰⽕。他没有坚持让边

翼卫特⾥⽪尔和肖继续拉开进攻宽度，⽽是将这两名球员作为后防线

的⼀部分保障防守；意⼤利队有更多的空间控球，来实施他们⾃⼰的

⽐赛计划，并从中获得了信⼼。

    “ 当你领先时，你担⼼的更多是被进球⽽不是再次进球，” 技术观

察员卡兰卡说。这位三次随皇⻢夺得欧冠联赛冠军的球员表示，虽然

这⼀战术转变对索斯盖特来说是有意义的，但他的球员们还没有完全

准备好。

    “ 终，意⼤利以他们想要的⽅式赢得了⽐赛，” 卡兰卡补充道。

“ 加雷思的⽐赛计划肯定是⼀样的。但是如果球员在场上⽆法执⾏⽐

赛计划，那就太难了。英格兰队很难应对这种压⼒。”

    意⼤利队在点球⼤战中获胜，这场胜利是率先失球球队逆转获胜的

五场⽐赛之⼀。还有8场⽐赛率先进球的球队 终被逼平，其中包括

瑞⼠队在沙基⾥扳平⽐分后，点球⼤战中输给⻄班⽛队的⽐赛。

逆转获胜

在2020年欧洲杯上，前锋占据了表现出⾊，有71个进球

来⾃前锋和边锋——正好是进球总数的⼀半。中场球员打

进了42个球，17个球由后卫攻⼊，包括决赛中的两个进

球：肖的国家队⾸球和· 博努奇扳平⽐分的宝贵进球。与

此同时，C罗的五粒进球帮助尤⽂图斯成为2020年欧洲杯

期间球员进球 多的俱乐部，进球数为12个。莫拉塔3个

，基耶萨2个，博努奇和拉姆塞各1各，其他意甲俱乐部排

名也很靠前：国际⽶兰球员进了8个球（与利物浦的进球

数相同），亚特兰⼤队员们进了7个球。不仅意⼤利队获

得了冠军，⽽且意⼤利的俱乐部在进球数上也⾛在前列。

 

 

葡萄⽛ 2-4 德国

丹⻨ 1-2 ⽐利时

克罗地亚 3-5 ⻄班⽛（加时赛）

英格兰 2-1 丹⻨（加时赛）

意⼤利 1-1 英格兰（点球3-2）

有五场⽐赛中
被率先进球的队伍 终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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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居上的胜利

板凳席上
的⼒量 
替补球员的影响
不仅仅体现在进球上

沙奇⾥在对阵⻄班⽛队的
⽐赛中扳平⽐分

尽管⽐赛中可以进⾏五次换⼈调整——加时赛中还有第六次

——替补球员的进球⽐例实际上从2016年欧洲杯的17.6%下

降到了11 .3%。 考虑到由于新冠疫情导致本赛季国内和欧洲

⽐赛的赛程⼗分密集，教练们正在做的许多改变都是关于帮

助球员们跑得更远、更快，并且不在不必要时撤下已被证明

过的得分⼿。因此，⾸发前锋们打进了⼤部分进球，替补球

员上场的频次增多，以捍卫领先优势，或在中场和边路提供

更充沛的能量。

    虽然替补球员们进球数减少，但她们在球队进步中起着⾄

关重要的作⽤。技术观察员鲁布克说：“ 拥有五名替补⾄关

重要。现在的情况是，‘ 为什么那么看重⾸发11⼈？’ ，

重要的是⽐赛结束时场上的11名队员。”

    在这⽅⾯，鲁德布克赞扬了丹⻨队主教练尤尔曼德在⼀场

体能和情绪都很紧绷的⽐赛中管理球队⼈员的⽅式，这场⽐

赛距离决赛只差⼀步。“ 他可能会在每场⽐赛间有所改变，

甚⾄在单场⽐赛中都会有所改变，” 鲁德布克说。“ ⼏年前

他不太喜欢改变，但现在他已经适应并使⽤了五名替补球员

。如果你不⽤⼤部分替补，为什么会有26名球员？主教练可

以征召年轻球员，并信任他们。”

C罗和尤⽂图斯
领衔榜单 



欧⾜联技术观察员的⼀项令⼈愉快的任务便是从决赛阶段的

142个进球中选出前⼗名。他们选择出的不同⽅式的射⻔反映

了欧⾜联技术观察组在51场⽐赛中想强调的⼀些趋势。

    这分清单上有⼀些精彩的远射，这突出了⼀个事实，即由

于防守阵型的后移，禁区内很难找到射⻔的空间，所以只能

在禁区附近起脚——甚⾄更远的地⽅，希克从⼀个⽐起苏格

兰禁区来说更靠近中线的区域射⻔，占据这份榜单之⾸。

希克
惊天吊射

这位捷克球星在对阵苏格兰
队的⽐赛中不可思议的⻓距
离吊射，在众多进球中脱颖
⽽出，体现出射⻔的多样性

60

数据



短传配合带来了精彩的进球——其中包括C罗对阵匈⽛利队时

的进球和⽐利时队对阵丹⻨队的制胜进球，卢卡库展示了他

作为⼀名逆⾜右边路球员的绝佳技术，帮助德布劳内从伪9号

位置插上得分。亚尔莫连科的进球是左脚右边锋内切的⼜⼀

个例⼦；基耶萨在对阵⻄班⽛队的⽐赛中完成了⼀由守⻔员

发起的经典的B2B（从禁区到禁区）反击；达姆斯⾼在半决赛

对阵英格兰队的⽐赛中共打⼊的直接任意球是本届⽐赛中唯

⼀的任意球射⻔直接得分。

帕特⾥克 · 希克
苏格兰 0-2 捷克
D组

当球弹到脚下时候，这位捷克前锋在近50⽶的距离起脚射⻔
，表现出了敏锐的意识和⾼超的技术。

保罗 · 博格巴
法国 3-3 瑞⼠
16强赛 (加时赛；瑞⼠点球5-4 获胜)

博格巴在禁区外从容打出⼀记漂亮的右脚弧线球。

卢卡 · 莫德⾥奇
克罗地亚 3-1 苏格兰
D组

莫德⾥奇在禁区的边缘⽤右脚脚背外侧打进⼀记精彩进球。

洛伦佐· 因⻄涅
⽐利时 1-2 意⼤利
四分之⼀决赛

在中场接到球后，因⻄涅从左路带球突⼊禁区，内切后右脚
射⻔。

凯⽂ · 德布劳内 

丹⻨ 1-2 ⽐利时 

B组

卢卡库利⽤个⼈技术在右路送出传中，帮助德布劳内⼀蹴⽽就。

克⾥斯蒂亚诺 · 罗纳尔多  

匈⽛利 0-3 葡萄⽛
F组

和拉法·席尔瓦精彩的连续墙式配合帮助C罗避开守⻔员，
推射空⻔。

阿尔瓦罗 · 莫拉塔
意⼤利 1-1 ⻄班⽛ 
半决赛 (加时赛；意⼤利点球 4-2 获胜)

达尼· 奥尔莫在伪9号位置送出精确到毫⽶级别的每秒传
球，配上莫拉塔冷静的左脚射⻔。

 

⽶克尔· 达姆斯⾼
英格兰 2-1 丹⻨
半决赛 (加时赛)

 

英格兰队的防线封锁了禁区，但达姆斯⾼的计算恰到好处。

安德烈 · 亚尔莫连科
荷兰 3-2 乌克兰
C组

亚梅连科在⼜边路穿裆过⼈后内切，⼀记漂亮的左脚射⻔兜
向远⻆。

费代⾥科· 基耶萨
意⼤利 1-1 ⻄班⽛
半决赛 (加时赛；意⼤利 4-2 点球获胜)

吉安路易吉· 多纳鲁⻢⼿抛球发动反击，以基耶萨完美的右
脚射⻔为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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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欧洲杯
⼗佳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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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成功不再具有同样的影响⼒。“ ⻄班⽛的主

要战略之⼀可能不再是成功的关键，” 技术观察员

梅伦德斯说。“ 重要的是你有战术的原则和纪律，

这就是为什么丹⻨队和瑞典队在战术上⾮常强⼤，

这让我很惊讶。”

    事实上，瑞典队的⽐赛建⽴在⼀种残酷⽽有效的

⾼效⻛格上，试图利⽤伊萨克和⻉⾥的速度，冲破

对⼿组织严明的防守体系，这种体系⼏乎是在⿎励

对⼿控球，直到他们犯错。在对阵⻄班⽛队的⾸场

⽐赛中，他们⼀度只有16%的时间脚下有球，但他们

却在这场没有进球的平局中收获了1分。与此同时，

丹⻨队的控球率远远⾼于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邻

国，但由采⽤了类似的反击⽅式，霍伊别尔将防守

和进攻串联起来。尽管45%的控球率不占优，但他们

在与捷克队的四分之⼀决赛中获胜。

在半决赛对阵⻄班⽛队之前，意⼤利队⼀直属于渴

望控球的阵营。曼奇尼的队员们在⽐赛中实施⾼位

压迫，每当他们在前场丢失控球权时，他们都会尽

快夺回球权。他们的守⻔员多纳鲁⻢、后卫基耶利

尼和博努奇的⾃信确保了他们⾯对对⼿的压迫并不

惊慌。截⽌到这场半决赛前，意⼤利队以55.8%的平

均控球率排名第⼆。只有对阵瑞⼠队时，蓝⾐军团

的控球率才低于对⼿（49%），但这都是在他们遇

到伊⽐利亚球员们之前。

    多年来，⻄班⽛队在球的控制和转移⽅⾯建⽴

了良好的声誉。在2016年欧洲杯上，只有德国队

的控球率（63%）⾼于⻄班⽛队（61%），⻄班⽛

队在2012年（59%）和2008年（54%）的这⼀统计

数据中都居于领先地位，并且在2020年欧洲杯上

再次占据主导地位，其所有⽐赛中有三分之⼆的

时间都在控球。然⽽，正如五年前所观察到的那

样，“ ⽐赛中的控球和传球数量并不能保证成功

” ，正如鲁滕施泰纳所指出的，即便控球帮助他

们在2008年和2012年赢得冠军。时代不断变化，

控制球并不总是意味着控制⽐赛
除⾮球队明智地利⽤了控球优势

控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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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佩德⾥的跑动
⼤多是在本⽅

控球时完成



    从本质上讲，掌握控球权并不是⼀切的最终⽬

的，更多取决于在拥有球时你会做什么。“ 当然

，我来⾃控球之国，但你知道，这都是为了获胜

，” 霍克说。“ 取胜是第⼀位，只有进球才能取

胜。控球的结果应该是你能进多少球，你能创造

出多少机会？这关乎于⽐赛管理。控球究竟会有

怎样的结果？”

    例如，在⻄班⽛队与克罗地亚队的16强较量中

，恩⾥克的球队在67%的控球率下得分为3.89，⽽

克罗地亚的得分为4.4，这说明克罗地亚队⽤更少

的控球制造了更⼤的危险，尽管他们的射⻔最终

导致他们在四分之⼀决赛中失去了⼀席之地。

    在淘汰赛阶段，控球率较低的球队只取得了六

场胜利，2016年观察到的⼀种趋势是：重获球权

速度慢的球队往往胜率较低。在法国踢的51场⽐

赛中，控球最多的球队只赢了15场，⽽在2020年

欧洲⾜球锦标赛上，这⼀数据上升到了26场，略

多于⼀半。在⼩组赛阶段，控球权更多的球队取

得了17场胜利，在淘汰赛阶段9场。

    因此，更多的控球权确实会转化为更⼤的获胜

机会，但并不明显。

    对意⼤利队来说，本届⽐赛与2016年相⽐有显

著的变化，当时他们在四分之⼀决赛被德国队淘

汰的⽐赛中只有45%的控球率。只有四个国家的

控球率低于意⼤利队，正如技术观察员鲁德⻉克

所说，“ 他们当然不担⼼控球” ，并且“ 很开⼼

地专注于反击” 。孔蒂的执教时球队出⾊的防守

和压迫仍然是曼奇尼接过教鞭后球队继承的重要

特点。⽽在伦敦的⽐赛中，向更注重控球的转变

帮他们补全了获胜的拼图，他们在对阵英格兰队

的⽐赛中拥有61%的控球权，包括下半场的65%。

与2016年只有三⽀球队的控球率⽐意⼤利队更低

相⽐，在2021年，只有三⽀球队的控球率⾼于意

⼤利队。

⻄班⽛

统计数据表明，⻄班⽛队是2020年欧洲杯中控球能⼒最强的国家，有三名⽃

⽜⼠登上本⽅控球时跑动距离的榜单，尽管他们本届⽐赛中的最终成绩不及

英格兰队和意⼤利队。与此同时，若⽇尼奥⽐榜单上的下⼀位意⼤利球员—

—排名第11的因斯涅——多跑了惊⼈的7.73公⾥。

佩德⾥ ⻄班⽛

若⽇尼奥 意⼤利

科克 ⻄班⽛

菲利普斯 英格兰

拉波尔特                ⻄班⽛

71.9%

61.8%

55%

54.2%

54.1%

53.7%

52.9%

52.3%

52.3%

50.5%

48.9%

48.5%

48.4%

48.4%

48.1%

46.1%

45.1%

37.4%

35.3%

29.9%

43.3%

43%

37.9%

42.3%

38.23km

33.12km

31.21km

30.98km

30.91km

6363

90分钟内平均控球率

欧洲杯本⽅控球时球员跑动距离

匈⽛利

德国

荷兰

葡萄⽛

⽐利时

意⼤利

瑞典

威尔⼠

芬兰

北⻢其顿

俄罗斯

斯洛伐克

苏格兰

瑞⼠

捷克

波兰

克罗地亚

奥地利

丹⻨

法国

英格兰

乌克兰

⼟⽿其



定位球是2020年欧洲杯⽐赛中的重要得分⼿段，
新战术层出不穷。

荷兰队打进了1个点球，但是他们在⽐赛

中打进的8个进球⾥没有其他的定位球进球

了。即使在没有其它定位球得分的情况下，

德波尔的队员们还是创造了定位球得分的最

⾼效率值（1.73）。在对阵奥地利队的⽐赛

中他们险些两次通过任意球配合破⻔：德弗

 定位球

⻄班⽛队在最后⼀场⼩组赛前的⼏天内做了充

⾜的准备，最终在90分钟⽐赛⾥创下5-0战胜

斯洛伐克队的纪录。 他们在2020年欧洲杯上

的5个定位球进球中有3个是在那场⽐赛中打

进的，包括2个⻆球制造的乌⻰球。主教练恩

⾥克在训练场上所做的努⼒在费兰· 托雷斯令

⼈赏⼼悦⽬的脚后跟进球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葡萄⽛队4个定位球进球数仅次于⻄班⽛队

，其中3个进球来⾃于C罗主罚的点球。他们

和威尔队⼠是仅有的定位球进球⽐运动战进球

数量还要多的队伍。

    冠军意⼤利队是定位球进球⽐例最少的队

伍，13个总进球中只有2个定位球。尽管如此

，这仍是他们击败英格兰队的唯⼀得分⽅式，

因为索斯盖特的英格兰队在本次⽐赛中的2个

失球都是来⾃于定位球。意⼤利队的另⼀个定

位球进球来⾃于任意球传中，佩⻄纳抢点打进

了对阵威尔⼠队全场唯⼀进球——只有英格兰

队和乌克兰队有类似的得分⼿段。

⾥吉的头球被巴赫曼本能地扑出，⽽德利赫

特跟进的补射⼜被挡出了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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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姆斯⾼攻⼊本届⽐赛中
唯⼀的任意球直接破⻔



在2020年欧洲杯中，总共有11个点球转化为进球

，其中两个是补射进球。在令⼈紧张的以点球决

胜的4场淘汰赛（包括决赛）之前，就已经出现

了很多点球。

    在51场⽐赛中共有17个点球，9个转化为直接

进球。这意味着点球的进球转化率只有53%，如

果把2个补射进球也计算在内，这个数据上升到

了65%。 在４场点球⼤战中⼜产⽣出38个点球，

其中有24个打进——命中率63%。突出了这是⼀

届让守⻔员⼤放异彩的⽐赛——没有⼈⽐多纳鲁

⻢发挥得更加出⾊。

    多纳鲁⻢在半决赛和决赛中共扑出了3个点球

，追平了欧洲杯扑救点球次数最多的记录。 他

加⼊了卡⻄利亚斯、⻄蒙、布冯等⼈的⾏列，在

意⼤利队的球⻔前取得了成功。还有2个⾯对多

纳鲁⻢的点球没有命中球⻔范围，这意味着他只

有44.4%的机会在⾯对点球时失球。

    虽然英格兰队的⽪克福德不遗余⼒地通过不断

的移动来⼲扰对⼿，但是多纳鲁⻢仅凭⽓势就已

⾜以让他获得类似的额外效果。“ 多纳鲁⻢只是

站在⻔线上就能给⼈留下深刻印象，” 霍克说，

“ 他在掌控局⾯，⽽不是局势压倒他。”

 意义重⼤
的点球

欧洲杯经历点球⼤战次数最多的球队

7 意⼤利

6 ⻄班⽛

5 英格兰

4 荷兰

3 捷克*、法国、德国*、 
葡萄⽛、瑞⼠

2 丹⻨、波兰

1 克罗地亚、瑞典、⼟⽿其

*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德

4 意⼤利、⻄班⽛

3 捷克

2 德国、葡萄⽛ 

1
丹⻨、英格兰、法国、
⼟⽿其、荷兰、波兰、瑞⼠

4 英格兰

3 意⼤利、荷兰

  

2 法国、⻄班⽛、瑞⼠

1 克罗地亚、丹⻨、德国、波兰 
葡萄⽛、瑞典

欧洲杯点球⼤战
获胜次数最多

欧洲杯点球⼤战
获胜次数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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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奇尼的球队成功地保持他们⾼涨的⼠⽓

，这也意味着除了⻄班⽛队之外，蓝⾐军

团在欧洲杯总共22场点球⼤战中获胜的次

数⽐其他国家都要多，他们和⻄班⽛队都

获胜4次。英格兰迄今为⽌唯⼀⼀次点球

⼤战中胜出也是在温布利球场，那是1996 

年欧洲杯对阵⻄班⽛队——他们清楚在点

球⼤战中失利是什么感觉。这次决赛的点

球⼤战是他们第4次输，⽐意⼤利队和荷

兰队多1次，⽐法国队、⻄班⽛队和瑞⼠

队多2次，这3个国家在本届⽐赛都是被点

球⼤战淘汰的。



球队的⼤量时间⽤于定位球战术训练，并且⼀些球队

有专⻔的教练来指导，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在意

⼤利⼈詹尼· 维奥的战术⼿册上拥有接近5000种不同

的定位球战术套路，此书命名为《Più  30 per cento》

（意为“ 增加30%” ），以反映30%的进球都是来⾃

定位球的这⼀趋势。这个数字⼏乎就是蓝⾐军团在

2020年欧洲杯定位球进球的占⽐，在与威尔⼠队的苦

战中，佩⻄纳幽灵般地出现将维拉蒂的低平任意球传

球射进了球⻔。

    从维奥的⼏个战术套路中能够明显看出意⼤利队想

⽅设法地寻求从死球最⼤化得分机会的⽅法。在先前

提到的那个球中，⾼⼤的中后卫巴斯托尼和博努奇被

安排在了威尔⼠防线的后⾯，诱使他们等待费⻉尔纳

代斯基的⾼空球传中，⽽维拉蒂却传出了⼀个低平球

。在同⼀场⽐赛⾥，3名球员站在威尔⼠队⼈墙的前

⾯为⻉尔纳代斯基的直接任意球制造视觉障碍。

    丹⻨队打进了本届⽐赛唯⼀的任意球直接破⻔，⽽

达姆斯⾼也在对阵英格兰队时有所作为，这不仅仅体

现在出⾊的射⻔，还有他的队友们和英格兰队的⼈墙

站在⼀起，以⼀种阻碍乔丹·⽪克福德看到球的⽅式来

移动，直到球越过⼈墙。定位球教练玛兹·布特格瑞特

是这个特殊战术的创造者，他帮助丹⻨队从定位球中

创造了10次机会，贡献了10.31的效率值——在本届

⽐赛中排名第4。

    界外球也被更频繁地利⽤为进球的途径。就像所有

的定位球⼀样，球员的站位和移动可以在训练场上得

到改进，以制造令对⼿猝不及防的情况。英格兰队明

显专⻔花了时间来练习界外球套路，正如莫耶斯在他

们⾸场对阵克罗地亚队的⽐赛⾥特别强调的那样。他

们的第⼀个明显机会来⾃特⾥⽪尔在本⽅半场抛出的

界外球。斯特林快速转身摆脱了盯防⾃⼰的后卫，朝

着特⾥⽪尔抛出的⻓距离界外球落点以及身前的空挡

跑动，然后带球穿过克罗地亚队的半场，为福登送出

了⼀个弧线球，但后者的射⻔击中了⽴柱。英格兰队

并不是唯⼀专⻔花时间在界外球套路训练上的球队：

法国队在1⽐0战胜德国队时的唯⼀进球、奥地利队对

阵北⻢其顿队时的第3个进球以及丹⻨队4⽐0战胜威

尔⼠队的第3个进球都是来⾃于界外球。

 
  

 

可⾏的
定位球战术 

欧洲杯通常何时出现
点球⼤战？

冠军之路上
经历的点球⼤战

⽐赛场数 点球⼤战 %

16强赛 14 2 14

四分之⼀决赛 28 10 36

半决赛 30 7 23

季军争夺赛 6 1 17

决赛 16 2 13

1976 捷克斯洛伐克 v 德国 (决赛)

1992 丹⻨ v 荷兰 (半决赛)

1996 德国 v 英格兰(半决赛)

2008 ⻄班⽛ v 意⼤利 (四分之⼀决赛)

2012 ⻄班⽛ v 葡萄⽛ (半决赛)

2016 葡萄⽛ v 波兰 (四分之⼀决赛)

2020
 意⼤利 v ⻄班⽛ (半决赛)

意⼤利 v 英格兰 (决赛)

66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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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利队成为第⼀⽀在⼀届欧洲杯上赢得两次点球⼤战的球队。 这是第7次⾄

少要赢得⼀场点球⼤战才能获得冠军的欧洲杯，过去四届⽐赛也是如此。随着

点球⼤战次数的增加，做好相关计划是球队准备⼯作的基本。赢得“ 抛硬币”

也是成功的重要步骤，因为统计数据显示，在点球⼤战中，先罚点球的⼀⽅有

60%的机会获胜。

    梅伦德斯认为：当罚点球时，球员需要表现出⾃信。作为⻄班⽛⻘年队的

教练，他不⽌⼀次经历过这充满戏剧性的事件。“ 当这⼀时刻到来时，球员们

需要做出决策，” 他说，“ 他们必须为⾃⼰负责。” 英格兰队的罚球队员⽆疑

在决赛前就选定了，索斯盖特刚好在加时赛结束前换上了拉什福德和桑乔。此

举引起了技术观察员们的讨论，“ 作为⼀名球员，你⾄少需要5-10分钟让⼼

率上升，” 罗⽐·基恩说，“ 只上场30秒并进⼊状态是很难的。”

    ⼀名球员要有能⼒在罚点球中有良好的数据，并且有勇⽓和信⼼去承担这

个责任。但是站在充满期待的主场观众和55年来第⼀座重要奖杯⾯前去罚点球

，这与这些英格兰球员们以前所经历过的情况完全不同，即使这⼀戏剧性的事

件可能是我们不得不习惯的。梅伦德斯说，“ 有８场⽐赛都拖⼊加时，这在欧

洲杯上是前所未有的。”



    整届⽐赛中出现了⼈盯⼈、区域盯防和⼈盯⼈结合区域盯

防的⽅法，但适应每⼀个定位球的情况是应对⽇益创新的进攻

⽅式的关键。定位球战术教练们努⼒寻找那些在⽐赛环境中常

常产⽣巨⼤影响的额外效果。

丹⻨队专注于定位球进攻，其中也包含⻆球战术。 邦纳

在他们对阵英格兰队时注意到，他们“ 扎堆” 站在⻔线前的

６码区域内。英格兰队采⽤⼈盯⼈结合区域盯防来应对这种

情况，保护⽪克福德使他能够把球击出。

    丹⻨队在39次⻆球中完成了10次射⻔，在对阵捷克队的

⽐赛中取得了其中⼀个进球。当捷克队两名球员同时盯防丹

⻨队的⼀名前锋时，就意味着捷克队的盯⼈策略失败了，放

空了点球点附近的德莱尼在⽆⼈盯防的情况下将拉尔森罚出

的⻆球顶进。菲泽尔观察到，对于外围的⻆球，丹⻨队会相

互配合，试图创造出⼀个空间，并让⼀名球员置身于此。

    威尔⼠队是⻆球效率最⾼的球队，13个⻆球打进了２球

，每1.6次⻆球就能制造1次射⻔。其中⼀个进球是在对阵瑞

⼠队，鲁滕施泰纳观察到，詹姆斯和乔·艾伦发出短⻆球传

球给莫雷尔，随后摩尔巧妙地移动，迎着莫雷尔的内旋传中

将球顶进。“ 这是⼀个出⾊的头球攻⻔，也是⼀个很好的⻆

球进攻范例。” 鲁滕施泰纳说。

    24⽀球队中有⼀半球队没有从⻆球得分。总的来说，每

29个⻆球就会制造1个进球，包括佩⾥⻄奇在对阵苏格兰队

时不可思议的进球，那个球的预期进球值只有0.07。“ 这⼀

切都与莫德⾥奇精准的传球和佩⾥⻄奇的跑动路线、时机、

和战术执⾏⼒有关。” 邦纳说，“ 两名克罗地亚球员，维达

和克拉⻢⾥奇阻挡了盯防队员，以保持近⻔柱的区域空⽆⼀

⼈。佩⾥⻄奇⼀次⼜⼀次地尝试，摆脱了他的盯防队员并利

⽤了队友创造的空间。” 即使对于他来说困难重重，佩⾥⻄

奇还是成功了，这来⾃于训练中的不断进步。

    关于防守定位球最好的⽅法的讨论，可以通过康斯坦丁

努对⼟⽿其队在⾸场对阵意⼤利队的⽐赛中⾏为的分析来进

⾏回答：这主要取决于实际情况。在⼀开始采⽤⼈盯⼈来⾯

对意⼤利队的⻆球时，居诺克没能扑到基耶利尼在摆脱盯防

后的射⻔，随后他们进⾏了调整。“ 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组

织防守，以尽量减少巨⼤的空当？” 康斯坦丁努表示，这可

能是他们在问⾃⼰的问题。答案在10分钟后就出现了——

“ 他们在禁区内增加了第3名队员以填补第⼀个⻆球时出现

的空当。”

短⻆球

丹⻨队在对阵英格兰队的
⽐赛中的⼀次⻆球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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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低位防守为⾼质量的防守转换提供了必备条件，
但⾼位压迫仍被⼴泛应⽤

意⼤利队从2020年欧洲杯开始就⼀路⾼歌。在罗⻢举⾏的

欧洲杯揭幕战上占据主场，⼤获全胜。⽽且从早些时候与

⼟⽿其队的交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曼奇尼的球员们在使

⽤⾼位压迫。技术观察员坎⽐亚索在他关于那场⽐赛的报

告中说：“ 每当他们丢球时都会快速地与附近所有队友进

⾏压迫。” 坎⽐亚索已经注意到了⼀个趋势，这⼀趋势随

着意⼤利在欧洲杯上的不断前进⽽得到证实。“ 当我们谈

到现代⾜球攻守转换的重要性时，意⼤利队的关键点在于

他们丢球后的压迫，” 坎⽐亚索说到，他是2010年赢得意

甲、意⼤利杯和欧洲冠军联赛三冠王的国际⽶兰队的关键

成员。他说，“ 意⼤利队的⼀个特点就是，他们在对⽅半

场丢球后会⽴即进⾏压迫——他们的进攻球员⼜很多，⽽

且在丢球和夺回球权之间的时间很短。当你只丢了2-3秒球

时，你很难不进球。他们阻⽌了对⼿所有的进攻和反击，

他们有能⼒赢得⽐赛。”

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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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利队的⾼位压迫铸
就了⾼质量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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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图表显示了意⼤利队平均在每场

⽐赛中失球后5秒内的就地反抢次数。

曼奇尼的球员们在这份榜单上排名第4

，在⻄班⽛和奥地利等球队中，由于

他们的平均控球率更⾼，他们找到了

更多机会实施快速的就地反抢。如下

表所示，意⼤利队是在对⼿半场更频

繁地就地反抢的球队之⼀，这证实了

他们在⽐赛中积极在前场压迫做法。

“ 我看到意⼤利队和⽐利时队的⾼位

压迫，知道在哪⾥夺下球权⾮常重要

，球队在进攻三区夺得球权时进球率

很⾼。” 鲁滕施泰纳说，他还观察到

很多球队防线上提的情况。他补充道

，“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迎来更多

的进球机会和进球。”

意⼤利队就地
反抢热图

意⼤利队积极⽽快
速的就地反抢

意⼤利队对阵奥地利队时的就地反抢

 
平均29.8

 平均每场⽐赛中
各球队就地反抢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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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保持的“ 半压迫状态” 中有组织地回落得更深⼀点的位

置这⼀趋势。“ 这让瑞典有机会实现由守转攻。” 帕泰莱

宁说，“ 他们有伊萨克，他有着强⼤的跑动能⼒，由守转

攻才是他们获胜的关键。”

    在与波兰队的⽐赛中，瑞典遇到了想法类似的对⼿，帕

特莱宁多次看到他们对瑞典队实施反击，双⽅都专注于由

守转攻。“ 波兰队虽然没能取胜，但他们在⽐赛中展现了

出⾊的攻守转换。” 帕泰莱宁说，“ 球队⼀直在减少使⽤

⾼位压迫，因为他们想要从中线附近获得快速反击或由守

转攻的机会。”

 
平均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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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半场压迫 (%)

意⼤利队并不是唯⼀⼀⽀使⽤⾼位压迫策略的球队，⽽压迫

最多的球队们的共同特点之⼀就是他们的阵型，包括边后卫

的位置。⼤多数球队采⽤五名后卫的防线，但他们的边翼卫

更倾向于参与进攻。坎⽐亚索说，“ 在⾼位压迫榜单中排排

名前五的球队中，⼤多数都采⽤五名后卫阵型。因此，也许

教练员的信⼼来⾃于三名中后卫能稳固防守。”

   正如莫耶斯所强调的那样，使⽤三名前锋阵型的球队——

⽆论是1-4-3-3还是1-5-2-3——都会让对⼿更难从后场把

球传出，因此他们的⾼位压迫带来了更令⼈满意的效果。正

如鲁德⻉克所说，这种策略的⻛险并不⾼。“ 很多球队都在

第⼀时间由三名球员压迫，但这是⼀种⻛险吗？” 他提出疑

问，“ 事实并⾮如此，因为你仍然有七名球员和⼀名守⻔员

在后⾯，如果他们不能在压迫中重新夺回球权，也能够很快

重组阵型。”

    对瑞典队来说，⾼位压迫并不是⾸要⽬标，瑞典队也在

控球权⽅⾯苦苦挣扎，这说明将防守阵型回收到较深的位置

也并不是很糟糕的做法。他们对⾃⼰的防守能⼒有⾜够的信

⼼，并⾮单纯地放弃控球权，⽽且优先稳固必要的防守，或

者在对⼿过度压上并暴露出破绽时，才会扩张阵型向外压迫

。技术观察员帕特莱宁看到了他们在圣彼得堡对斯洛伐克

和波兰队的两场⼩组赛胜利，并观察到他们是如何在中线附



虽然帕泰莱宁强烈地指出，瑞典和波兰没有必要采⽤低位防

守，但在他在他们⼏次与其他对⼿的交锋中都观察到了这⼀

点。⼈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这⼀趋势，这与近⼏

个赛季欧洲冠军联赛和欧联杯的⾼位压迫形成了鲜明对⽐。

    “ 他们每四天⽐赛1场，⼩组赛有3场⽐赛有些⽐赛需要

客场作战，这是⼀个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漫⻓赛季的结束，”

技术观察员孔特拉说，“ 我们有时也会⾯临37-38C° 的⾼

温，球队和教练在适应欧洲杯的艰苦条件。我们看到了与欧

冠联赛不同的内容，因为很多球队都采取低位防守的策略并

试图反击。 ”

    就连世界卫冕冠军法国队也在⼤部分时间⾥采⽤了低位

防守 ，技术观察员莱特和迪亚克雷都注意到，在缺少边后

卫助攻的情况下，格列兹曼在⽐赛中尝试⾼位压迫时缺乏明

显的⽀援。然⽽，由于博格巴从后场传出的球质量很⾼，采

取更直接的打法是⾮常有效的，他们以此击败了德国队，并

与欧洲卫冠军葡萄⽛队战平，最终位居F组榜⾸。孔特拉认

为⾼卢雄鸡能够从⾼位压迫中获益，是因为他们有⾜够多的

球员来实施压迫，但是德尚在采⽤低位防守取得的成功——

尤其是在举起上⼀届世界杯奖杯时——证明了他的防守战术

选择是正确的。

进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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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位
防守

法国队对阵德国
队时的压迫进攻⽅向

瑞典队对阵波
兰队时的热图



守⻔技术

   传球成功率
% 

压迫下传球
占⽐

曼努埃尔· 诺伊尔 23.8 83% 5% 71%
乌奈· ⻄蒙 23.7 91% 7% 87%
丹尼尔· 巴赫曼 22.8 77% 12% 37%
⻢丁· 杜布拉夫卡 20.3 63% 11% 46%
⻢尔滕· 斯特克伦博格 20 62% 2% 0%
乔丹· ⽪克福德 19.9 61% 9% 43%
⼤卫· ⻢歇尔 19 52% 8% 56%
吉安路易· 吉多纳鲁⻢ 18.7 81% 11% 67%
多⽶尼克· 利瓦科维奇 16.3 68% 5% 71%
彼得· 古拉科斯 15.3 77% 6% 67%
蒂博· 库尔图瓦 14.6 81% 5% 63%
斯托尔· 迪⽶特雷夫斯基 14.3 72% 4% 100%
扬· 索梅尔 14.2 76% 7% 62%
托⻢斯· 瓦茨利克 14.2 55% 10% 67%
卢卡斯· 赫拉德茨基 13.7 54% 10% 50%
盖奥尔吉厄· 布什昌 13.2 67% 8% 58%
路易· 帕特⾥希奥 12.5 77% 2% 100%
乌乌尔詹· 恰基尔 12 56% 5% 40%
卡斯帕· 舒梅切尔 11.7 63% 3% 75%
⾬果· 洛⾥ 10.5 75% 4% 75%
达尼· 沃德 9 54% 1% 0%
罗宾· 奥尔森 9 40% 3% 25%
⻢特⻙· 萨福诺夫 9 70% 2% 100%
沃伊切赫· 什琴斯尼 7.3 57% 5%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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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防线

守⻔员平均90分钟内成功传球

 

这是欧洲杯历史上第⼀次有守⻔员当选为赛事最佳球员。
原因如下⋯

平均传球
次数守⻔员

压迫下
传球成功率

%

前爱尔兰队⻔将、欧⾜联技术观察员邦纳表示：“ 守⻔员

是球队的⼀部分，⽽不是独⽴于球队之外的。” 这⼀点在2

020年欧洲杯上 为明显，意⼤利队的多纳鲁⻢不仅是本届

欧洲杯的 佳守⻔员，⽽且是整个赛事的 佳球员。这是

守⻔员第⼀次获得这样的荣誉，这看起来好像本届欧洲杯

是⼀届以防守为主的⽐赛，但事实却并⾮如此。

    多纳鲁⻢的脱颖⽽出，与其说是因为⼀流的守⻔属性，

如扑接球和反应能⼒，更不如说是因为他对这个⻆⾊的现

代化诠释，守⻔员在过去⼗年中经历了相当⼤的变⾰。

    邦纳率领⼀⽀守⻔员专家团队，在欧⾜联⽐赛史上 深

⼊地分析了球员（⾮守⻔员）和守⻔员两个位置之间的表

现，强调了这个⻆⾊已经变得多么多元化。他们的研究结

果将⽤于守⻔员教练员的培训。技术观察员霍克解释说：

“ 这不仅是多纳鲁⻢的外在表现——扑救、传球和扑点球

——也包含那些不被众⼈观察到的：他如何在整届赛事中

产⽣巨⼤影响。” 。

多纳鲁⻢719分钟的上场时间⽐任何其他球员都多：多

于队友若⽇尼奥14分钟，⽐英格兰队⻔将⽪克福德多半

⼩时。如果意⼤利队主教练曼奇尼没有在⼩组赛 后⼀

场对阵威尔⼠队的⽐赛中让他的替补⻔将⻄⾥古上场的

话，那么多纳鲁⻢的上场时间将超过720分钟。

    因此，在2020年欧洲杯上，多纳鲁⻢的上场时间是所

有球员中 多的，他视野开阔，特别是他喜欢与中后卫

基耶利尼和博努奇联系起来。“ 曼奇尼⾮常信任多纳鲁

⻢、基耶利尼和博努奇的能⼒，” 霍克说，“ 他相信他

们可以通过短传球来处理棘⼿的情况。守⻔员不仅仅是

扑救或不扑救：⽽是通过⼩组配合来建⽴后场组织，多

纳鲁⻢可以做他需要做的事情，因为球队给予了他选择

权。”

    衡量守⻔员整体参与度的⼀个很好的指标是他们每90

分钟的平均传球次数。数据显示，德国的诺伊尔完成的

传球 多，其次是⻄班⽛队⽐赛中传球时不可或缺的⼀

员：乌奈·⻄蒙。

    防守队员对守⻔员能⼒的信任，不仅仅是控球，还包

括他的选位，能够使他⾃⼰发挥作⽤并为⽐赛的发展寻

找和创造更多的选择——这能够影响防守队员回传球的

决策。由于许多球队都在采⽤⾼位压迫，这可能是⼀种

冒险的策略，会带来更⼤的压⼒——但多纳鲁⻢似乎在

这种情况下仍然表现出⾊。

上表显示了每个守⻔员在⾯对对⼿施压时的传球成功率。虽

然多纳鲁⻢和奥地利队的巴赫曼在⾯对压迫时下有相似的传

球准确率，但意⼤利⼈的成功率只受到了轻微影响，下降16

%。反观巴赫曼，成功率下降了42%，展现出较低的镇定⽔平

。其他数据证实，巴赫曼在⾯对压迫下有更多的⻓传解围，

更容易被拦截。事实上，在⾯对压迫时，他的平均传球距离

增加了20⽶，⽽多纳鲁⻢仍然能够对队友进⾏短传配合。丹

⻨队的舒梅切尔在⾯对压迫时实际上缩短了传球距离——平

均12⽶——这表明他有信⼼在压⼒下⽐赛。



诺伊尔为新时代的守⻔技术铺平道路

守⻔员

沃伊切赫· 什琴斯尼

距离 "⽶#

30.2
⼤卫· ⻢歇尔 23
乌奈· ⻄蒙 22.7
⻢丁· 杜布拉夫卡 22.3
罗宾· 奥尔森 20.8
吉安路易· 吉多纳鲁⻢ 20.2
⻢尔滕· 斯特克伦博格 20.1
曼努埃尔· 诺伊尔 20
路易· 帕特⾥希奥 19.6
⾬果· 洛⾥ 19.6
卡斯帕· 舒梅切尔 19
斯托尔· 迪⽶特雷夫斯基 19
乔丹· ⽪克福德 17.7

GOALKEEPER
AVERAGE  
PASSES 

RECEIVED

PASS  
COMPLETION 

% 

PRESSURED  
PASSES

COMPLETION 
UNDER 

PRESSURE % 

Manuel Neuer 23.8 83% 5% 71%
Unai Simón 23.7 91% 7% 87%
Daniel Bachmann 22.8 77% 12% 37%
Martin Dúbravka 20.3 63% 11% 46%
Maarten Stekelenburg 20 62% 2% 0%
Jordan Pickford 19.9 61% 9% 43%
David Marshall 19 52% 8% 56%
Gianluigi Donnarumma 18.7 81% 11% 67%
Dominik Livakovi# 16.3 68% 5% 71%
Péter Gulácsi 15.3 77% 6% 67%
Tibaut Courtois 14.6 81% 5% 63%
Stole Dimitrievski 14.3 72% 4% 100%
Yann Sommer 14.2 76% 7% 62%
Tomá$%Vaclík 14.2 55% 10% 67%
Lukás%Hrádecky 13.7 54% 10% 50%
Georgiy Bushchan 13.2 67% 8% 58%
Rui Patrício 12.5 77% 2% 100%
U&urcan Çakır 12 56% 5% 40%
Kasper Schmeichel 11.7 63% 3% 75%
Hugo Lloris 10.5 75% 4% 75%
Danny Ward 9 54% 1% 0%
Robin Olsen 9 40% 3% 25%
Matvei Safonov 9 70% 2% 100%
Wojciech Szcz'sny 7.3 57% 5% 67%

时间 传球距离 "⽶#

0:00 to <15:00
15:00 to <30:00
30:00 to 45:00+
45:00 to <60:00
60:00 to <75:00
75:00 to 90:00+

30.6
22.7

28.1
23.5

29.3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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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球队

出击距离

⾬果 · 洛⾥对阵瑞⼠队时
的平均传球距离

拜仁慕尼⿊队守⻔员诺伊尔被认为是这种新型⻔将的先驱

之⼀。这⼀点可以⽤更多的⽅式来衡量，⽽不仅仅是他们

在防守中的参与程度：守⻔员的位置感和⾄关重要的⽐赛

阅读能⼒可以让他们与众不同。

诺伊尔⼀直在完善这⼀⻆⾊，并激励了⼀代守⻔员，

以⾄于有些⼈在辅助后卫的职责上更近了⼀步。诺伊尔在

以下出击距离榜单中仅排名第⼋，记录了守⻔员在距离球

⻔多远的情况下进⾏防守⾏为（包括解围、拦截、抢截球

和夺回球权）。

    守⻔员在⽐赛中站得离球⻔线更远，并时刻准备在需

要的时候尽快回到球⻔前，这⼀趋势得到了收到了良好的

效果。但这种现代定位的守⻔员需要极强的⽐赛理解、

运动智能和处理球能⼒。例如，苏格兰守⻔员⻢歇尔的

站位过于靠前，使希克在捷克队位于汉普顿公园球场的

⽐赛中，从接近中线的位置吊⻔得分。但⻢歇尔并不是唯

⼀⼀个误判形势的⼈：诺伊尔和法国队的洛⾥引发了类

似的讨论。

    在德国队2-2战平匈⽛利队的⽐赛中，诺伊尔有⼀个判

断失误，因为他在⽐赛的 后阶段离球⻔线太远了。当

他们为了守住进⼊淘汰赛阶段的名额时，诺伊尔过于靠

前的站位使他除了解围外别⽆选择，但是球落在了匈⽛

利队的控制范围内，导致进球。随后，他的队友们在⽐

赛进⼊了补时阶段时，于⻆球区附近花了接近两分钟时

间，把球打进。“ 这是对⽐赛中⼀些情况的真实反映。

” 莱特说道。

    诺伊尔在防守队员身后的扫荡能⼒让他为现代守⻔员

树⽴了新的衡量标准，但他的表现也引发了另⼀种声⾳

。“ 诺伊尔得到了很多赞扬，因为他承担了‘ 清道夫’

的责任，” 莱特补充道。“ 这需要沉着、坚决和主动的

出击。但他适应了这种情况吗？” 如果诺伊尔离球⻔更

近，匈⽛利队在德国队的半场夺回球权后，后卫胡梅尔

斯有更多空间并可以选择将球回传给他，他可以多争取

⼏秒钟的处理球时间。在整个2019/20欧洲冠军联赛期间

，诺伊尔的传球成功率为87%，因此，诺伊尔在分配球⽅

⾯的实⼒可能是捍卫这场平局的重要保障。

   洛⾥在2018年随法国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在与瑞⼠队

的16强赛中的 后时刻，他却被迫改变⾃⼰的传球⽅式

，这可能有助于瑞⼠队恢复体能，迫使⽐赛进⼊加时赛

和点球。“ 当他们以3-1领先时，所有回给他的球都被⻓

传踢出了，” 康斯坦丁努说，“ 这导致了在被压迫时的

攻守转换，以及法国队不再尝试去控制⽐赛这⼀有意义

的⽅式。” 看看洛⾥在那场淘汰赛中的平均传球距离，

可以证实在法国队以3-1领先后，他在 后15分钟的传球

距离更⻓了。

    当然，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案，⽽这正是应对⽐赛

中复杂状况能⼒的重要性所在：⽆论是⻓传还是短传，

是否站在球⻔线上，何时向前，何时调整⽐赛节奏等。

例如，在英格兰队⾸场战胜克罗地亚队的⽐赛中，每当⽪克福德发

球⻔球时，他似乎总是试图减缓⽐赛节奏。欧⾜联在那场⽐赛中的

技术观察员莫耶斯认为，这让英格兰队的⽐赛失去了⼀些动⼒，⽽

当时他们正处于⽐赛的巅峰状态，并可能从保持快节奏中获益。

    相反，多纳鲁⻢在意⼤利队半决赛战胜⻄班⽛队的⽐赛中放缓

了⽐赛节奏，从⽽帮助他的球队抵消了对⼿的势头，因此受到了赞

扬。霍克说他是在“ 消除⽐赛中的紧张感” ，统计数据显示他在

那场⽐赛中球⻔球的距离更远，平均28.7⽶，⽐其他任何⼀场⽐赛

都多。



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多纳鲁⻢不会经常将球⻔球踢禁区，只

有葡萄⽛队的帕特⾥⻄奥在同⼀做法上的次数多于他。这是

⾃2019年规则改变以来的第⼀届欧洲杯，导致35%的球⻔球采

⽤短传。这通常取决于禁区内的队友，尽管有时他们会被防

守队员压迫到更靠近中路的位置，但这就避免了从左侧或右

侧直接被施压的可能，同时也敞开了守⻔员发⻔球时在中路

的选择。从欧洲冠军联赛中就观察到了这⼀趋势，⾃规则修

改后的第⼆个赛季，36%的球⻔球采⽤了短传，⽐2019/20赛

季增加了24%。

在半决赛对阵英格兰队的⽐赛中，舒梅切尔在凯尔打进乌⻰球时的站位

球队 百分⽐

葡萄⽛ 82.6%
意⼤利 67.9%
匈⽛利 66.7%
⻄班⽛ 56%
奥地利 48.4%
克罗地亚 47.1%
⽐利时 46.5%
芬兰 40%
乌克兰 40%
德国 33.3%
荷兰 30.8%
⼟⽿其 30.3%
瑞⼠ 30.2%
斯洛伐克 28.6%
法国 24.1%
威尔⼠ 23.7%
英格兰 23.4%
北⻢其顿 21.7%
丹⻨ 21.2%
波兰 18.8%
捷克 17.2%
俄罗斯 10.5%
瑞典 5.3%
苏格兰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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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球⻔线上：
但注意间隔

在禁区内接球⻔球的百分⽐

球⻔球：
⻓传还是短传？

在⾯对运动战进攻和定位球时，多纳鲁⻢的选位得到了进⼀

步的赞扬。“ 他在防守时不仅仅只顾着⾃⼰的球⻔，这对防

守的⽅式有很⼤的影响，” 邦纳说，“ 多纳鲁⻢很⾼，即使

是⻆球也能完全控制住这个空间，他的影响是显著的。”

    他的站位带来的连锁反应是后卫们还可以更靠前。与克罗

地亚队守⻔员利瓦科维奇的选位相⽐，后者更愿意留在⾃⼰

的⻔线上：这或是在守⻔员和后卫们之间留下更⼤的间隔，

也有可能迫使他们需要收缩更多以减少间隔。“ 如果守⻔员

表现出良好的选位，他已经排除了很多危险，” 霍克说，“

如果他只站在⾃⼰的球⻔线上，那么他与后卫们的间隔会很

⼤，这就为对⼿留出了空间；如果他站在球⻔线外，那些空

间会更⼩，对⼿的进攻也会更困难。”

    当然，多纳鲁⻢的选位也承担着可控的⻛险，但这是他可

以接受的，因为他和他的后卫们彼此都信任对⽅；连同博努

奇和基耶利尼以及所有队员，他有本队后卫的帮助，” 霍克

说，“ 他们需要阻挡进攻队员的射⻔，所以他们不能太靠前

。这不仅仅是关于他做出的扑救，⽽是他周围的⼀切。”

以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多纳鲁⻢的站位是⾮典型的。“ 很多

守⻔员都有⼀种对近⻔柱的偏爱，” 莱特说。“ 他们从⼩就

被教导不要被打近⻆。如果想避免这种偏⻅，他们需要更具

侵略性，承担⻛险，并更好地控制某些情况。如果你在球队

环境中这样告诉他们，他们就会意识到他们是可以承担⻛险

并能够解决问题的。”

    这位丹⻨⻔将甚⾄将⼀只⼿放在了近⻔柱上，以确保他能

控制住近⻆这个范围，以防斯特林试图将球打进。莱特说：

“ 舒梅切尔在对阵英格兰队的⽐赛中表现出⾊，但在萨卡内

切时，他离近⻔柱太近了，⽽多纳鲁⻢则敢于冒险。” 萨卡

内切后的传中被凯尔变成了乌⻰球——假设舒梅切尔和意⼤

利队守⻔员的站位相似的话，这是可以避免的。“ 多纳鲁⻢

意识到他处理情况的时机，并融⼊到球队当中，” 莱特补

充道。简单来说，他知道他的后卫们什么时候会在他身前

掩护，也清楚什么时候需要将位置上提，以 佳⻆度保护

球⻔。



 

奥尔森站在球⻔线上扑出了莫雷诺的头球

奥尔森⽤拳击出⻄班⽛队传中

乔丹
⽪克福德
英格兰

扬
索梅尔
瑞⼠

吉安路易吉
多纳鲁⻢
意⼤利

卡斯帕
舒梅切尔
丹⻨

达尼
沃德
威尔⼠

5

21

2

3

18

3

18

3

18

3

3

 

英格兰队成为第⼀⽀在欧洲杯前五场⽐赛中保持零失球的球
队。⽪克福德的第⼀个失球来⾃于2020年欧洲杯的第⼀个直
接任意球进球：达姆斯⾼在温布利⼤球场的半决赛⽐赛中为
丹⻨队⾸开纪录。

守⻔员的扑救次数显然反映了对⼿射正球⻔的次数，所以不可
避免的是，在防守端处于劣势的球队守⻔员会更加忙碌。索
梅尔在2020年欧洲杯上似乎是 忙碌的，但他21次扑救来⾃
于５场⽐赛；恰基尔的18次扑救仅仅来⾃3场⽐赛。

再次强调，统计数据并不能直接衡量守⻔员的能⼒，但是⽪

克福德16次扑救，２次失球的纪录看起来的确还不错，其中5

次是在决赛中扑出的。另⼀⽅⾯，本届欧洲杯上失球 多的

两位⻔将——乌克兰队的布什昌(10次)以及索梅尔(9次)——

都被认为在2020年欧洲杯上表现出⾊.

卫负责的必要性——或者让他们应对危险，并准备好迎接射⻔

。在他的球队在与⻄班⽛的⽐赛中，有⼏个瞬间使这⼀策略更

具说服⼒。在第⼀个例⼦中，他判断了球的轨迹和防守队员的

位置，并决定留在⻔线上，⾯对奥尔莫的头球做出本场⽐赛中

12次扑救中的⼀次。后来在同⼀场⽐赛中，他的表现突出了在

决定出击还是留在⻔线之间的界限是多么的微妙。正如欧⾜联

技术观察员丁森所指出的那样，他选择了留在⻔线来封堵莫雷

诺的头球 ，⽽前者则⽤拳头击出了中后卫⽆法触及的⾼度的传

中球。

7575

最多零封次数

最多扑救次数

最少失球

然⽽，守⻔员坚守球⻔线并不是⼀种少⻅的消极态度。瑞⼠的

索梅尔倾向于站在或靠近⻔线的位置，但他的扑救能⼒也很出

⾊——他的21次扑救是本届⽐赛中 多的，领先于18次的舒梅

切尔、沃德和恰基尔——清楚地表明，这是多种防守策略中的

⼀部分。“ 优秀的守⻔员也关于‘ 我是否参与其中？’ ” 莱特

说，“ 在索梅尔的例⼦中，他很明确他不会参与。那谁负责什

么任务是毫⽆疑问的：索梅尔并不会出击去控制传中球，这更

多的是中后卫的任务。”

    通过对诸如运动战传中或定位球传中等场景的训练，索梅尔

清楚了⾃⼰的职责。他能够专注于确保⾃⼰处于 佳位置，以

应对传中或倒三⻆传球后可能出现的情况。“ 他并没有主动地

控制这个区域，但他知道谁负责这个区域，他时刻准备迎接任

何射⻔，” 莱特说，“ 他在⾮常好的展位情况下做出了⼀些⾮

常不错的扑救。即使你不能控制你的区域，你也要掌控后续的

⽐赛。”

    瑞典守⻔员奥尔森在四场⽐赛中丢了四个球，其中包括两场

零封，以及三次⽤拳将球击出。他评估了每种情况以及对中后

蒂伯
库尔图瓦
⽐利时

乌乌尔詹
恰基尔
⼟⽿其

乔丹
⽪克福德
英格兰

蒂伯
库尔图瓦
⽐利时

卢卡斯
赫拉德茨基
芬兰

安顿
舒宁
俄罗斯



⽆论是否有球，速度都是优势
边路球员凭借速度充分利⽤向前的空间

速度

球员  最⾼时速
公⾥ /⼩时 ⽐赛

莱昂纳多 · 斯⽪纳佐拉 33.77 意⼤利 v ⼟⽿其

卢瓦克 · 内⼽ 33.77 匈⽛利 v 法国

⾦斯利 · 科曼 33.66 法国 v 葡萄⽛

科迪 · 加克波 33.59 荷兰 v 北⻢其顿

丹尼尔 · 詹姆斯 33.52 威尔⼠ v 瑞⼠

⻢库斯 · 拉什福德 33.52 英格兰 v 乌克兰

泰穆 · 普基 33.3 芬兰 v ⽐利时

安德烈斯 · 克⾥斯滕森 33.3 丹⻨ v ⽐利时

⻢尔科斯 · 略伦特 33.3 ⻄班⽛ v 波兰

约什科 · 格瓦迪奥尔 33.3 克罗地亚 v 苏格兰

托⻢斯 · 卡拉斯 33.08 捷克 v 英格兰

拉希姆 · 斯特林 33.08 英格兰 v 克罗地亚

费德⾥科 · 基耶萨 33.08 意⼤利 v 奥地利

凯尔 · 沃克 32.83 英格兰 v 捷克

拉法 · 席尔瓦 32.83 葡萄⽛ v 德国

康纳 · 罗伯茨 32.83 威尔⼠ v ⼟⽿其

丹泽尔 · 邓弗⾥斯 32.83 荷兰 v 北⻢其顿

布⾥尔 · 恩波洛 32.76 瑞⼠ v 意⼤利

詹 · 维尔通恒 32.62 ⽐利时 v 葡萄⽛

帕特⾥克 · 范安霍尔特 32.62 荷兰 v 北⻢其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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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带
速度 TOP 20 最⾼时速

将速度与出⾊的控球相结合是极具特⾊的进攻⽅式

，在2021年复赛之前，这种⽅式在近年来的⽐赛中

已经显示出“ 濒危” 迹象。由于球场中路⼈员密集

，所以场地宽度被充分利⽤，这可以从2020年欧洲

杯时速 ⾼的球员数据得到例证。意⼤利队的斯⽪

纳佐拉开始频繁地从左边后卫的位置推进，赢得了

⼤量称赞，并为他在本届⽐赛的球队中赢得⼀席之

地，在那些速度 快的球员中，可以看到⼀个共同

的趋势:边路是他们的沃⼟。

　法国队的科曼再喜欢不过的就是在空地内脚下有

球的盘带，⽽英格兰队的斯特林和意⼤利队的基耶

萨出众的盘带能⼒也吸引了眼球——最常⻅的是从

边路内切，在突破防守后射⻔。与此同时，邓弗⾥

斯在荷兰队的右路，斯⽪纳佐拉则在意⼤利队的左

路有出⾊的表现，他利⽤⾃⼰的速度向前推进以⽀

援进攻。

    匈⽛利队的内⼽在与他出⽣地的法国队的⽐赛中

灵光乍现，追上了斯⽪纳佐拉33 .77公⾥/⼩时的最

⾼速度，⽽荷兰则在3-0战胜北⻢其顿的⽐赛中充

满了活⼒。

    “ 他们控制了⽐赛的节奏，以及充分利⽤了他

们的快速攻守转换，” 技术观察员卡兰卡说，他们

强调了在反击中对速度的有效利⽤，例如加克波、

邓弗⾥斯和范安霍尔特在那场⽐赛中都取得了排名

前20的最⾼时速。

    在整届欧洲杯⽐赛中，有13名球员的速度超过

了33公⾥/⼩时。意⼤利队的基耶萨(31.7公⾥/

⼩时)和英格兰队球员凯尔·沃克(31.3公⾥/⼩时)时

决赛中的巅峰时速。



球员 球队 平均冲刺次数

亚历⼭⼤·⼽洛温 俄罗斯 66

本杰明·帕瓦尔 法国 52.3

艾茨延·阿⾥奥斯基 北⻢其顿 52

弗拉迪⽶尔·库法尔 捷克 49.2

莱昂纳多·斯⽪纳佐拉 意⼤利 49

斯蒂芬·奥唐尼尔 苏格兰 47.7

维塔利·⽶科连科 乌克兰 46.8

乔⾦姆·梅勒 丹⻨ 46.2

索尔根·阿扎尔 ⽐利时 45.5

乔瓦尼·迪洛伦佐 意⼤利 45.3

丹泽尔·邓弗⾥斯 荷兰 45.3

斯特凡·莱纳 奥地利 44.8

阿隆·拉姆塞 威尔⼠ 44

尼尔森·塞梅多 葡萄⽛ 43.3

安迪·罗伯逊 苏格兰 42.7

希洛·因莫⽐莱 意⼤利 42.3

孟菲斯·德佩 荷兰 42.3

康拉德·莱默尔 奥地利 42.3

拉希姆·斯特林 英格兰 42

泰穆·普基 芬兰 42

⾄少出场3次

298 拉希姆 · 斯特林 英格兰

277 乔⾦姆 · 梅勒 丹⻨

276 乔瓦尼 · 迪洛伦佐 意⼤利

266 卡尔⽂ · 菲利普斯 英格兰

254 希洛 · 因莫⽐莱 意⼤利

最多冲刺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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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场⽐赛
冲刺次数

⽤速度造成杀伤

⼽洛温在对阵⻄班
⽛队时的压迫热图

斯⽪纳佐拉在整届⽐
赛中的压迫热图

斯⽪纳佐拉不仅是2020年欧洲杯的最快奔跑时速，他的冲刺次数也位

居前列，每场⽐赛平均冲刺50次。虽然他是⼀名左边后卫，但他丝毫

不畏惧运球突破对⼿，他尝试了18次盘带——在本届⽐赛中排名第9

——并且在接到传球后平均每次盘带7⽶，在这⼀数据上排名第20。这

些数字证实了技术观察员的印象，即斯⽪纳佐拉是意⼤利队对⼿的眼

中钉。坎⽐亚索说：“ 他总是试图从左翼进攻以及在球队失去控球权

的时候⽴即实施压迫。”

    这名意⼤利边后卫并没有在场均冲刺次数⽅⾯领先，⽽俄罗斯队中

场球员⼽洛温在本届⽐赛的这⼀领域中场均冲刺66次，⽐和他最接近

的法国⼈帕瓦尔还要多14次。这名右脚球员在俄罗斯队中主要作为逆

⾜边锋出场，打进两个球。这名25岁的球员平均盘带距离为6.3⽶，与

斯⽪纳佐拉相差不远，然⽽他在不控球时的跑动距离意味着他对对⼿

施加了188次压迫，⽐同队仅次于他的队友多了三分之⼀。

    冲刺不仅仅是边后卫和边锋的专属，三名中锋也表现出频繁的速度

爆发跑动。意⼤利队因莫⽐莱以场均42.3次的冲刺成绩证明了⾃⼰，

与荷兰队的孟菲斯·德佩不相上下，⽽芬兰的普基也跻身这份榜单的前

20。

    总体来说，英格兰队的斯特林进⾏了最多的冲刺，共298次，其中

63次来⾃半决赛——这是四强球队中所有球员的最⾼纪录——还有50

次来⾃决赛。在单场⽐赛中，意⼤利队的埃默森以65次冲刺领先，⽐

三狮军团的芒特多13次。



跑动距离

 球队 平均跑动距离 "KM#

捷克

俄罗斯

意⼤利

瑞典

奥地利

⻄班⽛

匈⽛利

⽐利时

德国

苏格兰

波兰

北⻢其顿

芬兰

乌克兰

斯洛伐克

英格兰

荷兰

葡萄⽛

⼟⽿其

丹⻨

法国

瑞⼠

克罗地亚

威尔⼠

113.97

107.92

104.8
105.3

100.28

111.28

107.57

104.49

112.48

107.88

104.55

99.30

110.98

106.68

103.99

108.97

106.12

103.11

109.63

106.22

103.89

108.81

105.85

102.69

俄罗斯队在战胜芬兰队的⽐赛
中奔跑将近120公⾥

不包含加时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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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利队愿为赢得
2020年欧洲杯冠军⽽多跑⼀步
在这场⽐赛中，给欧⾜联技术观察员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个⽅⾯是意⼤利队

作为⼀个团队，每位球员都在为了⾃⼰和队友们⽽跑动。这⼀点得到了统计

数据的⽀持，他们的平均每场⽐赛跑动的公⾥数排名第三，落后于捷克队和

俄罗斯队，但在⼩组赛中被淘汰的他们的跑动量肯定不会受到指责。在圣彼

得堡球迷的⿎舞下，切尔切索夫的球队在那场⽐赛中总共跑了119.36公⾥，

以1-0战胜芬兰，那是他们在2020年欧洲杯上唯⼀的胜利。

冠军意⼤利队在四分之⼀决赛中以2-1击败奥地利队的⽐赛中，总跑动距离

⼏乎突破了150公⾥。加上30分钟的加时赛，曼奇尼带领的球队累计奔跑149

.39公⾥，但这⼀距离在半决赛中⼏乎追平，当时他们跑了145.65公⾥——主

要是在追着对⼿⻄班⽛队的球⽽跑，⻄班⽛那场⽐赛的全场控球率⾼达69%

。为了在⼴阔的球场上保住控球权，恩⾥克的球队全场奔跑142.02公⾥。

    意⼤利队不得不在三场淘汰赛中全⼒以赴，⽽⻄班⽛队和瑞⼠队则两次需

要踢加时赛。英格兰队的球员在最后⼀场⽐赛中以143.31公⾥的击败意⼤

利队，覆盖了球场的⼤部分范围。这⽐他们在与丹⻨队的半决赛中多了将近

4.5公⾥，这场⽐赛同样踢了30分钟的加时赛。总的来说，索斯盖特的球员

在这⼀特定榜单中的排名较低，他们更喜欢让球完成⼤部分移动——他们总

共3825次传球，排名第三，仅次于⻄班⽛队和意⼤利队。

    在排名最后的⼏名球队中，威尔⼠是唯⼀⼀⽀球员场均跑动距离不到10公

⾥的球队，每场⽐赛的跑动距离⼏乎要⽐排名倒数第⼆的克罗地亚队少整整

⼀公⾥。这两⽀球队与瑞⼠、法国和丹⻨队的跑动距离排在了最后5名，但

对于后者这三⽀球队来说，跑动距离较少并没有产⽣特别负⾯的影响：他们

都进⼊了淘汰赛阶段。



 球员 球队 平均跑动距离 "KM#

佩德⾥ ⻄班⽛

若⽇尼奥 意⼤利

⻢歇尔·萨⽐策 奥地利

亚历⼭⼤·⼽洛温 俄罗斯

卡尔⽂·菲利普斯 英格兰

阿尔宾·埃克达尔 瑞典

塞尔吉奥·布斯克茨 ⻄班⽛

亚当·瑙吉 匈⽛利

托⻢斯·绍切克 捷克

恩⼽洛·坎特 法国

本杰明·帕瓦尔 法国

斯特凡·莱纳 奥地利

雷莫·弗罗伊勒 瑞⼠

格拉尼特·扎卡 瑞⼠

弗拉迪⽶尔·库法尔 捷克

乔舒亚·基⽶希 德国

索尔根·阿扎尔 ⽐利时

塞巴斯蒂安·拉尔森 瑞典

乔⾦姆·梅勒 丹⻨

彼得·泽林斯基 波兰

12.69

12.19

11.84

11.7

11.57

11.52

11.22

11.17

11.12

11.11

12.35

11.99

11.8

11.59

11.55

11.23

11.22

11.16

11.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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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德⾥和
组织核⼼的延续
他场均跑动的12.69公⾥在本届⽐赛中排在⾸位，佩德⾥有

很多展示他的天赋的机会。这位18岁的球员被提名为本届

欧洲杯的最佳年轻球员，他只错过了⻄班⽛队四分之⼀决

赛与瑞⼠队的最后⼀分钟，否则就踢满所有⽐赛了。不难

理解为什么恩⾥克如此依赖⼀名在2020年欧洲杯之前只为

国家队出场过四次的球员。

    对于⼀个还很年轻的队员来说，他很有个性，⽆所畏惧

——他太棒了，” 卡佩罗说，“ 他是与众不同的。” 在他

的总跑动距离76.14公⾥中，有38.23公⾥是带球跑。在这

场史诗般的对阵意⼤利队的半决赛中，他在120分钟的时间

⾥传球67次，其中65次成功，令⼈印象深刻，传球成功率

⾼达92.26%，难怪⻄班⽛队如此频繁地让巴塞罗那⾜球俱

乐部这位天才球员持球。“ 他将成为⼀个天才中场，” 卡

佩罗补充道，“ 佩德⾥和其他球员完全不同。”

    只有三名球员场均超过12公⾥，包括意⼤利队中场若⽇

尼奥——⼜⼀名在越来越重要的后腰位置上发挥出⾊的队

员，但他并不总是得到应有的赞赏。在场上，若⽇尼奥正

在完善⼀个在此之前为位置更靠前的10号位⻆⾊——即组

织核⼼。技术观察员鲁滕施泰纳说：“ 若⽇尼奥在对阵⽐

利时队的⽐赛中引领和平衡着整个中场，以及在球队需要

他的位置上尽职尽责——⽆论是组织，或是平衡，还是在

⻔前，他都举⾜轻重——与我们多年前对组织核⼼的理解

截然不同。”

   若⽇尼奥在2020年欧洲杯上总共奔跑86.6公⾥，其中⼀个

主要原因是这种现代中场组织核⼼⻆⾊的需求，这使他在意

⼤利队的防守和进攻⽅⾯都是重要⻆⾊。“ 过去，组织核⼼

是10号球员站在10号位上，” 鲁德⻉克说，“ 现在你有了可

以指挥⽐赛的球员帮助其他球员完成助攻。现在，助攻通常

输送于边后卫或中场的位置。⽤现代术语定义什么是组织核

⼼⾮常重要。⽽现在身披10号球⾐的组织核⼼们更多是因为

历史的延续。”

    毫⽆疑问，⼤多数平均覆盖⾯积最⼤的球员都出现在中场

或接近中场的位置上：⻄班⽛队的布斯克茨、法国队的坎特

、瑞⼠、瑞⼠队的扎卡和英格兰队的菲利普斯。“ 若⽇尼奥

和布斯克茨分别是他们球队的基⽯，丹⻨队的赫伊别尔也是

如此，因为他们的⼀举⼀动都在为球队带来平衡。” 梅伦德

斯说：“ ⻄班⽛队控球的连续性来⾃佩德⾥。他与我们以前

⻅过的球员完全不同。尽管他只有18岁，但他能胜任所有的

任务，似乎⽆所不能。”



















































意⼤利队庆祝胜利时，博努奇
举起亨利·德劳内杯





 

 

2020 意 ⼤ 利

2016 葡 萄 ⽛

 2012 ⻄ 班 ⽛

 2008 ⻄ 班 ⽛

 

  

2004 希   腊

2000 法   国

 1996 德   国

 1992 丹   ⻨

 

 

1988 荷   兰

1984 法   国

 1980 ⻄   德

 

 

 

 

1976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1972 ⻄   德

1968 意 ⼤ 利

1964 ⻄ 班 ⽛

 1960 苏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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