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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协杯

柴：国足前四战拿到了对
越南队计划内的3分，面对澳
大利亚、日本和沙特则1分未
得，12 强赛至今完全没有惊
喜可言。我们必须认识到国
足与亚洲传统强队的实力差
距在逐渐被拉大，甚至有被
阿曼、越南追近的危险。

赵：对越南的这场唯一的
胜利，也是靠着压哨进球的好
运，国足赢一场球是越来越难
了。就连对日本队的 0比 1，
如果只看排名和场面对比，可
能会觉得这个结果差强人意，
但结合日本队目前呈现的持
续低迷的状态来看，国足完全
应该放胆争取更多的。

林：我的预期是前四场最
少4分，比国足目前多1分。看
上去1分差距不大，但如果能多
拿1分，意味着你拖住了其中的
一个对手。除了积分外，国足
的表现更让人失望。对澳大利
亚和日本，所踢的内容根本和
对手不是一个档次，赢越南队
也非常幸运。可以说，前四轮
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国足的
表现都让人挺失望的。

柴：就国足三线表现，防
线合计丢 9 球，在 12 强中仅
强于越南队，后防表现显然
是不及格的，在进攻端武磊
延续进球输出，而最大的惊
喜无疑是张玉宁的爆发，他
在最近两战中的拿球、护球

和做球能力以及
自信心，无疑是本

土国脚最大的亮点。
当然，国足最大的软肋
还是李铁执教能力、临

场应变能力和抗压能力的
不足。

赵：对沙特队的下半
场，归化球员虽然帮国足
挽回了比分和场面，但客
观上也放大了主教练在排
兵布阵上的争议。目前在
足球预测网站上，国足出

线前景被列入了“除
非奇迹出现”这一列。

柴：理论上国足还
有出线机会，只要有希
望就不能轻言放弃，毕
竟四年前里皮就曾险
些让国足起死回生。

赵：足协在回应李铁是否
可能下课的时候也表示，和
李铁的合同是长期合同，而
且国足目前尚未出局。

柴：未来两轮国足将连续
主场面对阿曼和澳大利亚，
首先非常期待在各方的努力
下能够回到家门口作战，要
知道国脚过去40多天的封闭
式集训和比赛，状态和心态
都受到不小影响。

赵：我觉得加强中前场的
威胁，是国足缓解后防压力的
主要渠道。像洛国富那样在前
场轻松地炫技“玩球”，给对方
球员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林：中场防守确实太弱
了，这让国足的防守压力很
大。其次是在归化球员的使
用上需要再斟酌。对于归化
球员，要统一思想，那就是必
须要用，而且要大胆用。想
赢球，没有归化球员也基本
上没戏。还有就是要力争主
场的比赛回到国内来踢，这
可能是国足最后的戏码了。
有了真正主场的加持，也许
还能反弹，延缓出局的时间。

赵：前四场，国足还没有一
场表现真正拿得出手的比赛。
我希望接下来，李铁能更多地
挖掘球队的潜力，把能用的条
件用尽，打一到两场漂亮战役，
展现一下国足水平的上限。就
算最终无法出线，也可以让球
迷们少些“如果……就好了”这
样黯然销魂的感叹句式！

羊城晚报记者 林本剑
赵亮晨 柴智

体坛热话

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再战一轮，国足在客场以2比3不敌沙特队，以4
战1胜3负的成绩位列小组第五名，排名仅高于越南队。本场比赛国足上半
场即以0比2落后且场面非常被动，但在下半场阿兰和洛国富等归化球员上
场后，场面明显改观，国足也一度距离追平比分仅一步之遥。

主帅李铁对归化球员的使用方式合理吗？洛国富为错失单刀所作的
道歉上了热搜，为什么网友会一边倒地支持他，认为他“无须道歉”？国足

目前的排名和他们的真实水平匹配吗？接下来的间歇期，他们需要
作出哪些改变？本期体坛热话围绕这些话题展开。

赵亮晨（以下简称赵）：
国足上下半场判若两队，归
化球员上场后，场面和比分
都有了明显改观。赛后外界
对于李铁的质疑声非常大，
很多人认为，如果让归化球
员首发，对沙特的这场比赛
可能会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你们怎么看？

林本剑（以下简称林）：
论个人能力，艾克森、阿兰和
洛国富在各自位置上肯定比
本土球员强，国足想赢球，还
真的要用上他们，而且要用
得好。如果说担心洛国富只
有半场体能，下半场才上，还
可以理解，但阿兰状态那么
好，艾克森的身体也没有问
题，这就很费解了。

柴智（以下简称柴）：李
铁对于四名归化球员的使
用，明显重蒋光太和艾克森，
轻阿兰和洛国富。在李铁眼
中，阿兰和洛国富都是进攻
属性强但防守意识相对较差
的球员，李铁更为信赖对防
守体系有价值的蒋光太和艾
克森。事实上，从战术体系
来看，前四战国足最薄弱的
环节是防线，但造成防线连
续犯错的主因是中场传控能
力差，给了对手太多二次进
攻的机会，从而导致防线始
终处于高压状态。

赵：是的，中前场拿不到
球、给不到压力，如果一直被
对方压在自己的半场，持续
施压，就算在后场堆再多人

“摆大巴”也是没用的。
柴：中前场拿球恰恰是

阿兰和洛国富的强项，归化
球员大赛经验丰富，拿球、传
球能力和向前意识都要明显
强于其他国脚，即使两人的
体能不足以支撑全场，但上
下半场可以轮换出场，保证
中场的控制力。

林：首发完全不给他们
机会，教练组的思想确实太
保守了。赛前，网上有人戏
言国足此战的目标是“保负争
平”，虽说是戏言，也很真实地
反映了国足教练组的赛前心
态。看看整个教练组，他们的
国脚生涯几乎没有成功的经
历，面对亚洲强手基本上都只
有失败的教训，自信心对他们
来说，确实是“奢侈品”。

柴：总体来看，李铁对于

归 化
球 员
的 使
用 过 于
谨慎、保
守了，下
半 场 比 分
落 后 才 赌
博式地大幅
启用归化球
员，虽然场面有
明显改观，但却
错 过 了 最 好 的 时
机。像与沙特一战，
如果在上半场大胆弃
用武磊，改打5-4-1阵型，
撤掉一名前锋换上阿兰或
洛国富，中场有一名能传能控
能突的归化球员，上半场绝不
会是0比2的局面，毕竟武磊
的特点是擅长在下半场对方
体能下降后发挥威力。

赵：我倒是觉得不能单
纯地用下半场的表现去“倒
推”。一方面，首发的武磊和
张玉宁，在此前比赛的表现都
是不错的，他们有留在首发阵
容的理由；另一方面，沙特在2
比0领先之后有明显的回收，
留给国足进攻的外部条件并
不一致。事实上，上半场国足
的确被严重压制，但利用张玉
宁做支点传球和武磊的速度
打身后，其实未尝不是可行的
思路——张玉宁那次漂亮的
做球给武磊制造了单刀机会，
可惜武磊打得太正了。

林：洛国富、阿兰、艾克森
上场后，前面能拿住球，单兵有
突破、局部有配合，国足的进攻
马上有了威胁，压制了对手，沙
特队的后防线也开始出现失
误。足球比赛就是进攻与防守
的压制与反压制。你不反制
对手，只能等着被对手制服。

赵：洛国富在终场前错
过了扳平比分的机会，他在赛
后道歉上了热搜，大家的反应
大多是认为他的表现足够出
色，“何须道歉”！他打进了一
个世界波的落叶球，而且第二
个进球也是来自他杂耍式的
挑球过人导致对方后卫犯规
赢得的前场任意球。洛国富
最后错失的那个单刀的机会，
也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所
以大家都没有苛责他。

柴：而且他在场上确实
够拼的。

赵：12强赛 4轮过后，
主帅李铁四场比赛使用了
四个不同阵容，有人说这
是“因队制宜”，有人说这
是“心里没谱”。你们怎么
看？

林：前四场比赛，国足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心理轨
迹：首战对阵澳大利亚雄
心勃勃，想着对手仓促组
队，要和对方掰掰手腕，结
果 输 了 3 个 ，一 下 子 蔫
了。次战对日本队马上要
扎 紧 篱 笆 ，首 发 来 了 个
532，首要任务是不能输得
太难看，结果上半场完全
被动。第三轮打越南队，
小组最弱的对手啊，不赢
不行了，攻吧。第四轮，对
手沙特前三场全赢啊，主
场还几万球迷，这阵势，看
着就悬，还是老老实实守
吧，结果过程和打日本队
差不多，上半场挨打，下半
场豁出去还看到点希望。

赵：同感，不知道是不
是封闭集训、热身赛打得
太少的关系，感觉国足对
自己的实力定位完全没
底。前一轮的结果影响后
一轮的排兵，结果就有点

“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
水”，老是不对味。例如对
日本队和沙特队这两场，
对手其实拿我们也没有太

多办法，国足两场比赛中
的保守，多少有点“自己吓
自己”了。

柴：李铁有些过于“迷
恋”变阵了！虽然根据对
手实力的强弱，制定出死
守和强攻的战术，但在细
节的把握上还是欠缺火
候，比如对吴曦单后腰的
使用，对于大宝、张稀哲和
颜骏凌的过分信任。

林：四场比赛四套首
发阵容，抛除球员伤病因
素外，背后其实是教练组
对自己球队实力的不自信
和对对手实力的不了解，
完全跟着对手在走，被动
应对。这支国足本来就没
什么实战，阵容和战术打
法没有得到检验，老这么
变来变去，球员心里估计
也没底。里皮当年执教国
足，不管遇到什么对手，都
是强调要以我为主，坚持
要打出自己的特点和训练
的内容。

赵：不说和 20 年前那
支国足相比，即便和里皮
时期国足相比，我们在中
场、在后腰位置上的人选，
捉襟见肘了很多。

林：我们现在除了练
兵，还在练帅。把 12强赛
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作练兵
场，这就真有点儿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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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制造企业向数字化转型
东莞制造插上智慧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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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为期三天
的第七届广东国际机器人
及智能装备博览会（以下简
称“智博会”）在东莞落下
帷幕。作为全球瞩目的制
造业名城，东莞制造业发展
迅猛，目前已建立了相对完
整的工业体系，拥有全部
41个工业大类中的34个。

在今年这场自动化设备企业的展示平台中，
“数字化”“智慧化”成为这届智博会的关键词。
本届智博会主题为“AI+让智造更智慧”，传递出
推动东莞制造业向数字化转型的积极信号，旨在
为东莞制造插上智慧的翅膀。东莞市工业与信息
化局局长詹志斌介绍，在智能制造方面，东莞市
已有超过90%的企业实现不同程度的数字化转
型，为AI赋能智能制造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和
工作基础。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晓玲、
通讯员周淑君报道：10月 12日，
东莞市机器视觉产业联盟成立
大会暨机器视觉创新发展高峰
论坛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举行，标志着东莞市机器视觉领
域迎来了自己的行业组织，东莞
市机器视觉智能制造产业有了
更专业的服务平台。

机器视觉是工业制造的“眼
睛”，是机械设备高端化智能化
的一个关键环节，在工业 4.0 时
代有着广泛的应用场景。东莞
的机器视觉有着比较扎实的产
业基础，集聚了 100多家的相关
企业，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业链
条。从上游的核心元器件制造，
到中下游的设备集成，以及系统
方案的支持和终端应用，基本涵
盖了机器视觉产业的各个环节。

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
组书记、局长詹志斌在成立大会
上介绍，据不完全统计，东莞在

工业相机、镜头、光源还有软件、
算法等机器视觉领域，有规模
以上企业 21 家，2020 年共计营
收 46 亿元，约占全国相关产业
的 1/10。随着数字化制造的普
及，机器视觉产业将越来越重
要，东莞企业仍大有可为。当前
东莞正在积极推动产业集聚，机
器视觉将作为东莞装备业重要
推动的细分领域。“希望大家看
到机遇的同时，要提升核心竞争
力。”詹志斌表示。

在此契机下，东莞市机器人
产业协会联合奥普特、三姆森、
速美达、普密斯、神州视觉、宇瞳
光学等十多家具有代表性的东
莞机器视觉产业链的企业，倡议
成 立 东 莞 市 机 器 视 觉 产 业 联
盟。该联盟宗旨为建立服务平
台，整合优势资源，推进机器视
觉产业的技术交流与合作，促进
东莞市机器视觉的创新发展和
产业化。

湾区湾区 新观
察

集研发设计、制造、销售、
服务为一体的凯宝机器人是东
莞一家本土自动化机器人企业，
已连续参展智博会多年。“智博
会平台给了东莞企业展示平台，
为我们带来不少意向客户。”据
凯宝机器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公司这两年迎来高速发展，明年
的订单销量有望翻倍增长，让企
业在国产机器人领域市占率跻
身前五。凯宝机器人是参展智
博会 50多家本土自动化企业的
一个小缩影，这也近年来东莞智
能装备产业高速发展的缩影。

据介绍，广东智博会自2015

年首次开办以来，今年已是第七
届，每一届智博会都精彩展示了
国内外顶尖企业的最新技术、最
好成果，不断带动东莞本土企业
智能制造升级，推动东莞智能装
备产业加快成长。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东莞已
对 4600 多个项目实施自动化、
智能化改造，尝到了劳动生产
率提升的甜头。2020 年，东莞
全市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完
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3706 亿元，
同比增长 8%，已成为东莞电子
信息制造业之后的第二大支柱
产业。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余宝珠
图/羊城晚报记者 王俊伟

东莞市机器视觉产业联盟成立
相关企业2020年共计营收46亿元，约占全国

相关产业的1/10

4600多个项目实施智能化改造 在智博会上，东莞本土参
展企业广东光达智汇科技展示
了数字化的工业软件、AI、云平
台等三大应用场景，为东莞企
业提供全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
整体解决方案，借助政府政策
赋能东莞制造企业加快推进数
字化转型升级。这家企业紧密
围绕智慧制造解决方案与数字
化转型服务，将制造中的人、
机、料、法、环与智慧（AI）全面
结合，提供从顶层设计到垂直
行业软硬件结合的一体化解决
方案；通过科学的技术与方法，
协助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广东光达智汇科技有限公
司，是光大产业与友达智汇合作
企业，致力于成为“世界一流数

字化转型服务的提供者”。据介
绍，友达智汇已累计服务超200
家企业，行业覆盖家电、医药、汽
车、玻璃、水泵、光学部件等，为
企业进行诊断、咨询及培训。而
在这次展会上，像光达智汇这样
的数字化服务商并不在少数。

据介绍，近年来，东莞市一
直重视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已先后出台多项扶持政策，
支持企业实施两化融合应用、
5G融合应用、工业互联网数字
化升级、智能化改造、工业互联
网示范项目和智能制造示范项
目等。“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
帮助企业数字化转型。”詹志斌
表示，希望广大企业把准方向，
抢抓机遇，提高竞争力，通过数

字化转型这门“必修课”。
据介绍，在智能装备方面，

目前东莞市拥有智能装备企业
涉及多个行业领域，如工业机
器人领域企业超过 30家，占全
国总数的 10%。在智能制造方
面，东莞市已有超过 90%的企
业实现不同程度的数字化转
型，为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赋
能智能制造提供了广阔的应用
场景和工作基础。

在智博会期间，东莞还先
后举办了“AI 赋能智能制造高
峰论坛”、2021年机械装备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论坛等论
坛，为制造企业搭建交流平台，
引进更多优质的智能制造项目
和咨询服务机构。

供需同时发力助力数字化转型

智博会现场

主题为“AI+让智造更智慧”的第七届“智博会”在东莞闭幕，传递出积极信号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天军报
道：为期 4天的中国国际先进制
造技术展览会（AMTech）暨世界
先进制造业大会（AMC2021）于
14 日在深圳闭幕。本次大会由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
行业分会、德国斯图加特展览
公司、粤港澳先进制造产业联盟
共同主办。

作为国内首个以先进制造
为主题的展会，中国国际先进制
造技术展览会贯穿精密金属加
工全产业链，通过“整体解决方
案”的展示方式，向到场的嘉宾
及观众们呈现了一场耳目一新
的展会。

据悉，本届展会共吸引来自
11 个国家及地区的 200 家先进
制造企业参展，总计展出面积达
40000平方米。

由 德 国 机 床 制 造 商 协 会
（VDW）发起并支持，由德国联

邦经济与能源部（BMWi）以及
德国贸易展览业协会（AUMA）
官方合作组织的 AMTech2021
德国国家展团，携手 20 余家德
国先进制造知名品牌亮相本届
展会。

由深圳机器人协会联合主办
的机器人专区，吸引到国内外众
多机器人及自动化领军企业和新
秀企业集体亮相，展示研发及产
业链上下游丰富新品，并在现场
提供专业自动化解决方案咨询。

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绿
色制造分会和智能制造分会组
织的“金属加工领域绿色制造
和智能制造专题展区”, 集中
展示国家在绿色制造和智能制
造领域最新的科研成果和成功
应用案例。

中国国际先进制造技术展
同期举办“世界先进制造业大会
（AMC2021）”。

世界先进制造业展商云集深圳
中国国际先进制造技术展览会暨世界先进制造

业大会今日闭幕

深圳队大胜晋级
广州队爆冷出局

羊城晚报讯 记者柴智报道：2021
赛季足协杯 32 强赛昨天下午全面开战，
远征长春赛区的深圳队以 7 比 0 大胜中
乙球队陕西俑士超越，轻松晋级 16 强，
同时创造队史最大比分胜仗。广州队
则以 0 比 1 爆冷负于中乙球队青岛青春
岛，成为今年足协杯首支出局的中超球
队，同时创下俱乐部近年在足协杯上的
最差战绩。

深圳队的两名外援金特罗和瓦卡
索尚未从国家队归来，郑达伦和陈国良
仍在养伤，除上述四人外，深圳队其他
球员全部来到长春。根据足协规定，足
协杯正赛第一轮外援不能出场，本战深
圳队以全华班出战。即便如此，面对中
乙球队深圳队实力优势也很明显。深
足全场控球率高达 67%，21 次射门 10
次射正，进攻端全面开花，上半场就以 5
球领先。王永珀远射破门后罚入点球，
孙可梅开二度，郜林左路搓球传到门前
直接弹入球网，两名 U23 小将中卫周鑫
和徐浩峰头顶脚踢各入一球，中场戴伟
浚则助攻两球，最终深圳队狂胜对手轻
松杀入足协杯 16强。

广州队在 9 月 28 日官宣与主帅卡
纳瓦罗终止合约后，尚未宣布新帅人
选，足协杯由一线队中方助理教练刘智
宇带队，本场足协杯也是后卡纳瓦罗时
代的第一战。由于一线队球员尚未集
结，且艾克森、韦世豪、阿兰、洛国富、高
准翼、张琳芃、蒋光太和刘殿座 8 名国
脚仍在征战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球队
以 U23 预备队（参 加 今 年 亚 冠 的 青 年
军）出战足协杯。递补名单中，范恒博、
王文轩、陈泉江、廖锦涛都曾有租借至
中乙球队的经历。前锋线上，仅有谭凯
元、吕世豪、范恒博、吴俊豪四人曾在一
线队锋线位置出现过。

广州队大名单上只有 15 名球员，与
中乙球队青岛青春岛一战，除去一名门
将，替补席上只有三名球员（一名后卫、两
名中前场球员）可替换。比赛开始后，广
州队的年轻球员拼抢积极，也创造出了一
些机会，但始终未能破门，反倒被对手偷
袭得手。第 37 分钟青岛青春岛后场长
传，后卫王天擎禁区内犯规送点，对方前
锋宋博主罚命中。丢球后，广州队大举反
攻，最后时刻甚至安排体力更好的首发门
将张健智去踢中锋，但最终未能扭转出局
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