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赛季巴甲射手榜

排名 球员 球队 位置 出场 总进球数 点球

1 ��G·巴尔博萨 弗拉门戈 前锋 29 �����25 ��5

2 ��B·恩里克 弗拉门戈 前锋 33 �����21 ��0

3 ��爱德华多 桑托斯 前锋 37 �����14 ��0

4 ��吉尔伯托 巴伊亚 前锋 32 �����14 ��6

5 ��阿拉斯卡埃塔 弗拉门戈 中场 23 �����13 ��1

6 ��伊瓦拉多 沙佩科恩斯 前锋 33 �����13 ��3

7 ��W·保利斯塔 福塔雷萨 前锋 31 �����13 ��5

8 ��加利亚多 塞阿拉 中场 34 �����12 ��3

9 ��卡洛斯·桑切斯 桑托斯 中场 34 �����12 ��4

10 ��埃弗顿 格雷米奥 前锋 30 �����11 ��1

11 ��J·格雷罗 巴西国际 前锋 24 �����10 ��0

12 ��布鲁诺 帕尔梅拉斯 中场 34 �����10 ��1

上赛季巴甲积分榜

积

分

总

榜

排名 球队 赛 胜 平 负 进 失 净 积分

1 弗拉门戈 38 28 �6 �4 86 37 49 ��90

2 桑托斯 38 22 �8 �8 60 33 27 ��74

3 帕尔梅拉斯 38 21 11 �6 61 32 29 ��74

4 格雷米奥 38 19 �8 11 64 39 25 ��65

5 巴拉纳竞技 38 18 10 10 51 32 19 ��64

6 圣保罗 38 17 12 �9 39 30 �9 ��63

7 巴西国际 38 16 �9 13 44 39 �5 ��57

8 科林蒂安 38 14 14 10 42 34 �8 ��56

9 福塔雷萨 38 15 �8 15 50 49 �1 ��53

10 戈亚斯 38 15 �7 16 46 64 -18 ��52

11 巴伊亚 38 12 13 13 44 43 �1 ��49

12 瓦斯科达伽马 38 12 13 13 39 45 -6 ��49

13 米内罗竞技 38 13 �9 16 45 49 -4 ��48

14 弗鲁米嫩塞 38 12 10 16 38 46 -8 ��46

15 博塔弗戈 38 13 �4 21 31 45 -14 ��43

16 塞阿拉 38 10 �9 19 36 41 -5 ��39

17 克鲁塞罗 38 �7 15 16 27 46 -19 ��36

18 阿拉戈斯体育中心 38 �8 �8 22 24 58 -34 ��32

19 沙佩科恩斯 38 �7 11 20 31 52 -21 ��32

20 阿瓦伊 38 �3 11 24 18 62 -4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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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比“扩容” 弗拉门戈求卫冕

巴

甲

前

瞻

2020

赛季巴甲赛制

参赛队数：

20

队

赛制：双循环制，分主场及作客比赛，胜得

3

分，平得

1

分，负得

0

分；以积

分高低排定名次。

若有两支或以上队伍得分相同，则需依次按以下方法定名次：

1.

较多胜出场

数；

2.

较多净胜球；

3.

较多总入球；

4.

相关队伍对赛成绩；

5.

较少红牌数目；

6.

较少

黄牌数目；

7.

抽签。

降级队数：

4

队

(

积分榜末

4

队直接降级

)

解放者杯席位：

6

队（积分榜第

1

至

4

名直接参加解放者杯小组赛，积分榜

第

5

、

6

名参加解放者杯第

2

轮资格赛）

南美俱乐部杯席位：

6

队 （积分榜第

7

至

12

名获得南美俱乐部杯第一轮资

格赛席位）

同城德比

里约热内卢：博塔弗戈、弗拉门戈、弗鲁米嫩塞、瓦斯科达迦马

圣保罗：科林蒂安、帕尔梅拉斯、圣保罗、桑托斯、布拉干蒂诺

塞阿拉：塞阿拉、福塔雷萨

戈亚斯：戈亚斯、戈亚尼亚竞技

巴拉纳：巴拉纳竞技、科里蒂巴

南里奥格兰德州：格雷米奥、巴西国际

能否如期开赛尚未知

2020 赛季巴西甲级联赛暂定北京时

间 5 月 4 日凌晨开赛，但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届时能否如期揭幕还是一个未知

数。

2019 赛季，克鲁塞罗、阿拉戈斯体育

中心、沙佩科恩斯、阿瓦伊不幸从巴甲降

级。 这 4 队当中，克鲁塞罗是 4 届巴西甲

冠军得主，6 届巴西杯冠军得主， 并且在

2017、2018 连续 2 个赛季赢得过巴西杯，

2019 赛季以倒数第 4 名身份降级，其境遇

令人唏嘘。

与此同时，布拉干蒂诺、累西腓体育、

科里蒂巴、戈亚尼亚竞技从上赛季巴乙脱

颖而出，这四支球队将在新赛季作为升班

马征战巴甲。 这 4 支升班马当中，累西腓

体育、科里蒂巴等两队相对属于大家相对

较为熟悉的“升降机”球队，而另外两队则

相对陌生一些，尤其是布拉干蒂诺是 2019

年才更名重组的“红牛系”球队，这是他们

更名后历史首次征战巴甲联赛。

火爆弗拉门戈求卫冕

上赛季，弗拉门戈以16分的领先优势

强势夺冠，该队防守谈不上很稳固，全年

38轮失37球，失球数多于亚军桑托斯

（失

33

球）

、季军帕尔梅拉斯

（失

32

球 ）

以及巴

拉纳竞技（失32球）、圣保罗

（失

30

球 ）

、科

林蒂安

（失

34

球 ）

等5支球队，但弗拉门戈

上赛季打进了86球，领先进球第二多的格

雷米奥22球之多，超强的攻击火力成为他

们时隔十年重返巴甲巅峰的保障。在即将

到来的2020赛季，弗拉门戈进攻端火力仍

值得期待，上赛季打入25球的巴甲金靴巴

尔博萨， 最终留守并还续约至2024年，而

在此前进行的圣保罗州锦标赛上，巴尔博

萨6战打进8球的状态良好。

弗拉门戈必将以卫冕为目标，扮演阻

击者角色的则有可能会是桑托斯、帕尔梅

拉斯、科林蒂安等队，其中桑托斯与帕尔

梅拉斯乃上赛季亚军和季军，新赛季常规

主力基本没有流失，而这两支传统劲旅也

一向表现稳定。上赛季仅排在第 8 位的科

林蒂安，新赛季一举签下卢安、坎蒂略、达

沃、卡马乔、埃德森等实力球员，在少帅少

帅努内斯的带领下，本赛季表现应有所改

观，重回争冠集团也不是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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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牛系”或搅风云

巴甲中游集团一向庞大，2020

赛季的情况估计也不太可能会有太

大意外，在这些球队当中，实力相对

较强的当属格雷米奥、圣保罗、巴西

国际、巴拉纳竞技、米内罗竞技，这几

支球队的共同点是阵中均有名将压

阵， 其中格雷米奥攻击火力强大，而

圣保罗、 巴拉纳竞技则以防守见长，

这 3队打好了有希望冲击争冠集团，

而打差了，也基本上能够保住南美赛

席位。

此外，巴伊亚、福塔雷萨、戈亚

斯、弗鲁米嫩塞等球队，其实也不可

小视，他们时常都会制造冷门，而且

已经具备了丰富的搅局经验。 上赛

季，福塔雷萨、戈亚斯、巴伊亚早早就

完成了保级任务，福塔雷萨还一度处

于解放者杯资格赛席位区。 不过，这

几支中游球队，本赛季都会征战南美

俱乐部杯， 在板凳深度一般的情况

下，双线作战会带来不小的变数。

而更名重组后首次征战巴甲的

布拉干蒂诺， 看上去也并不是任人

鱼肉的决赛， 该队 2019 年被纳入了

“红牛系”， 当赛季就以巴乙冠军身

份强势晋级， 跟世界上其它几支著

名的“红牛系” 球队一样， 虽然是

名不见经传的升班马， 但在“不差

钱” 财政支撑下， 很有可能在足球

王国搅起风云。

或有升班马又一年游

上赛季，福塔雷萨、戈亚斯以升

班马角色完成保级任务， 而本赛季

四支升班马当中， 累西腓体育乃昔

日劲旅，2018 赛季从巴甲降级以后，

仅用时一年就杀回巴甲，而队史 111

年的科里蒂巴虽说已在巴乙沉沦多

时，但该队如今回到巴甲以后，应该

不会甘心于一年游，相比之下，上赛

季巴乙殿军戈亚尼亚竞技， 前景就

并不乐观，该队 2016 赛季曾以巴乙

冠军晋级到巴甲，但 2017 赛季又以

垫底身份悲催巴甲一年游， 缺乏顶

级联赛底蕴和财政实力支撑之下，

保级之路将相当艰难。

升班马力争保级， 肯定会把其

他球队拖入保级漩涡， 其中最为危

险的要属塞阿拉和博塔弗戈， 塞阿

拉上赛季累积 39 分排在倒数第 5

位，仅以 3 分优势艰难保级成功，而

博塔弗戈则只拿到了 43 分，领先降

级区仅 7 分，保级之路也不轻松。 另

外还有可能被拉下马的球队是瓦斯

科达迦马， 虽然他们上赛季最终排

在第 12 位并拿到了南美俱乐部杯

入场券，但随着达尼洛、阿劳霍、马

基尼奥、理查德等主力的离开，双线

作战之下， 难保不会步上赛季克鲁

塞罗的后尘。

德比战扩容成大看点

与难度不太大的南美杯赛席位

之争相比，2020 赛季巴西甲更大的

看点或许是“德比战”的扩容。 新赛

季 20 支巴西甲球队，其实只分布在

9 个地区（州），仅仅有巴伊亚、米内

罗竞技、 累西腓体育等 3 支球队没

有“德比”对手。 而布拉干蒂诺的到

来， 使得圣保罗地区的球队增加到

了 5 支， 成为新赛季巴甲德比战最

密集的区域； 而里约热内卢依然有

博塔弗戈、 弗拉门戈、 弗鲁米嫩

塞、 瓦斯科达迦马 4 队存在； 科里

蒂巴的回归， 使得巴拉纳竞技又有

了同城对手； 戈亚尼亚竞技的到

来， 则使得戈亚斯不再孤单。 塞阿

拉与福塔雷萨、 格雷米奥与巴西国

际的德比之争也将在新的赛季得以

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