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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SoccerDream®及其用途是什么？ 

1.1- SoccerDream®简介 

欢迎来到SoccerDream®！

SoccerDream®是第一个真正提升球员战术的训练平台。幸亏
有了虚拟现实技术，玩家可以更好、更快地学习战术。使用
SoccerDream®训练的关键附加价值有： 

1. 用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都使用的顶级演习进行训练

2. 与为用户自己的个人发展而优化的虚拟玩家一起训练
3. 训练更多时间
4. 量化用户表现并使用他们的足球智商追踪他们的进度

球商是SoccerDream®测量球员在专业训练时表现如何的方式。
该软件分析球员的行为和决策，并评估每种单项能力的结果。 

整个学院都可以跟进用户球员们的进展并评估他们的强项和弱项，
以便根据每个人的需求调整训练计划。 

SoccerDream®旨在用于俱乐部和学院的常规足球项目的附加
训练，而非完全替代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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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SoccerDream®及其用途是什么？ 

1.2- SoccerDream®包含哪些内容？

SoccerDream®包括： 

1. 装有SoccerDream® VR应用程序的VR眼镜

2. VR眼镜控制器
3. 装有SoccerDream® 教练应用程序的平板电脑

VR应用程序被球员用于在虚拟现实中进行训练，在那里他们将
能够得到在真实训练中已被证明有成效的专业演习。球员将能够
在不消耗体能的情况下进行练习，因此在软件评估球员的决策和
行动时该球员是集中精力于比赛战术的。 

教练应用程序在平板电脑中执行，并将为教练提供训练的可视反
 馈。教练将能够使用2D图表实时分析训练的进展情况，甚至通

过提供一些建议与球员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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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SoccerDream®及其用途是什么？ 

1.3- 可以训练哪些足球能力？ 

 球员可以训练能够实现战术的关键技能。在当前版本中，这些是：
 

1. 站位：根据每种情况在场上进行最佳站位。

2. 空间意识：在进攻时识别和使用自由点。
3. 接球：为持球者找到合适的地方提供传球线路。

这些能力适用于所有年龄和位置的球员，因为他们是成为一名聪
明球员并在球场上表现更好的关键。 

要深入了解这些能力并理解它们的重要性，请参阅以下所有相关
内容的简要介绍。 

1. 站位：根据每种情况在场上进行最佳站位。 

站位是球员待在围绕着他/  她的假想行动区域内的一项能力。当
球在场地中移动时，该区域也相应地移动。此能力可确保团队的
站位结构一致。 

 所有教练都认为拥有一支优秀的团队组织至关重要。然而，很常
见的是看到球员总是盲目地追着球在跑或者不明白他们是球队结

 构的一部分。那些能够理解这种能力的球员将有助于他们球队的
表现。 

V0.16.9               © 2018 Soccer Science S.L. - All rights reserved                    9/112



1-什么是SoccerDream®及其用途是什么？ 

下面是一个定义两种不同比赛情境中球员行动区域的构图： 

 

掌握这项能力的紧要原因是： 
• 帮助球员了解他是线路上和团队中的一部分。

• 允许进攻方将球从一侧移动到另一侧。

• 为后续的防守过渡做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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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SoccerDream®及其用途是什么？ 

2. 空间意识：在进攻时识别和使用自由点。 

自由空间能力是指球员站位在没有队友和对手靠近的空间中的能
力。看下面的一些例子： 

观看足球比赛时，可以轻松识别自由空间。然而，自由空间是在
场上比赛时最难寻找的方面之一。能够在比赛期间搜索自由点的
足球运动员对于本方球队尤为有益并且对于对手来说更是不可预
判的。 

  

球员应该学习这种能力的原因是： 
• 使两队实力相差悬殊。

• 让球远离防守方。

• 允许进攻球队将球移动过球场。

V0.16.9               © 2018 Soccer Science S.L. - All rights reserved                    11/112



1-什么是SoccerDream®及其用途是什么？ 

3. 接球：为持球者找到合适的地方提供传球线路。 

传球线路是持球者和队友之间的假想线。当两名球员之间没有对
手或任何后卫足够接近拦截球时，传球线可用。

找到合适的位置来帮助你的球队是很关键，但更重要的是，球员
 必须调整自己的位置以提供传球线路。那些始终有妙传意识的球

员才是杰出球员。 

这项能力对足球运动员有益的原因是： 
• 助攻持球者。

• 您构成了使防守方感到不自在的威胁。

• 帮助球队不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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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SoccerDream®及其用途是什么？ 

1.4- 如何评估每项能力？ 

在进行训练时，每当有一次通过，软件就会对用户进行评估。有
以下三种可能的评估： 

1. 负面的：特定能力的评估标准（见下文）未达到。

2. 正面的：达到了能力的评估标准，但最终的行为不会给球
队带来任何好处。

3. 定性的：当行为给球队增加一定价值时，所有正面的可以
 变为定性的。例如：

• 将球带入射门区域

• 十分接近目标

• 帮助面临压力的队友

在评估每项能力时，SoccerDream®会考虑不同的标准： 

1. 站位：如何根据每种情况在场上进行最佳站位。

在比赛时，将根据玩家在场上的位置对其进行评估。每当玩家进
入他的行动区并且有队友传球时，系统就会计作一次正面反馈或
定性反馈，这取决于该行为是否为团队增加了任何优势。但是，
如果玩家在上述区域之外，他将收到负面反馈。

要考虑到该区域将根据球的位置以及球员的起始位置移动是很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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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SoccerDream®及其用途是什么？ 

2. 空间意识：在进攻时识别和使用自由点。 
系统会评估玩家周围有多少队友和对手（如果有的话）。如果用

 户是该领域唯一的球员，他将收到正面反馈。但是，如果有任何
队友或对手靠近，玩家便将收到负面反馈。 

此能力的视觉反馈将是一个用于定义评估区域的圆圈，如果反馈
 为定性的，则将以绿色突出显示。如果其不是该区域中唯一的球

员且有对手靠近，则该圈将以红色突出显示，并且该区域内的对
手也将在他的脚周围有一个红色圆圈，以便识别互相都靠得太近
的球员。 

3. 接球：为持球者找到合适的地方提供传球线路。 
用于评估此能力的标准考虑了两个方面： 

a. 直接球员：持球者和玩家之间是否有其他球员？
b. 拦截：任何球员都可以拦截球吗？

如果其中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则玩家将得到负面反馈。另
一方面，如果没有对手准备断球，则玩家将获得正面或定性反馈。
 

玩家将在持球者和其之间看到绿线或红线。此外，如果线条为红
色，则玩家也会看到以红色突出显示的正在破坏传球线路的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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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SoccerDream®及其用途是什么？ 

1.5-球商 

足球智商（IQ）是SoccerDream®用于量化玩家决策的测量单
位。 

每个技能的得分都在0到1.000之间，而球商是所有能力项的平
均得分和基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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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SoccerDream®及其用途是什么？ 

每次玩家结束训练时，软件都会提供一个分数，这将直接影响能
力数，从而影响整体球商数。 

每次训练后获得的分数来自收到的评估总量。 
• 负面反馈将对最终得分产生不利影响。

• 正面反馈将产生一个小的有利影响。

• 定性反馈将会对所获球商产生最大影响。

 在训练时，球员将在球场顶部看到一个大记分板。显示的数字与
练习竞争分数有关。 

• 时间：完成练习的剩余时间

• 得分：进攻球队得分与防守队员追回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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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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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硬件 

注意：您将看到每副眼镜和控制器都有一个带号码的标签。这
是眼镜 ID  ，在与平板电脑同步时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要使
用具有相同数字的控制器和VR眼镜。 

与任何新工具或系统一样，在使用SoccerDream®训练平台之
 前，需要执行系统设置步骤。这些可能需要几分钟。步骤如下：

1. 拆箱虚拟现实眼镜

2. 拆箱平板电脑

2.1- 虚拟现实眼镜 

VR眼镜盒包括：

Vive Focus        控制器手柄             腕带         AAA电池         USB Type-C      HTC快速充
     眼镜                                                                                       数据线            电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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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硬件

了解装置 

最好使用提供的Vive Focus头戴式显示器（HMD）播放
SoccerDream®。下面您将看到一个展示所有不同组件和按钮
的图表。 

1-电源按钮  8-扬声器 

2-Led (状态指示灯)  9- 3.5mm插孔 

3-USB端口  10-音量

4-跟踪传感器  11-脸部界面 

5-可调节头带  12-麦克风 

6-调节轮  13-储存卡 

7-后支架 14-瞳距调节器 

15-距感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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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硬件

了解手柄控制器 

     1-触面      6-触发器 

     2-返回      7-电池外壳 

     3-主键     8-带孔 

     4-LED状态指示灯 

调整装置 

使用头戴式显示器时，将其调适到您的头部尺寸是很重要的，以
 获得更舒适的感觉和更好的对焦。因此，请如下所述花时间调整

头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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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硬件

调节音量 

您可以通过控制器的侧面按钮或HMD右下侧的按钮调节体验内
容的音量。当按下每个按钮时，您还会看到游戏中显示设备音量
的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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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硬件

游戏区域 

请务必在直径约为2米（6.5英尺）的空间内使用
SoccerDream® VR应用程序。眼镜内置设备可以跟踪您的移
动，当您即将退出安全区域时，您会看到一个网格。因此，确保
在清晰区域的中心启动眼镜。 

V0.16.9               © 2018 Soccer Science S.L. - All rights reserved                    22/112



2- 了解硬件

调整瞳孔间距 

首次启动SoccerDream®时，请务必调整瞳孔间距（IPD），
以便更好地聚焦并看到更清晰的图像。您可以如下图所示使用
IPD调整滑块随时调节它。请注意每个用户的 IPD测量值不同。
如果看到模糊的图像，请告诉玩家调整该项。 

我们建议您使用第一次启动眼镜时显示的调整图像，或者也可以
通过主菜单中的齿轮图标访问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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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硬件

基本交互 

要在虚拟现实中执行任何类型的交互，您必须通过瞄准所需的选
项来查看，然后按下控制器上的触发按钮。 

2.2- 平板电脑 

平板电脑包装盒内含有以下配件： 

华为MediaPad M3   USB Type-B 数据线     华为快速充电器          电源适配器*

   Lite 10平板电脑 

V0.16.9               © 2018 Soccer Science S.L. - All rights reserved                    24/112



3- 使用SoccerDream®
 之前须知/ 用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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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SoccerDream®  之前须知 / 用户设置 

一旦完成设置系统，就可以添加将要训练的玩家了。 

操作如下： 

1. 登录 

2. 创建玩家 

3. 添加玩家
4. 玩家列表 

5. 编辑玩家 

6. 给玩家配置眼镜 

7. 选择要配置的玩家
8.  选择要配置的玩家 (2)

9. 从眼镜取消配置玩家 

10.  从眼镜取消配置玩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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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SoccerDream®  之前须知 / 用户设置

第1  步 - 登录： 

必须在平板电脑上执行以下步骤。打开SoccerDream®Coach
应用程序，您将看到的第一个屏幕即为语言选择。请选择您的语
言，然后会出现一个登录屏幕。请输入您账户的电子邮件和密码
进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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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SoccerDream®  之前须知 / 用户设置

第2  步 - 创建玩家：

现在，眼镜和平板电脑已相互连通，您可以开始在平板电脑中创
建玩家。玩家应该与您实际队伍的球员相关，这样就可以存储和
分析玩家的进展了。 

在平板电脑中，转到玩家选项卡，如下图所示，然后单击底部的
添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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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SoccerDream®  之前须知 / 用户设置

第3  步 - 添加玩家： 

现在您可以输入玩家的名称和姓氏。该应用程序将通过创建一个
已经存在的用户来防止复制用户。 

您可以（可选）添加玩家的电子邮件，将玩家的PIN码发送到他
的邮箱地址。每次玩家戴上眼镜播放VR应用程序时，都会被要
求输入PIN码。它旨在避免其他玩家扮演别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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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SoccerDream®  之前须知 / 用户设置

如果您输入了电子邮件，则会显示玩家的PIN码。重要的是每个
玩家都要记住他的PIN码才能确认他的身份。准备好后，单击
“ ”确定 继续。

“您可以随时在 步骤5 - ”编辑玩家 中说明的编辑玩家菜单里访问
此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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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SoccerDream®  之前须知 / 用户设置

第4  步 - 玩家列表： 

现在您已经创建了首位玩家，您可以查看玩家列表，该列表将显
示您系统中的所有玩家及其当前的球商，每项能力的分数以及自
上次完成的训练以来的时间。
当新玩家被创建时，所有数据应为0（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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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SoccerDream®  之前须知 / 用户设置

第5  步 - 编辑玩家： 

如果要编辑玩家的用户名，请先从列表中选择它，然后您会看到
下面出现的几个按钮。 

• “ ”单击 编辑玩家 以更改现有玩家的名称，姓氏，和电子
邮件地址或检索玩家的PIN码。

• “ ”单击 删除 以永久删除现有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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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SoccerDream®  之前须知 / 用户设置

第6  步 - 给玩家配置眼镜： 

为了使VR玩家能够存储其训练数据并在平板电脑中实时显示任
何训练，首先必须给玩家配置眼镜。通过这种方式，平板电脑将
告诉每副已连接的VR眼镜当前哪位玩家正在进行训练。要执行
此操作，只需如下图所示点击任何已连接的眼镜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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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SoccerDream®  之前须知 / 用户设置

第7  步 - 选择要配置的玩家： 

现在从列表中选择一位玩家，所选玩家将被配置VR眼镜。他/她
还将在VR应用程序的主菜单中看到他/她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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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SoccerDream®  之前须知 / 用户设置

第8  步 -  选择要配置的玩家 (2)： 

您还可以如下图所示在眼镜栏目中查看到玩家的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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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SoccerDream®  之前须知 / 用户设置

第9  步 - 从眼镜取消配置玩家： 

如果您要从眼镜中取消配置玩家，或者要给眼镜更改已配置的玩
家，请首先确保眼镜已连接并且玩家当前没有播放软件，然后如
下图所示点击眼镜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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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SoccerDream®  之前须知 / 用户设置

第10  步 -  从眼镜取消配置玩家 (2)： 

“ ”将出现一个弹出窗口。如果要取消分配玩家，请单击 取消分配
“ ”按钮。要更改玩家，请单击 更改玩家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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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Soccer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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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SoccerDream® 

4.1- SoccerDream® VR 应用程序 

4.1.1-登录 

每当玩家戴上VR “眼镜时，他都会看到 插入PIN ”码 屏幕。PIN
码是一个四位数字，允许当前玩家登录并能够使用其自己的统计
和进展来播放VR “应用程序。当教练添加新玩家时（参见 步骤
3-使用SoccerDream®  前须知 / ”玩家设置 ）或检索他的PIN

“号码（参见 步骤3-使用SoccerDream®  须知 / ”编辑玩家 ），
该PIN码将被提供给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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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SoccerDream®

如果在屏幕顶部命名的玩家不是当前玩家的用户名，则必须按
“ ”更改玩家 按钮进行更改。

“ ”一个带有玩家列表的新屏幕将会出现，名为 玩家选择器 。
“ ”玩家可以通过按下它来选择其自己的名字，然后按 确定 。

如果玩家的名字不在列表中，其可以通过按列表右侧的向上和向
下箭头在列表中上下拉动。如果玩家的名字仍然缺失，请检查它
是否在Coach应用程序列表中，并检查Coach应用程序是否已
连接到眼镜。 

一旦用户名选择正确，玩家必须引入他的PIN “ ”码并按 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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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SoccerDream®

4.1.2- 在VR中移动 

SoccerDream®允许您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在VR中移动或定位
自己。一方面，在VR训练中，您可以真实地移动以改变您在训
练领域的位置。这适用于小位移。至于更长距离的移动，请看向
您希望跑动到的预期位置，然后按住控制器上的触发按钮。您将
看到您的头像跑动到预期位置。您也可以随时通过松开触发器来
停止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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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SoccerDream®

4.1.3-  入门 / 教程 

使用SoccerDream®开始训练的最佳方式是通关其教程指导。
它对于新用户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希望查看关键训练项
目的当前用户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在本教程中，用户将学习如何使用硬件以及如何与软件进行交互。
目的是确保用户掌握使用虚拟现实进行训练时所需的全部要领。 

选择语言后，教程就是用户能找到的第一个菜单。如果您对此不
“ ”感兴趣，可以按 跳过 并直接进入主菜单开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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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SoccerDream®

如果您想要试玩本教程，我们强烈建议，您应该选择继续并按如
下顺序执行4个步骤： 

1. 学习如何传球：本教程的目的是与您面前的4位队友中
的任何一位完成5次传球。为了实现这项操作，您应该
视线看向队友身体中心点并按下触发按钮。队友也会将球
回传，所以用户必须完成5次传球才能进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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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SoccerDream®

2. 学习如何跑动：在这种情景中，目的是按顺序依次跑动到
地板上显示的5个蓝色区域。要在虚拟环境中跑动，您
必须移动头部并将视线看向且定位在地板上的蓝色区域内。
然后，您应该长按住触发按钮直到您到达目的地的那一刻。
在按下触发按钮的同时，您会看到自己向前跑的身影，这
便是您的空间参照。您可以随时停止跑动，只需松开触发
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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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SoccerDream®

3. 学习如何射门：本教程的这一步分为两部分。首先，

您必须得射进两个球。为了实现这项操作，您必须

移动视线并点按触发按钮一次。如果您希望您的进

球被计作有效的话，则应打进两个小黄框之内。一

旦您打进两球，第二部分就开始了。您将出现在禁

区外，但最终在射门前您必须在禁区内运球。当您

进入禁区后，您才可以再次射门。带球跑动的操作

与不带球跑动的操作相同（长按住触发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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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SoccerDream®

4. 学习如何比赛：这是本教程的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
步。通过前面的步骤，您已经学会了如何通过独立的练习
来掌握关键动作。现在，是时候将它们全部整合到一个真
正的比赛情形中了。您为蓝队效力，但要小心，因为有一
名对方后卫（白队）试图断掉您的球。您的目标是进3
球，记住您可以随时传球，射门和跑动。请不要越位，并
始终牢记无论何时对方后卫抢断了您的球，练习都将从初
始位置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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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SoccerDream®

一旦第4 “步也完成后，您将进入主菜单。在右侧 能力- ”球商值
中，您将看到4个不同的饼图。最小的3个表示每项能力的球商
得分。最大的1个是玩家的总球商，反映了所有能力的平均值。

4.1.4- 开始训练 

在更衣室的画面里，玩家将找到主菜单。在这个菜单中，有全部
的能力和可练习项。开始训练的操作是： 

1. 选择您想要的训练计划

2. 选择一项可用练习
3. 按下训练按钮

随后，玩家将被带到球场开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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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SoccerDream®

用户为蓝队效力，所有白衣球员都是防守方。玩家应该用球瞄准
画面中的球员并按下触发按钮以准备开始。之后，所有球员都将
开始比赛，训练也就此开始。 

练习项目是专门设计用于聚焦玩家的能力训练，以及创造适当的
学习环境。玩家应该以其在现实世界中所做的相同方式传球、跑
位和射门。请参阅附件1，您将在SoccerDream®中找到所有
练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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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SoccerDream®

4.2- 配对VR耳机和平板电脑 

SoccerDream® VR应用程序可以单独使用，无需连接到平板
电脑。然而，SoccerDream®的全部优势来自于使用与平板电
脑配对的眼镜，它具有可以实时追踪玩家训练和配置用户等功能。
 配对它们的步骤是：

1. 将两个设备连接到同一个wifi

2. 在系统中识别眼镜
3. 查看已连接的眼镜

第1  –步  无线网络：

请确保平板电脑和眼镜连接到同一个wifi。首先启动平板电脑并
运行SoccerDream® Coach应用程序，然后启动VR眼镜。

第2  –步  获取眼镜 ID：

默认情况下，每副眼镜都有一个位于底部的数字标签。此数字即
为眼镜 ID。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启动VR眼镜，则VR应用程序将为眼镜配置
唯一的 ID。此 ID便将是Coach应用程序中眼镜选择器所显示
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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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SoccerDream®

第3  –步  查看已连接的眼镜：

请确保平板电脑上显示的是眼镜选项栏。VR眼镜运行后，您将
“ ”看到平板电脑上其状态如下图所示变为 已连接 。这意味着眼镜

和平板电脑已相互连接。在此菜单中，您将看到当前正在运行
SoccerDream®的所有VR眼镜，还有在相同Wifi环境中运行
的平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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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SoccerDream®

4.3- SoccerDream® Coach应用程序 

如果您想要实时了解用户是如何训练的，请确保眼镜已连接且用
户当前正在进行训练。您可以知道用户是否正在接受训练，因为
您将在眼镜项目卡上看到他/她的名字，以及如下图所示的练习和
当前评估。 

请注意，您队伍中每副眼镜的下半部分都有一个带数字的标签，
控制器手柄的反面也有一个注明眼镜 ID的标签。每副眼镜 ID都

“将链接到平板电脑中的相应图标。因此，当数字 1”在图标中连
接时，眼镜1将可见。 

请点击眼镜按钮以实时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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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SoccerDream®

Coach应用程序会允许您查看比赛的2D显示图。每个圆圈都是
一个玩家（蓝色是进攻方而白色是防守方）。您可以通过圆圈前
方的三角形看到所有球员的朝向。用户是突出显示的蓝色玩家。 

在左侧，分数总结了收到的定性反馈（绿色）和负面反馈（红
色）的数量。并且，教练可以看到剩余的时间和当前训练的能力。
 

如果要退出此模式并返回眼镜视图，请如下图所示按下屏幕右上
“角的 X”关闭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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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SoccerDream®

未连接模式下的训练 

也可以在不将平板电脑连接到眼镜的情况下使用
SoccerDream®。用户仍然可以访问所有VR内容，但是其练
习结果中的数据将不会被存储，因此他们的球商值将不会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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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SoccerDream®

在VR中，可以很容易地检查眼镜是否已连接到平板电脑。在更
衣室中，您将始终在界面的右上角看到连接状态。见下图： 

状态: 已连接 

 
状态: 未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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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SoccerDream®

当您没有连接时，您仍然可以正常训练所有练习。您仍然处于学
习中！每次训练后的练习评估也仍然可以让您简单明了地看到自
己表现如何。 

如果要重新连接到平板电脑，请按照（将眼镜连接到平板电脑）
中所述的步骤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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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要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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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要注意事项 

5.1-  技术支持 / 联系 

SoccerDream®将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对客户的问题进行回复。
客服的电话咨询时间在SoccerDream®的技术支持合约上已被
注明，但这并不保证在这段时间内即可修复问题。技术支持服务
通常以下列语言提供：英语，西班牙语。 

SoccerDream®将通过以下方式为客户在其产品上提供技术支
持： 

联系 
• 电子邮件：发送电子邮件至

contact@soccerdream.com

• 电话：致电+34 666 785 343

客服时间： 
•  欧洲中部时间周一至周五 09:00至14:00 

5.2-  安全 /  警告 / 保修 

SoccerDream®会使硬件制造商向客户提供保修，其中包括硬
件保修，自交付日期起十二（12）个月的保修期内正常使用的材

“ ”料和工艺缺陷（ 保修 ），条件是硬件费用已完全支付。除非当
地法律另有规定，否则在客户收到更换的设备或软件后，保修期
不会重启。对于因未遵循与硬件使用相关的说明而导致的损坏，
SoccerDream®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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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要注意事项

本质保不适用于：（a）消耗部件，如电池，除非因材料或工艺
缺陷而发生损坏;（b）化妆品损坏;（c）因意外、滥用、误用、
疏忽或未能妥善保养（包括但不仅限于水损坏、冷凝、储存期间
温度不当）或因安装不当造成的损坏;（d）因电力问题或不可抗
因素而造成的损害，包括但不仅限于内乱、战争、洪水、火灾、
啮齿动物或昆虫;（e）制造商序列号已从硬件中删除的产品;
（f）在硬件退回维修的情况下，从客户到SoccerDream®的运
输过程中（由于客户的不当包装）造成的损坏。

SoccerDream®保证软件将按照其规范运行，并且任何服务都
会按照行业标准专业且勤勉积极地执行。SoccerDream®契约，
声明并保证本协议下提供的软件没有也不会违反任何相关的法律，
规则或法规，违反与第三方的协议或侵犯第三方的版权或其他知
识产权。硬件保证见B部分。

除非在此明确规定，否则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产品按
“ ”原样 提供，客户对产品的使用由客户自行承担风险。除非在此
明确规定，否则SoccerDream®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
包括但不仅限于任何对特定用途的满意质量或适用性的暗示保证。
SoccerDream®不保证软件和服务不会出错或不中断。 

重要注意事项。客户有责任根据制造商的说明以及健康和安全警
告使用该VR眼镜。客户需同意，对于因违反此类建议和指示的
使用（包括SoccerDream®软件在内）而导致的任何损害，
SoccerDream®概不负责，除非强制性的相关法律规定客户不
承担此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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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要注意事项

5.3- 商标和版权 

SoccerDream®会根据采购订单向客户授予一个有限制的、非
独家的、不可转让的软件使用许可证书，此许可为二进制格式并
仅用于（a）将软件下载至指定客户设备或（b）嵌入由
SoccerDream®提供的硬件设备。除非强制性的相关法律要求，
本软件不得从设备中提取，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其他客户提供或
转让给任何第三方，不得反汇编，不得进行逆向工程，不得对软
件做任何修改。除了此处明确添加的有限权利外，任何一方均不
得向另一方转让任何关于客户数据、技术、软件的权利或其他知
识产权，所有权利仍然是各自所有者的唯一财产。 

除非客户是SoccerDream®产品的合法授权经销商，否则不得
出于其转售目的将SoccerDream®硬件售卖给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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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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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站位 

练习1：1-3 vs 3 

主题 
从一开始，进攻队就组织起来将球从一侧移到另一侧，与内线

 和外线球员一起前进或后退。这种类型的团队组织将允许进攻
方结合许多传球选项，并在试图护球时挑战防守球队。 

队友和对手的分布将帮助玩家意识到，当失去正确站位时，球
队无法正确地移动球。并且，当他向中心区域移动时，他将面
对另外会让他挣扎的队友和/或对手，因此，会迫使他回到边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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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说明 

队伍： 
 进攻方= 3  个 (蓝色) + 1  个  (vr  用户红色) 

 防守方= 3  个 (白色) 

空间： 
40  米 x 30 米 

目的： 
进攻方必须取得进球 

防守方必须护球 

动态：  

首先，点击持球者的胸部以开始 

当防守方抢断球或进攻方有进球时，练习将从起始位置再
次开始 

规则 

进攻方的起始站位：1  个中场+ 3个前锋 
防守方的起始站位：3个后卫 
*一旦练习开始，所有玩家均可自由移动 

评估 

当球在前半场时，用户应在红色区域内进行比赛。 
当球在后半场时，用户应在黄色区域内进行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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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2：1-2-2 vs 2-2 

主题
  在这种情况下，进攻团队以合理的空间站位来开始练习。半场

1（3 vs 2  ）的人数优势将为练习提供很多稳定性。此外，当
朝着半场2前进时，进攻方和防守方只使用内部空间。 

所有这些组织都打算在半场1时给予玩家思考其正确位置的时
 间。根据他的决定，队伍可能会失去人数优势。后来，当到达

半场时，内部空间已经拥挤，因此，该练习促使他确定自己的
区域并从那里帮助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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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说明

队伍： 
 进攻方= 4  个 (蓝色) + 1  个  (vr  用户红色) 

 防守方= 4  个 (白色) 

空间： 
40  米 x 25 米 

目的：  

进攻方必须取得进球 

防守方必须护球 

动态：  

首先，点击持球者的胸部以开始 

当防守方抢断球或进攻方有进球时，练习将从起始位置再
次开始 

 规则

进攻方的起始站位：3  个中场+ 2个前锋 
防守方的起始站位：2  个后卫+ 2个中场 
*一旦练习开始，所有玩家均可自由移动 

 评估

当球在前半场时，用户应在红色区域内进行比赛。 
当球在后半场时，用户应在黄色区域内进行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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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3：1-2-3 vs 3-2  

主题
保持中锋位置对于为进攻球队提供深度以及传播防守球队线路
是十分关键的。此外，一旦球到达终点区域，这样的中心位置
对于完成比赛和修复防守线也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进攻团队的组织非常广泛。这将推动玩家不要使用侧区，
并帮助球队从内部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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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说明

队伍： 
 进攻方= 5  个 (蓝色) + 1  个  (vr  用户红色) 

 防守方= 5  个 (白色) 

空间： 
40  米 x 30 米 

目的：  

进攻方必须取得进球 

防守方必须护球 

动态：  

首先，点击持球者的胸部以开始 

当防守方抢断球或进攻方有进球时，练习将从起始位置再
次开始 

 规则

进攻方的起始站位：3  个中场+ 3个前锋 
防守方的起始站位：3  个后卫+ 2个中场 
*一旦练习开始，所有玩家均可自由移动 

 评估

当球在前半场时，用户应在红色区域内进行比赛。 
当球在后半场时，用户应在黄色区域内进行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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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4：3-1-1 vs 1-1-2 

主题
很难找到喜欢在跟随球的同时又前往球场中央部分的球员。在
此练习中，内部空间已满（对手和队友同存），因此，这些并
不是最好的定位区域。 

在比赛时，用户需要环顾四周，找出队友和对手的位置，并最
终了解使用正确空间对他和整个进攻团队都更有利。 
 

V0.16.9               © 2018 Soccer Science S.L. - All rights reserved                    68/112



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说明

队伍： 
 进攻方= 4  个 (蓝色) + 1  个  (vr  用户红色) 

 防守方= 4  个 (白色) 

空间： 
40  米 x 25 米 

目的：  

进攻方必须取得进球 

防守方必须护球 

动态：  

首先，点击持球者的胸部以开始 

当防守方抢断球或进攻方有进球时，练习将从起始位置再
次开始 

 规则

进攻方的起始站位：3  个中场+ 2个前锋 
进攻方的起始站位：3  个中场+ 2个前锋 
*一旦练习开始，所有玩家均可自由移动 

评估

当球在前半场时，用户应在红色区域内进行比赛。 
当球在后半场时，用户应在黄色区域内进行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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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5：1-1-3 vs 3-1  

主题
要在界线之间进行比赛总是很困难，因为玩家需要调整位置以
免妨碍到他人。 

一方面，用户应该避免太靠近前锋线。它已经有3名组织良好
的球员，并且带来第4  位攻击者和防守者是毫无意义的。

另一方面，用户必须考虑到有一个队友也在其身后。与谁都不
应该占据同一个空间。 

这项练习是专门设计用来挑战用户找到正确的内部位置，从那
里他可以帮助前线移动球，但它并没有阻挡与队友在他身后的
传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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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说明

队伍： 
 进攻方= 4  个 (蓝色) + 1  个  (vr  用户红色) 

 防守方= 4  个 (白色) 

空间： 
40  米 x 30 米 

目的：  

进攻方必须取得进球 

防守方必须护球 

动态：  

首先，点击持球者的胸部以开始 

当防守方抢断球或进攻方有进球时，练习将从起始位置再
次开始 

规则

进攻方的起始站位：2  个中场+ 3个前锋 
防守方的起始站位：3  个后卫+ 1个中场 
*一旦练习开始，所有玩家均可自由移动 

评估

当球在前半场时，用户应在红色区域内进行比赛。 
当球在后半场时，用户应在黄色区域内进行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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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接球 

练习1：1-2-1 vs 1-2 

主题
要找到离持球者越来越近的球员接球是很常见的。 

在这个练习中，进攻队在场地的前半部分（3vs2）具有明显的
人数优势，更重要的是，在大多数时间内，持球者没有承受压
力。 

这种情况将有助于玩家理解其需要在一个地方提供一条传球线
来帮助球队前进。否则，向前移动将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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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说明

队伍： 
 进攻方= 3  个 (蓝色) + 1  个  (vr  用户红色) 

 防守方= 3  个 (白色) 

空间： 
40  米 x 25 米 

目的：  

进攻方必须取得进球 

防守方必须护球 

动态：  

首先，点击持球者的胸部以开始 

当防守方抢断球或进攻方有进球时，练习将从起始位置再
次开始 

 规则

进攻方的起始站位：3  个中场+ 1个前锋 
防守方的起始站位：1  个后卫+ 2个中场 
*一旦练习开始，所有玩家均可自由移动 

评估

当队友即将传球时，用户应处于他和持球者之间没有对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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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2：1-3-1 vs 1-3 

主题
在这个练习中，进攻队将面对3名后卫加1名中卫。这样的组
织将要求几次传球以移动球来使防守球队失去平衡。 

如果玩家想要超越防守线，那么他将一直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
 这一点非常重要。防守方也会挑战越来越接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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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说明

队伍： 
 进攻方= 4  个 (蓝色) + 1  个 (vr  用户红色) 

 防守方= 4  个 (白色) 

空间： 
40  米 x 30 米 

目的：  

进攻方必须取得进球 

防守方必须护球 

动态：  

首先，点击持球者的胸部以开始 

当防守方抢断球或进攻方有进球时，练习将从起始位置再
次开始 

规则

进攻方的起始位置：4  个中场+ 1个前锋 
防守方的起始站位：1  个后卫+ 3个中场 
*一旦练习开始，所有玩家均可自由移动 

评估

当队友即将传球时，用户应处于他和持球者之间没有对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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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3：3-1-1 vs 1-1-2  

主题
要在中央空间接球总是比在侧面更难。 

这个练习已经准备好让玩家陷入困境。他必须一直调整自己的
位置，以便通过后卫的空隙接球。进攻队的组织方式是他们可
以轻松地将球从一侧移动到另一侧来牵制防守方。此外，玩家

 身后还有一名后卫。正确定位以避免让其预料到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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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说明

队伍： 
 进攻方= 4  个 (蓝色) + 1  个  (vr  用户红色) 

 防守方= 4  个 (白色) 

空间： 
40  米 x 25 米 

目的：  

进攻方必须取得进球 

防守方必须护球 

动态：  

首先，点击持球者的胸部以开始 

当防守方抢断球或进攻方有进球时，练习将从起始位置再
次开始 

 规则

进攻方的起始站位：3  个中场+ 2个前锋 
防守方的起始站位：2  个后卫+ 2个中场 
*一旦练习开始，所有玩家均可自由移动 

 评估

当队友即将传球时，用户应处于他和持球者之间没有对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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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4：2-1-2 vs 2-1-1 

主题
有几项方法可以实现目标。其中最有效的方法是将球传递给更
深站位的球员。 

 在该练习中，中央区充满了队友和对手。此外，首发球员有一
个非常舒适的情景（2vs1）。该球员的组织将推动用户在边侧

 接球。而且，如果他想帮助他的团队取得进步，他应该尽可能
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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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说明

队伍： 
 进攻方= 4  个 (蓝色) + 1  个 (vr  用户红色) 

 防守方= 4  个 (白色) 

空间： 
40  米 x 25 米 

目的：  

进攻方必须取得进球 

防守方必须护球 

动态：  

首先，点击持球者的胸部以开始 

当防守方抢断球或进攻方有进球时，练习将从起始位置再
次开始 

 规则

进攻方的起始站位：3  个中场+ 2个前锋 
防守方的起始站位：3  个后卫+ 1个中场 
*一旦练习开始，所有玩家均可自由移动 

 评估

当队友即将传球时，用户应处于他和持球者之间没有对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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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5：3-1-2 vs 2-1-2 

主题
通过后卫的空隙接球，更重要的是，靠近对方球门对于进攻球
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在这个练习中，用户作为前锋开始，队友的组织迫使他无法靠
近球（已经有3比2的人数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帮助球队
前进的最有效方式是向首发球员提供传球线路，并尽可能多地
超越防守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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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说明

队伍： 
 进攻方= 5  个 (蓝色) + 1  个  (vr  用户红色) 
 防守方= 5  个 (白色) 

空间： 
40  米 x 25 米 

目的：  
进攻方必须取得进球 
防守方必须护球 

动态：  
首先，点击持球者的胸部以开始 
当防守方抢断球或进攻方有进球时，练习将从起始位置再
次开始 

 规则

进攻方的起始站位：4  个中场+ 2个前锋 
防守方的起始站位：2  个后卫+ 3个中场 
*一旦练习开始，所有玩家均可自由移动 

 评估

当队友即将传球时，用户应处于他和持球者之间没有对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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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空间意识 

练习1：1-2-1 vs 1-2 

主题
识别和使用自由空间对于进攻队伍来说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能力。
本练习旨在帮助用户了解最有利的自由空间。 

玩家在越位位置开始，他将从那里移动以找到合适的自由空间
 并尝试接球。在半场 1中已经有3比2的情况，因此，重要的

是他找到防守线后面的自由空间并帮助球队前进。否则，会有
太多的球员在一起，整个进攻队伍都会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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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说明

队伍： 
 进攻方= 3  个 (蓝色) + 1  个  (vr  用户红色) 

 防守方= 3  个 (白色) 

空间： 
40  米 x 25 米 

目的：  

进攻方必须取得进球 

防守方必须护球 

动态：  

首先，点击持球者的胸部以开始 

当防守方抢断球或进攻方有进球时，练习将从起始位置再
次开始 

 规则

进攻方的起始站位：3  个中场+ 1个前锋 
防守方的起始站位：1  个后卫+ 2个中场 
*一旦练习开始，所有玩家均可自由移动 

 评估

当队友即将传球时，用户不得有3米以内距离的防守者。 
此外，当球在前半场时，用户应在红色区域内进行比赛。当球在
后半场时，用户应在黄色区域内进行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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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2：1-2-2 vs 2-2 

主题
身后的球员是负责支持队友并将比赛从一方切换到另一方来使
防守球队失衡。 

在该练习中，中央和前方区域已经拥挤。此外，两侧已经被其
他队友占据。因此，玩家应识别并使用外面的自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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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说明

队伍： 
 进攻方= 4  个 (蓝色) + 1  个  (vr  用户红色) 

 防守方= 4  个 (白色) 

空间： 
40  米 x 25 米 

目的：  

进攻方必须取得进球 

防守方必须护球 

动态：  

首先，点击持球者的胸部以开始 

当防守方抢断球或进攻方有进球时，练习将从起始位置再
次开始 

 规则

进攻方的起始站位：3  个中场+ 2个前锋 
防守方的起始站位：2  个后卫+ 2个中场 
*一旦练习开始，所有玩家均可自由移动 

 评估

当队友即将传球时，用户不得有3米以内距离的防守者。 
此外，当球在前半场时，用户应在红色区域内进行比赛。当球在
后半场时，用户应在黄色区域内进行比赛。 

V0.16.9               © 2018 Soccer Science S.L. - All rights reserved                    85/112



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3：2-1-2 vs 2-2 

主题
在进行比赛的中间部分识别和使用自由空间非常具有挑战性。 

在这个练习中，用户前面不会有任何防守者，但是后面会有两
个。这让其可以很轻松地和两名首发球员合作，但当他想要继
续前进时，很难找到合适的自由空间来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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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说明

队伍： 
 进攻方= 4  个 (蓝色) + 1  个  (vr  用户红色) 

 防守方= 4  个 (白色) 

空间： 
40  米 x 25 米 

目的：  

进攻方必须取得进球 

防守方必须护球 

动态：  

首先，点击持球者的胸部以开始 

当防守方抢断球或进攻方有进球时，练习将从起始位置再
次开始 

 规则

进攻方的起始站位：3  个中场+ 2个前锋 
防守方的起始站位：2  个后卫+ 2个中场 
*一旦练习开始，所有玩家均可自由移动 

 评估

当队友即将传球时，用户不得有3米以内距离的防守者。 
此外，当球在前半场时，用户应在红色区域内进行比赛。当球在
后半场时，用户应在黄色区域内进行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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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4：3-1-1 vs 1-1-2 

主题
在边侧比赛时，许多球员往往会到球场的中心接球。  

这项练习是专门设计将许多球员放于中心位置的。如果用户决
定移动到那里，他将面临很多困难来找到适当的自由空间。但
是，如果他决定保留团队组织并使用左侧，那么将有更多机会
找到并使用合适的自由空间。 
 

V0.16.9               © 2018 Soccer Science S.L. - All rights reserved                    88/112



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说明

队伍： 
 进攻方= 4  个 (蓝色) + 1  个 (vr  用户红色) 

 防守方= 4  个 (白色) 

空间： 
40  米 x 25 米 

目的：  

进攻方必须取得进球 

防守方必须护球 

动态：  

首先，点击持球者的胸部以开始 

当防守方抢断球或进攻方有进球时，练习将从起始位置再
次开始 

规则

进攻方的起始站位：3  个中场+ 2个前锋 
防守方的起始站位：2  个后卫+ 2个中场 
*一旦练习开始，所有玩家均可自由移动 

评估

当队友即将传球时，用户不得有3米以内距离的防守者。 
此外，当球在前半场时，用户应在红色区域内进行比赛。当球在
后半场时，用户应在黄色区域内进行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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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5：3-1-2 vs 3-2 

主题
识别和使用自由空间最困难的地方是在界线之间。前后防守者
使其非常具有挑战性。 

进攻和防守团队的组织将迫使玩家一直检查其周围并调整位置
以获取自由空间。此外，红色和黄色区域是专门设计的，以确
保用户从内部位置帮助团队。这些区域将使这项练习非常适合
让球员集中精力进行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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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训练的完整表单

练习说明

队伍： 
 进攻方= 5  个 (蓝色) + 1  个 (vr  用户红色) 

 防守方= 5  个 (白色) 

空间： 
40  米 x 30 米 

目的：  

进攻方必须取得进球 

防守方必须护球 

动态：  
首先，点击持球者的胸部以开始 

当防守方抢断球或进攻方有进球时，练习将从起始位置再
次开始 

 规则

进攻方的起始站位：3  个中场+ 3个前锋 
防守方的起始站位：3  个后卫+ 2个中场 
*一旦练习开始，所有玩家均可自由移动 

 评估

当队友即将传球时，用户不得有3米以内距离的防守者。 
此外，当球在前半场时，用户应在红色区域内进行比赛。当球在
后半场时，用户应在黄色区域内进行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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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 软件安装 

1- VR软件安装 

默认情况下，SoccerDream®已预先安装在VR眼镜上。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出于客户的考虑该软件尚未预先安装在设备
中。如果是这种情况，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1- 准备Vive Focus以安装SoccerDream® VR应用程序

为了能够安装SoccerDream® VR应用程序，必须启用Vive 
Focus上的开发者选项。此过程必须在Vive Focus上初次安装
时就完成。 

1. 打开Vive Focus。 

2. 使用控制器，按Home  键，将出现一个新菜单。选定设
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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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 软件安装

3. “ ”在设置菜单中，前往 更多设置 。 

 

4. 在这个新的设置菜单中，通过向上滑动控制器的滑钮向下
滚动页面，选定页面底部的关于设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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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 软件安装

5. 再次向下滚动，直到显示序列号标签。点击七次便将启用
开发者选项。 

 

6. 返回上级菜单，开发者选项将出现在关于设备项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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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 软件安装

7. 点击开发者选项，找到USB调试并启用它。 

8. 在Vive Focus屏幕激活时，使用随附的USB数据线将
设备连接到电脑。在Focus中，将出现一个新屏幕，点
击传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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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Focus上卸载SoccerDream®应用程序 

有时在安装SoccerDream®应用程序的更新时，可能会显示错
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首先卸载旧版本。 

1. 前往资料库。 

2. 找到已安装。 

3. 找到垃圾桶图标并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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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 软件安装

4. 选定SoccerDream®应用程序和卸载选项。

1.3- 在Focus上安装SoccerDream®应用程序 

1. 使用提供的USB数据线将设备连接到PC，并检查是否
已启用USB调试（请参阅2.1.2.1：准备Vive Focus以
安装SoccerDream®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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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PC上，打开Windows资源管理器并找到包含
SoccerDream.apk文件的文件夹。 

3. 打开另一个Windows资源管理器，找到Vive Focus 
device项并搜索SoccerDream®文件夹。 

4. 将.apk文件拖放到Vive Focus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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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 软件安装

5. 在Vive Focus  的主菜单中，选定发现项。
选定文件管理器以查找SoccerDream®.apk文件。 

6. 打开SoccerDream®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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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中SoccerDream®Coach.apk文件和安装按钮。它
可能会请求从未知来源安装应用程序的权限。授予权限并
再次选中安装按钮。

8. 安装SoccerDream®应用程序后，在已安装选项下的资
料库中找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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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occerDream® Coach应用程序安装 

SoccerDream®Coach应用程序已预先安装在平板电脑中。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出于客户的考虑该程序尚未预先安装。在这
种情况下，本手册将指导您完成所有必要步骤，以了解如何在平
板电脑上安装它。请注意有些步骤只能进行一次。

在下一部分内容中，我们将介绍如何在平板电脑中安装
SoccerDream®Coach应用程序。此步骤必须只执行一次，如
有必要，请跳过此步骤。

如果平板电脑已格式化或设置数据已被删除，则必须执行
此步骤。 

对于安装和卸载过程： 

在某些情况下，当手动更新SoccerDream® Coach应用程序
时，可能会出现错误。要解决此问题，请确保首先从设备卸载应
用程序，然后重新安装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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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准备平板电脑以安装SoccerDream® Coach应用程
 序

为了能够安装SoccerDream® Coach应用程序，必须在平板
电脑上启用开发者选项。完成此过程后才能进行首次安装。 

1. 打开平板电脑。 

2. 前往设置。 

3. 在设置菜单的页面底部，选定关于设备（或关于手机/关
于平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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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找到序列号标签。点击七次。将启用开发者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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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在，当返回上级菜单时，将显示开发者选项。点击按钮
并启用USB调试。 

6. 使用USB数据线将平板电脑连接到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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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卸载SoccerDream® Coach应用程序 

此过程必须在平板电脑上完成。在设备上安装已存在的应用程序
有时会显示错误，因此解决方案是首先卸载旧版本。 

1. 前往设置。 

2. 找到应用。 

3. 找到SoccerDream® Coach应用程序并选定。 

4. 选中卸载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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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安装SoccerDream® Coach应用程序 

1. 使用提供的USB数据线将设备连接到PC，并检查是否
已启用USB调试（请参阅2.2.2.1-准备平板电脑以安装
SoccerDream® Coach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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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PC上，打开Windows资源管理器并找到包含
SoccerDreamCoach.apk文件的文件夹。 

3. 打开另一个Windows资源管理器，找到 tablet项并搜
索SoccerDream®文件夹。 

V0.16.9               © 2018 Soccer Science S.L. - All rights reserved                    108/112



附件2 - 软件安装

4. 将SoccerDreamCoach.apk文件拖放到 tablet文件夹
中。 

5. 在 tablet文件夹中，使用文件浏览器应用程序，找到
SoccerDreamCoach.apk文件。 

6. 选中SoccerDream®Coach.apk文件和安装按钮。它
可能会请求从未知来源安装应用程序的权限。授予权限并
再次选中安装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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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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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soccerdream.com

Gran Via Carles III,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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