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事编号 联赛 主队

VS

客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三001�亚冠 悉尼FCVS上海上港 04-10�17:30��2.75��3.20��2.08

周三002�亚冠 广岛三箭VS大邱FC 04-10�18:00��2.55��3.10��2.25

周三003�日联赛杯 东京FCVS鸟栖沙岩 04-10�18:00��1.72��3.30��3.65

周三004�日联赛杯 仙台七夕VS柏太阳神 04-10�18:00��2.33��3.20��2.40

周三005�日联赛杯 横滨水手VS长崎航海 04-10�18:30��1.44��4.00��4.65

周三006�日联赛杯 大阪樱花VS名古屋鲸八 04-10�18:30��2.15��3.35��2.53

周三007�亚冠 蔚山现代VS川崎前锋 04-10�19:00��2.55��3.10��2.25

周三008�亚冠 广州恒大VS墨尔本胜利 04-10�20:00��1.21��4.65��8.50

周三009�德乙 杜伊斯堡VS科隆 04-11�00:30��6.00��4.25��1.32

周三010�挪超 布兰VS克里斯蒂安松 04-11�00:30��1.36��3.90��6.00

周三011�挪超 莫尔德VS瓦勒伦加 04-11�00:30��1.45��3.75��5.00

周三012�英冠 诺维奇VS雷丁 04-11�02:45��1.25��4.65��7.00

周三013�英冠 伯明翰VS谢菲尔德联 04-11�02:45��3.05��3.00��2.01

周三014�英冠 布伦特福德VS伊普斯维奇 04-11�02:45��1.29��4.40��6.50

周三015�英冠 赫尔城VS维冈竞技 04-11�02:45��1.93��3.25��3.00

周三016�英冠 米尔沃尔VS女王公园巡游者才 04-11�02:45��1.86��3.10��3.35

周三017�英冠 罗瑟汉姆VS阿斯顿维拉 04-11�02:45��3.90��3.65��1.59

周三018�欧冠 阿贾克斯VS尤文图斯 04-11�03:00��3.20��3.05��1.93

周三019�欧冠 曼彻斯特联VS巴塞罗那 04-11�03:00��3.20��3.30��1.84

周三020�解放者杯 克鲁塞罗VS飓风 04-11�06:15��1.28��3.90��8.25

周三021�解放者杯 水晶体育VS康塞普西翁大学 04-11�06:15��1.77��3.20��3.55

周三022�解放者杯 蒙得维的亚国民VS萨莫拉FC 04-11�06:15��1.26��4.10��8.25

周三023�解放者杯 波特诺山丘VS米内罗竞技04-11�06:15��2.30��2.77��2.75

周三024�解放者杯 帕尔梅拉斯VS巴兰基亚青年 04-11�08:30��1.32��3.80��7.25

周三025�解放者杯 博卡青年VS维尔斯特曼 04-11�08:30���

周三026�解放者杯 天主大学VS亚松森自由 04-11�08:30��1.94��2.95��3.30�

周三027�解放者杯 格雷米奥VS罗萨里奥中央 04-11�08:30��1.26��4.10��8.25

周三028�美职足 科罗拉多急流VS西雅图海湾人 04-11�09:00��3.03��3.3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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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36

3.90 6.00”， 让球盘主让 1 球“2.22

3.30 2.47”。 挪超第 15 轮联赛，布兰

主场迎战克里斯蒂安松。

主队情报：

布兰上一场联赛对

阵斯托姆加斯特， 球队虽然坐拥主

场之利而占据场面优势， 但进攻缺

乏有效组织而难以形成真正威胁，

最终以 1:1 战平收场。 主场虽然获

得 1 分， 但布兰在新赛季已经连续

2 轮未尝一胜， 球队的士气和信心

难免受到打击而有些低沉。

作为上赛季挪超联赛季军， 布

兰在新赛季的两场均表现不佳，

虽然持续每场至少有 1 个进球， 但

攻守体系失衡而丢球严重。 本场赛

事是挪超第 15 轮提前进行， 其目

的就是为了布兰之后参加欧战而作

调整， 对于布兰来说是利好的信

息， 而且布兰在主场的表现尚算稳

定。

客队情报：

克里斯蒂安松上一

场联赛对阵瓦勒伦加， 球队借助主

场之利以进攻开局， 最终以 2:0 击

败对手。 主场完胜而全取 3 分后，

克里斯蒂安松斩获新赛季的首胜，

同时走出之前客场失利的阴影， 球

队的士气和信心均处于上升期。

周三010�布兰VS克里斯蒂安松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1.21

4.65 8.50”， 让球盘主让 1 球“1.78

3.60 3.15”。 亚冠杯分组赛共分 8

组， 每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 这是

F 组的比赛。

主队情报 ：

本赛季至今， 广

州恒大在中超赛场， 4 轮保持全

胜， 和北京国安一样， 势头非常

好， 但是在亚冠赛场， 广州恒大

上轮 1:3 输给亚冠新军大邱 FC，

爆出大冷， 这场比赛也暴露出广

州恒大一些问题。 球队目前最主

要的问题就是在对手对保利尼奥

和塔利斯卡严防死守的情况下，

没有球员能够破门得分， 或者说

保塔组合如果状态低迷的话， 那

么恒大实力就大打折扣了， 和上

海上港一样， 过于依赖外援。 本

场迎战实力强劲的墨尔本胜利，

广州恒大除了利用好主场和体能

优势， 本土球员必须挺身而出。

客队情报：

墨尔本胜利前两轮

亚冠表现很差， 主场负于大邱 FC，

客场不敌广岛三箭， 如果本场再输

给广州恒大， 基本上意味着墨尔本

胜利提前出局。 墨尔本胜利目前主

要的问题是过于依赖主力阵容， 而

主力阵容平均年龄偏大， 后备人才

稍显不足， 有点类似于此前两个赛

季的广州恒大。 从今年 2 月至今，

墨尔本胜利就状态不佳， 加上赛程

密集、 舟车劳顿， 以及目前两连败

的局势下， 球队士气不高， 此番远

征恐怕很难拿出最佳状态。

周三008�广州恒大VS墨尔本胜利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2.75

3.20 2.08”，让球盘主受让 1 球“1.50

3.85 4.30”。亚冠杯分组赛共分 8 组，

每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 这是 H 组

的比赛。

主队情报：

前两轮亚冠， 悉尼

FC 取得 1 平 1 负， 主要原因是球

队进攻不力。 上轮澳超， 悉尼 FC

阵容齐整， 主场 2:1 战胜了争冠对

手墨尔本胜利， 相信本场比赛该队

会继续派上全部主力出战， 进攻实

力不次于上海上港。 与上海上港仅

奥斯卡一名进攻组织核心相比， 悉

尼 FC 阵中拥有宁科维奇、 布兰登

双核， 进攻组织和制造威胁的能力

都相当强， 恐怕会让上海上港防不

胜防。

客队情报：

上海上港最近连遭

打击，先在亚冠客场输给蔚山现代，

随后中超主场 2:3 不敌重庆斯威，双

线作战下， 球队面临着极大的比赛

压力。 很明显，武磊的离开对球队影

响比较大，上海上港后备人才不足，

过于依赖主力阵容， 排兵布阵已经

没有秘密可言，也很难踢出奇效。 如

大部分中超球队一样， 上海上港也

是由外援来推动球队前进， 一旦外

援哑火， 上港基本上就会沦落为一

般球队， 这一点与日韩澳等强队相

比是一大不足。

周三001�悉尼FCVS上海上港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3.20

3.05 1.93”，让球盘主受让 1 球“1.60

3.60 3.90”。 欧冠 8 强战第一回合比

赛，阿贾克斯主场迎战尤文图斯。

主队情报：

阿贾克斯上一场赛

事在荷甲联赛作客威廉二世， 最终

以 4:1 大胜对手。 客场凯旋后， 阿

贾克斯斩获联赛三连胜， 并持续每

场获得 3 个或以上进球， 球队士气

大振。 凭借上轮的三分， 阿贾克斯

在荷甲联赛反超埃因霍温成为领头

羊， 同时将进球数达到 100 个而维

持最强进攻力的队伍。 阿贾克斯在

本赛季欧冠杯有上佳的表现， 小组

赛力斩本菲卡、 实力抗衡拜仁， 16

强淘汰赛对阵皇马在首回合落后的

基础上， 客场大胜卫冕冠军而完成

逆转。

客队情报：

尤文图斯上一场赛

事在意甲对阵 AC 米兰， 最终以 2:1

击败对手。 主场逆转获胜后，尤文图

斯斩获联赛 3 连胜， 目前在意甲联

赛高居榜首并领先第二名有 20 分

优势，球队卫冕冠军之路触手可及。

尤文图斯本赛季重金引入了巨星 C

罗， 最大的目标就是夺得欧冠冠军

奖杯，16 强对阵马竞就是凭借 C 罗

在第二回合独中三元完成逆转。

周三018 阿贾克斯VS尤文图斯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3.20

3.30 1.84”，让球盘主受让 1 球“1.67

3.65 3.50”。 欧冠 8 强战第一回合比

赛，曼联主场迎战巴萨。

主队情报：

曼联上一场赛事在

英超联赛作客狼队， 最终送出乌龙

球以 1:2 落败收场。客场被逆转而全

失三分后，曼联遭遇客场三连败，继

足总杯出局后， 英超联赛争四前景

也处于下风，球队的士气有些低迷。

不过曼联在欧冠的晋级过程中表现

稳定， 小组赛上面对尤文图斯和巴

伦西亚的围剿成功突破，16 强淘汰

赛更是在主场 2 球落后的绝境下客

场完成对巴黎的大逆转， 晋级 8 强

的含金量十足。 曼联在伤病方面得

到缓解，中场马塔、林加德、马蒂奇

和前锋马夏尔相继回归。

客队情报：

巴萨上一场赛事在

西甲联赛对阵马竞， 以 2:0 击败对

手。 主场力克劲敌后，巴萨延续了主

场四连胜的上佳走势， 球队的士气

高涨。 巴萨目前在西甲榜首之位领

先了 11 分，在赛季还剩 7 轮的基础

上，卫冕冠军只是早晚问题。 巴萨是

西甲进攻力最强的队伍， 梅西和苏

亚雷斯两大前锋占据了西甲射手榜

第一和第二位， 其中梅西攻入了 33

个进球为成为五大联赛最强者，在

欧冠赛场也贡献了 8 球， 是队内最

具威胁力的得分点。 另外，巴萨近期

的表现持续稳定， 过去 8 个客场赛

事保持不败， 其中近 5 场连续进球

并斩获 4 胜。

周三019 曼彻斯特联VS巴塞罗那

今日竞彩受注赛程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45

3.75 5.00”， 让球盘主让 1 球“2.40

3.45 2.22”。 挪超第 15 轮联赛，莫尔

德主场迎战瓦勒伦加。

主队情报：

莫尔德上一场联赛

对阵斯塔贝克， 球队坐镇主场以进

攻开局， 半场前形成压制而斩获2

球，下半场持续以控制比赛为主，最

终以3:0大胜对手。主场三球大胜后，

莫尔德斩获新赛季的首胜， 同时延

续了各项赛事5战不败的走势，球队

的士气和信心得到较大的提升。

本轮联赛是挪超第 15 轮提前

上演， 主要是为莫尔德在 7 月份参

加欧战附加赛而作调整， 利好的信

息是， 球队刚刚获得大胜后士气正

佳， 而且还是占据主场之利的背景

下， 球员的体能状态和精神斗志均

高于对手。 莫尔德近年连续 5 次对

阵瓦勒伦加保持不败并斩获 3 胜，

球员借此占据明显的心理优势。

客队情报：

瓦勒伦加上一场联

赛，以 0:2 落败收场。客场完败后，瓦

勒伦加遭遇新赛季的首败， 球队的

士气和信心难免受到打击而有些低

沉。 从季前赛可以看到，瓦勒伦加集

中于主场锻炼， 缺乏足够的客场磨

合， 在上轮失利才短短 3 天的时间

内再度出战， 球员的心态未必能及

时调整好， 形势上无法属于下风一

方。 瓦勒伦加虽然是上赛季挪超排

名第 6 的队伍， 但整个赛季下来的

进球数位列中下游， 球队的战术打

法更倾向防守。

周三011�莫尔德VS瓦勒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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