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赫尔辛堡4

胜2负占优， 但最近2次交手都输给了

对手，其中主场是0:1输球。

主队情报：

赫尔辛堡算是瑞典超

的老牌劲旅，但近年萎靡不振，本赛季

是以瑞典甲冠军身份重返超级联赛。

球队新赛季人员变化不大，流失了1名

主力球员，引进了3名球员，实力方面

并不会太实质性的提升， 主教练奥拉

龙治留任执教， 不过此前并没有太辉

煌的执教经历。新赛季头2轮联赛1胜1

负，暂时位居积分榜第7位，首轮联赛

主场3:1爆冷战胜了北雪平，上轮又客

场1:2不敌赫根。

客队情报：

哈马比上赛季位居瑞

典超第4名， 而且是和马尔默同分，应

为净胜球劣势错失了欧战席位。 新赛

季他们有2名主力后卫、1名主力中场

离队，前锋线变化不大，41岁的主帅比

尔博恩继续留任， 整体实力应该也是

变化不大。 新赛季头2轮连续战平暂时

位居积分榜第10位， 首轮客场1:1战平

埃尔夫斯堡， 上轮主场又被卡尔马1:1

逼平。

本场比赛客胜方向投注信心并不

会很充足。 早期竞猜走势方面，人气有

向主队方向引导的嫌疑， 不妨捧哈马

比反弹客场赢球。

周一002���赫尔辛堡VS哈马比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枪手4胜2

负占据优势，近2次交手连胜，本赛季

首回合主场2:0完胜。

主队情报：

积分榜第10位的沃特

福德， 目前还有很大机会争夺联赛积

分榜第7位

（有可能获得

1

个欧罗巴席

位）

。 近6场比赛，他们3胜1平2负总体

表现一般， 上周末在足总杯半决赛当

中，常规时间2:2战平，通过加时赛淘

汰狼队杀入了决赛， 但决赛中战胜曼

城难度极大。最近7场主场赛事，他们4

胜3平不败。 主力周后卫霍莱巴斯和2

名替补球员因伤缺阵， 主力中锋德乌

洛费乌、主力右后卫费梅尼亚、替补前

锋苏克赛斯及一名边缘球员受到伤病

困扰。

客队情报：

少赛一轮的枪手暂居

积分榜第6位， 但只比第4位的切尔西

少了3分，欧冠席位之争继续是白热化

状态。 他们近6战5胜1负总体表现不

错， 上周中欧罗巴主场2:0战胜那不勒

斯占据晋级先机， 不过先前联赛客场

则是0:1输给了埃弗顿。 本赛季头15轮

客场比赛， 枪手5胜4平6负， 客场成

绩只位居英超第10位。 主力后卫索克

拉蒂斯累积黄牌停赛， 霍尔丁、 贝莱

宁、 维尔贝克等3名老伤病继续缺阵，

主力中场扎卡受到伤病困扰上阵成

疑。

由于枪手还要应付3天后客场挑

战那不勒斯的比赛， 本场比赛投注人

气总体上比较中庸。 早期竞猜形势有

抑制客队人气的嫌疑， 不妨捧枪手全

身而退。

周一006���沃特福德VS阿森纳

赛事信息 ：

近6次交手，佐加顿

斯保持了全胜记录， 上赛季主场2:0

胜出。

主队情报：

佐加顿斯在上赛季

表现不佳，最终仅仅获得第7名。 本

赛季他们前中后三线都有主力球员

离队， 总体实力上较上赛季没有太

大进步， 球队新赛季同时更换了主

教练， 新帅是执教天狼星多年的贝

里斯特兰德，资历不算很显赫。 新赛

季头2轮联赛，他们1胜1平暂列积分

榜第3位，首轮主场被松兹瓦尔2:2逼

平， 上轮在客场3:0大胜了中游球队

厄勒布鲁。

客队情报：

哥德堡上赛季同样

表现不佳，最终只排在了第11名，比

降级区只多了5分。 他们新赛季人员

变化主要在中后场，2名主力后卫和

1名主力中场离队。 33岁的少帅埃斯

巴希继续留任， 这是他执教瑞典顶

级联赛的第二个赛季，资历更浅。 新

赛季头2轮联赛，他们1胜1负暂列积

分榜第8位，首轮客场1:3不敌升班马

埃斯基尔， 上轮又在主场3:0大炒了

埃尔夫斯堡。

两队实力差距不大， 不过佐加

顿斯交战往绩明显占优， 本场投注

人气稍稍偏向主队。 从早期竞猜形

势来看，稍有做热主胜的嫌疑，需适

当防平局。

周一001���佐加顿斯VSIFK哥德堡

赛事信息：

德乙榜首大战，科隆积

分领先7分。 近6次交手，汉堡4胜2负占

据优势，本赛季首回合主场1:0胜出。

主队情报：

少赛一轮的情况下，科

隆已经领先第3名的柏林联合9分，他们

他们保住一个直接升甲名额难度不大。

球队本赛季头14轮主场9胜2平3负，主

场成绩只位居德乙第3位。 最近7轮联

赛，他们6胜1平保持不败，近4轮主场连

续大比分获胜， 上轮在客场4:4大比分

战平倒数第2位的杜伊斯堡。本轮比赛，

他们有3名球员受到伤病困扰上阵成

疑， 不过其中只有中卫梅内是主力球

员。

客队情报：

少赛一轮的情况下，汉

堡只领先柏林联合2分， 他们一方面还

有机会争夺冠军席位，另一方面亚军位

置受到严峻挑战。近6轮联赛，他们2胜1

平3负比较低迷，近3轮更是1平2负连续

不胜，上轮主场1:2不敌保级球队马格德

堡。 不过，他们本赛季头14轮客场8胜3

平3负，客场成绩位居德乙第2位，客场

抢到的分数反而比主场多了3分。 本轮

比赛， 主力中场霍尔特比累积黄牌停

赛， 主力前锋亨特及3名替补球员因伤

缺阵，半主力前锋黄喜灿受到伤病困扰

上阵成疑。

本场比赛，主场作战的科隆人气相

对更足一些。 从早期竞猜形势来看，科隆

应能保持不败之身，全取3分机会较大。

周一004���科隆VS汉堡

赛事信息：

双方近5次交手，前

进之鹰4胜1平保持了不败记录，本

赛季首回合主场2:1胜出。

主队情报：

阿贾克斯青年队目

前位居附加赛席位区， 但由于母队

已在荷甲根基稳固， 因而他们事实

上没有参与附加赛的资格。 最近7轮

联赛， 他们2胜3平2负总体一般，上

轮在客场3:1大胜倒数第2位的海尔

蒙特， 主场则是3平1负连续4轮不

胜。

客队情报：

积分榜第3位的前进

之鹰，已落后榜首特温特15分之多，

已经提前失去了争夺直接升级席位

的机会， 同时他们还需要抢分以保

住前3位的排名。 近7轮联赛，他们4

胜1平2负表现也是一般， 上轮在主

场1:0小胜阿尔克马尔青年队，近5轮

客场则是3胜1平1负，上一个客场3:1

大胜倒数第4位的多德勒支。

本场比赛， 平负两个位置的投

注人气相对要更足一些。 不过早期

竞猜形势对前进之鹰并不是很有

利，不妨走两头博双方分出胜负。

周一003���阿贾克斯青年队VS前进之鹰

赛事信息：

升级附加赛席位之

争，两队积分相同，巴黎FC净胜球多

1个暂时排名靠前。 两队近3次法乙

交手，洛里昂2胜1平占优，本赛季首

回合主场2:1胜出。

主队情报：

积分榜第4位的巴黎

FC，落后榜首队13分，落后次席球队

7分， 比多赛一轮的第3位球队则只

少了2分，球队理论上还有争夺直接

升甲席位的机会。 球队近6轮3胜1平

2负状态一般，上轮在客场0:1不敌保

级球队索肖， 最近7轮主场赛事，他

们2胜4平1负也表现不佳，不过上一

个主场3:0大炒了中下游的欧塞尔。

本赛季头15轮主场，他们8胜6平1负

仅输给了布雷斯特。

客队情报：

形势跟对手比较类

似，洛里昂前进可争直接升级席位，

退后则可能连附加赛席位都拿不

到。 他们近6轮联赛2胜1平3负同样

表现不佳，上轮主场3:1大胜贝济耶，

但近2轮客场则是遭遇了连败。 替补

后卫佩雷拉受到伤病困扰上阵成

疑。

两队基础人气比较接近， 本场

比赛胜平两个位置关注度稍高。 从

早期竞猜形势来看， 可捧主队不

败。

周一005���巴黎FCVS洛里昂

赛事信息：

马德里同城两队的交

手， 近6次交战当中， 皇马4胜2负占

优， 本赛季联赛杯赛3次交手2胜1负

占优，国王杯客场曾0:1不敌对手。

主队情报：

积分榜中游的莱加内

斯领先降级区10分，保级压力并不算

太大。他们近6轮联赛3胜1平2负中规

中矩，近3轮2胜1平不败，上轮客场1:1

逼平排名靠前的阿拉维斯。本赛季头

15轮主场，他们7胜6平2负，仅输给了

比利亚雷亚尔和赫罗纳，巴萨、马竞

等传统强队都未能从他们主场抢走3

分。 主力中场罗德里格斯内部停赛，

主力中卫奥梅罗、替补中场雷西奥及

一名边缘球员受到伤病困扰。

客队情报：

积分榜第3位的皇马

争冠已经希望渺茫， 不过还有不小

机会争夺亚军。 他们近5轮联赛4胜1

负表现尚可， 上轮联赛在主场2:1小

胜埃瓦尔， 不过最近上一轮客场比

赛则是1:2输给了巴伦西亚。 替补中

场儒尼奥尔因伤缺阵， 主力门将库

尔图瓦、 替补前锋马里亚诺受到伤

病困扰。

本场同城战，人气不会一边倒偏

向皇马。 早期竞猜走势，有抑制客胜

投注信心的嫌疑。 不妨捧皇马全取3

分。

周一007���莱加内斯VS皇家马德里

足球赛事

赛事编号 联赛

��������

主队

VS

客队

��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一001 瑞超 佐加顿斯VSIFK哥德堡 04-16�01:00����1.42� 3.80� �5.25�

周一002 瑞超 赫尔辛堡VS哈马比 04-16�01:00����2.38� 3.25���2.32�

周一003 荷乙 阿贾克斯青年队VS前进之鹰 04-16�02:00����1.82� 3.80� �2.90�

周一004 德乙 科隆VS汉堡 04-16�02:30����1.53� 3.75� �4.20�

周一005 法乙 巴黎FCVS洛里昂 04-16�02:45����2.23� 2.55� �3.15�

周一006 英超 沃特福德VS阿森纳 04-16�03:00����2.80� 3.45� �1.95�

周一007 西甲 莱加内斯VS皇家马德里 04-16�03:00����4.85� 3.95� �1.43�

同城德比战皇马胜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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