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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1.33 3.80

7.00”，让球盘主让1球“2.25 3.10 2.55”。

南美解放者杯进行到第二阶段比赛。 双

方首回合的较量中，智利天主大学主场

1:0小胜格雷米奥。

主队情报：

格雷米奥上轮小组赛客

场挑战已经提前确保了以小组第一出

线的自由队，凭借前锋埃弗顿的神勇发

挥， 个人梅开二度帮助球队以 2:0 的比

分击败了对手。 该小组中，另一个出线

名额将在格雷米奥与智利天主大学之

间产生。 目前两队同积 7 分，但格雷米

奥对战处于劣势，本场他们只有击败对

手才能以小组第 2 出线。 上一轮巴甲联

赛，格雷米奥被安排在周一进行，比对

手少休息 1 天。 巴甲新赛季前 3 轮，格

雷米奥 1 平 2 负未尝胜绩。

客队情报：

智利天主大学上轮客战

出线无望的罗萨里奥中央，最终遗憾地

1:1 战平。 最近两轮小组赛，智利天主大

学录得 1 平 1 负。 目前他们积分已被格

雷米奥追平， 不过由于相互战绩有优

势，本场一场平局就能获得进入淘汰赛

的资格，仍掌握主动权。 在出征本场比

赛前，智利天主大学刚刚在上周的一轮

智利甲中遭遇败仗， 他们客场 0:1 惜败

给希金斯，联赛 8 轮不败被终结，士气

受打击，不过球队仍在积分榜中领跑。

周三010 �格雷米奥VS天主大学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1.33 3.70

7.30”， 让球盘主让 1球“1.33 3.70

7.30”。 南美解放者杯进行到第二阶

段，8个小组的32支球队进行主客场

双循环比赛，每组积分排在前两位的

球队出线，晋级16强。

主队情报：

上一轮小组赛前，克鲁

塞罗已经确保小组第一出线。 在该小

组中，克鲁塞罗实力可谓是一枝独秀，

前5战不但悉数获胜，而且打进10球且1

球不失， 攻防两端的表现堪称完美，他

们是小组赛32强中唯一一支至今仍未

丢球的队伍。 巴甲新赛季已经开锣，克

鲁塞罗揭幕战遭遇开门黑后，最近斩获了

两连胜，3轮过后目前积6分暂居积分榜第6，

本周末他们将客场对阵强敌巴西国际。

不得不提的是，克鲁塞罗在2019年的主

场表现令人咋舌，迄今12场主场取得11

胜1平的骄人战绩。

客队情报：

埃梅莱克上轮客战飓

风队，最终以2:1凯旋而回。 上轮是埃

梅莱克在本届小组赛中的首胜。 但由

于只领先第3的拉腊体育1分，且对手

本轮是对阵已经没有任何目标争夺

的飓风队，获胜机会较大，球队此役

需要全力击败克鲁塞罗才能确保出

线资格。 尽管埃梅莱克在国内的厄瓜

多尔甲中形势危急，上周末客场1:3不

敌里奥邦巴已经遭遇4轮不胜， 排名

下滑至第10；但如今球队首要目标是

解放者杯出线， 暂时不会过多考虑4

天后与瓜亚基尔的联赛。 前3轮小组

赛，埃梅莱克曾一度颗粒无收，但最

近两轮开始回勇。

周三009 �克鲁塞罗VS埃梅莱克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1.69 3.22

3.90”，让球盘主让1球“3.35 3.22 1.82”。

南美解放者杯进行到第二阶段，8个小组

的32支球队进行主客场环比赛， 每组积

分排在前两位的球队出线，晋级16强。

主队情报：

飓风队上一轮小组赛主

场迎战埃梅莱克， 比赛中他们占据绝对

优势，除控球率达6成外，射门次数27对9

大幅领先，但围攻无果且上下半场各有1

粒失球，仅在伤停补时扳回一球，最终1:

2败下阵来。 上轮落败后，飓风队彻底无

缘出线， 前5战录得1平4负的糟糕成绩，

目前依然只有1分， 距离本场排名第3的

拉腊体育4分，连一个南球杯的机会都没

有机会。 因此， 飓风队本场比赛战意存

疑。 不过由于球队在阿超联杯中第一圈

就被淘汰， 所以上轮小组赛后就没有比

赛，这场是难得的练兵机会。

客队情报：

拉腊体育上轮迎战巴甲

劲旅克鲁塞罗，最终0:2完败。尽管上轮落

败，但拉腊体育仍有出线机会，目前他们

积5分与排名第2的埃梅莱克只有1分之

遥； 不过本轮需要寄望已经锁定头名出

线的克鲁塞罗主场不放水给埃梅莱克，

那么他们这场获胜就能获得晋级资格。

但拉腊体育最近的状态十分低迷， 各项

赛事连续6场不胜且输足5场； 上周末他

们在委内瑞拉超联赛中客场0:2完败。

周三008 �飓风VS拉腊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1.87 3.45

3.00”， 让球盘主让 1 球“3.55 3.75

1.64”。 欧冠半决赛第二回合比赛，阿

贾克斯回到主场迎战热刺。之前第一

回合，阿贾克斯客场一球小胜，晋级

形势非常有利。

主队情报：

阿贾克斯上一场赛事

在荷兰杯对阵威廉二世， 最终 4:0 大

胜收场。 成功夺得荷兰杯冠军后，阿

贾克斯各项赛事 6 连胜， 状态非常

好，球队士气高涨。 阿贾克斯目前虽

然处于荷甲争冠的关键时刻，但由于

荷甲的赛程编排， 球队已经超过 10

天没有联赛任务，球员得到较为充分

的休息，体能占优。第二回合，阿贾克

斯只要打平就能进入决赛。 球队在小

组赛和淘汰赛还干掉了德甲班霸拜

仁、卫冕冠军皇马以及意甲班霸尤文

等强队，令人惊叹。

客队情报：

热刺上一场赛事在英

超联赛对阵伯恩茅斯，结果 2 张红牌

9 人迎战， 最后时刻被绝杀以 0:1 落

败。 客场全失 3 分后，热刺遭遇三连

败，士气受到打击。 不过由于曼联和

阿森纳同样遭遇失分，热刺目前排名

第四，但以 3 分优势和 8 个净胜球占

据争四先机。 在欧冠首回合交锋中，

热刺虽然坐镇主场，但孙兴

慜

和凯恩

伤停，最终 0:1 落败。热刺客场成绩不

佳，过去 10 个客战 9 场全部输球。

周三007 �阿贾克斯VS托特纳姆热刺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53

3.80 4.12”， 让球盘主让 1 球“2.50

3.65 2.06”。美职联常规赛，亚特兰大

联主场迎战多伦多 FC，两支球队目

前都位于中下游。

主队情报：

亚特兰大联是上赛

季美职联季后赛总冠军， 本赛季初

由于联赛、 美冠杯双线作战导致战

绩不稳定，但是在美冠杯出局之后，

球队联赛战绩逐渐回归正轨。 上轮

客场 3:0 击败堪萨斯城，亚特兰大联

豪取两连胜， 近 4 战赢足 3 场且胜

仗均零封对手， 呈现出不俗的竞技

状态。 亚特兰大联是主场龙，上赛季

17 个常规赛主场只输了 2 场， 本赛

季至今 4 个主场输了一场， 回到家

门口作战更具信心。

客队情报：

多伦多 FC 上轮联赛

对阵奥兰多城， 两队上半时互有攻

势但均无建树， 下半时凭借奥索里

奥和查普曼建功，最终多伦多 FC 以

2:0 凯旋。 但是最近 5 轮，多伦多 FC

录得 2 胜 1 平 2 负未曾连续不败，

发挥并不稳定。 球队本赛季进攻端

表现非常出色，场均打进 2.6 球是全

联盟火力最猛的球队。 只是他们的

防线并不稳固，8 战过后丢了 13 球，

只有两场零封对手。 此外， 多伦多

FC 不擅客战， 上赛季 17 轮常规赛

客场录得 2 胜 4 平 11 负。

周三011 �亚特兰大联VS多伦多FC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1.68 3.40

3.70”， 让球盘主让 1 球“3.02 3.55

1.83”。美职联常规赛，哥伦布机员主场

迎战洛杉矶银河。

主队情报 ：

哥伦布机员上轮对

阵华盛顿联， 球队虽然身处客场，

但无论是控球率还是创造机会的能

力都不逊色于对手， 可惜 1:3 输球。

哥伦布机员遭遇联赛五连败， 在这

期间丢掉 10 球却只打进 2 球， 战绩

惨不忍睹。 如今哥伦布机员急需取

胜重振士气， 然而此战对阵的是已

经重拾雄风的洛杉矶银河， 哥伦布

机员此番还是小心为妙。

客队情报：

洛杉矶银河上轮对阵

上赛季常规赛冠军纽约红牛， 球队身

处客场却占据上风， 可惜门前得分欠

佳，最终败下阵来。 这场败仗终结了银

河此前 6 胜 1 平的强劲走势， 士气受

到影响， 此番对阵五连败的哥伦布机

员，无疑是他们重返胜轨的良机。 洛杉

矶银河本赛季攻击力不俗， 场均打进

1.7 球，前锋伊布本赛季至今出场 8 次

打进 9 球 2 助攻，有望延续好状态。

周三012 �哥伦布机员VS洛杉矶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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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编号 联赛 主队

VS

客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三001�亚冠 广岛三箭VS广州恒大 05-08�18:00��2.30��3.00��2.57

周三002�日联赛杯 东京FCVS仙台七夕 05-08�18:00��1.71��3.30��3.70

周三003�日联赛杯 大分三神VS神户胜利船 05-08�18:00��2.05��3.40��2.65

周三004�日联赛杯 大阪钢巴VS清水鼓动 05-08�18:00��1.88��3.55��2.90

周三005�日联赛杯 名古屋鲸八VS大阪樱花 05-08�18:30��2.05��3.35��2.68

周三006�亚冠 山东鲁能VS庆南FC 05-08�19:30��1.63��3.35��4.05

周三007�欧冠 阿贾克斯VS托特纳姆热刺 05-09�03:00��1.87��3.45��3.00

周三008�解放者杯 飓风VS拉腊 05-09�06:15��1.69��3.22��3.90

周三009�解放者杯 克鲁塞罗VS埃梅莱克 05-09�06:15��1.33��3.70��7.30

周三010�解放者杯 格雷米奥VS天主大学 05-09�06:15��1.33��3.80��7.00

周三011�美职足亚特兰大联VS多伦多FC 05-09�07:00��1.53��3.80��4.12

周三012�美职足哥伦布机员VS洛杉矶银河 05-09�07:30��1.68��3.40��3.70

周三013�美职足芝加哥火焰VS新英格兰革命 05-09�08:00��1.52��3.72��4.30

周三014�美职足纽约红牛VS蒙特利尔冲击 05-09�08:00��1.59��3.50��4.08

周三015�解放者杯 基多体育大学VS圣何塞体育 05-09�08:30��

周三016�解放者杯 帕尔梅拉斯VS圣洛伦索 05-09�08:30��1.28��3.95��8.00

周三017�解放者杯 巴兰基亚青年VS梅尔加 05-09�08:30��1.23��4.40��8.50

周三018�解放者杯 佩纳罗尔VS弗拉门戈 05-09�08:30��2.75��2.8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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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刺客场成绩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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