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事编号 联赛 主队

VS

客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四001�挪超 克里斯蒂安松VS莫尔德 05-17�00:00��3.40��3.40��1.76

周四002�挪超 姆延达伦VS利勒斯特罗姆 05-17�00:00��2.12��3.15��2.70

周四003�挪超 奥德VS兰赫姆 05-17�00:00��1.29��4.20��6.90

周四004�挪超 罗森博格VS海于格松 05-17�00:00��1.76��3.15��3.65

周四005�挪超 布兰VS萨尔普斯堡 05-17�00:00��1.74��3.15��3.75

周四006�挪超 维京VS斯塔贝克 05-17�00:00��1.64��3.45��3.85

周四007�挪超 特罗姆瑟VS博德闪耀 05-17�00:00��2.81��3.30��2.00

周四008�瑞超 IFK哥德堡VS马尔默 05-17�01:00��3.10��3.27��1.89

周四009�瑞超 厄勒布鲁VS北雪平 05-17�01:00��3.06��3.32��1.88

周四010�挪超 瓦勒伦加VS斯特罗姆加斯特 05-17�02:00��1.59��3.60��4.00

周四011�美职足 洛杉矶FCVS达拉斯FC 05-17�10:00��1.22��5.0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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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3.10

3.27 1.89”，让球盘主受让 1 球“1.64

3.50 3.80”。瑞超第 9 轮的比赛，哥德

堡主场迎战马尔默， 这是本轮瑞超

最受关注的焦点大战。

主队情报：

哥德堡上轮客战上

赛季亚军北雪平的比赛在周一进

行，球队最终 2:1 击败了对手，取得

了宝贵的胜利。豪取联赛 3 连胜且 5

轮不败后，哥德堡积分上再次攀升，

目前排名积分榜第三名， 与本场的

领头羊马尔默仅有 1 分之遥， 此役

若能获胜将实现登顶， 战意毋容置

疑。 上赛季队内最佳射手卡拉施维

里此前连续两轮传射建功， 上轮又

打进绝杀球，近 3 轮独造 5 球，状态

火爆； 哥德堡也是目前瑞典超火力

最强者，场均轰入 2.25 球。另外哥德

堡本赛季主场表现令人刮目相看，

前 3 轮主场不但悉数取胜， 而且每

场均轰入对手 3 球，期间仅仅丢掉 1

球，攻防表现堪称完美。

客队情报：

马尔默上轮坐镇主

场迎战埃尔夫斯堡， 球队上半场获

得多踢一人的优势，最终以 4:1 的比

分大胜对手。 开局不顺的马尔默最

近马力全开，近 6 轮联赛斩获 5 胜 1

平的佳绩，目前继续领跑积分榜，不

过要守住榜首本轮需要过哥德堡这

一关，此役是名副其实的榜首大战。

迄今，马尔默联赛场均攻入 2 球，进

球数仅比哥德堡少 2 球， 整体上在

伯仲之间。 头号射手罗森贝里上轮

梅开二度，连续两轮独中两元，状态

火爆。 上赛季马尔默之所以卫冕失

败，客战表现不佳是原因之一。 本赛

季前 4 轮录得 2 胜 1 平 1 负， 战绩

不算彪炳， 且两场胜仗是击败弱旅

天狼星和升班马法尔肯堡， 依然需

要为其客场而担忧。 不过马尔默心

理上有绝对的优势，他们已经连续 9

次客战哥德堡保持不败。

周四008 �IFK哥德堡VS马尔默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64

3.45 3.85”， 让球盘主让 1 球“2.98

3.40 1.89”。挪超第 8 轮的比赛，一周

双赛模式，维京主场迎战斯塔贝克。

主队情报：

维京上一场联赛客

场对阵斯特罗姆， 球队虽然受制于

对手的主场气势而落于下风， 但收

缩阵型稳固了防线， 最终以 0:0 闷

平收场。 客场虽然仅获得 1 分， 但

维京也算延续了 3 场赛事不败的走

势， 并且终结了之前 5 场有失球的

劣势， 球队的士气和信心都不错。

作为升班马的维京， 目前在挪超排

名第 6 位， 同时以 8 个失球成为联

赛防守力第 4 强的队伍之一， 反映

了球队攻守转换上依然较具针对性

和抗衡力。 维京在主场的技战术不

错， 最近 5 个主场赛事保持不败并

斩获 4 胜。

客队情报：

斯塔贝克目前积 7

分，排名第 13 名，上一场联赛对阵

布兰，球队虽然拥有主场之利，但场

面上被对手的进攻压制而陷入下

风， 半场失球后依然无法形成反击

态势，最终以 0:1 落败收场。 主场全

失 3 分后，斯塔贝克遭遇两连败，并

持续被对手零封， 球队的士气和信

心比较低迷。 本轮之前，斯塔贝克排

名挪超第 13 位， 积分上频临降级

区，场均失球受接近 1.5 球，反映了

依然处于中下游队列的整体实力，

赛季目标仍就是以保级为主。 斯塔

贝克是目前挪超客场成绩最差的队

伍，新赛季 3 个联赛客战全部落败。

周四006 �维京VS斯塔贝克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22

5.00 7.25”， 让球盘主让 1 球“1.75

3.80 3.10”。美职联常规赛的比赛，洛

杉矶主场迎战达拉斯。 这是一场主

强客弱之间的比赛。

主队情报：

洛杉矶 FC 本赛季

表现非常出色， 至今联赛取得 8 胜

3 平 1 负的成绩， 目前积 27 分， 在

西区和总榜均排名第一， 整体状态

极佳， 而且球队在上轮客场亦以 3:

0 大胜哥伦布机员， 近 2 场赛事零

封对手， 可见其攻防两端都表现良

好， 对抗能力十足。 球队最近 4 场

比赛， 2 胜 2 平保持不败， 成绩非

常稳定。 加上洛杉矶 FC 是主场龙，

上赛季 17 个常规赛主场只输了 1

场， 本赛季 6 轮主场至今未尝败

绩， 延续上赛季良好的表现， 其主

场极具威胁性。 洛杉矶 FC 近期联

赛保持不败， 状态极佳， 此番坐镇

主场迎战近况欠佳的达拉斯 FC，

胜算比较高。

客队情报：

达拉斯 FC 上轮联赛

主场以 1:3 不敌纽约红牛，遭遇两连

败的打击， 球员的士气和信心都跌

落低谷，近况十分低迷，而且达拉斯

FC 不擅防守， 近两战共失 5 球，此

番面对全联盟火力最强的洛杉矶

FC，达拉斯 FC 后防备受考验，估计

丢球是在所难免了。

周四011 �洛杉矶FCVS达拉斯FC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59

3.60 4.00”， 让球盘主让 1 球“2.72

3.55 1.96”。瑞超第 8 轮的比赛，厄勒

布鲁主场迎战斯特罗姆加斯特。 这

是一场主强客弱之间的比赛。

主队情报：

瓦勒伦加新赛季开

局两连败之后，球队状态有所回升，

上一场联赛客场挑战兰赫姆， 对手

实力处于下游，不如自己，瓦勒伦加

虽然客场作战，但是表现非常勇猛，

客场以 5:1 大胜兰黑姆，取得了客场

大胜，最近 6 场比赛，瓦勒伦加拿下

了 4 胜 2 平， 目前球队已经升上联

赛第 4 位， 和第三名博德闪耀一样

积分，比第二名的奥德也仅仅少了 2

分而已， 不过瓦勒伦加还是暴露出

了一些问题，主要就是防守端上，球

队的防守依然有待加强。 不过瓦勒

伦加一向擅于主场作战， 本赛季 3

个主场拿下全胜，球队先后 4:1 大胜

特罗姆瑟，1:0 战胜了奥德， 主场作

战能力还是很强。

客队情报：

斯特罗姆加斯特目

前积 6 分， 名列积分榜第 14 名，这

样的积分和位置非常危险， 球队很

明显，本赛季又是为了保级而战。 上

个赛季，球队成绩就非常糟糕，下滑

非常严重，最终只是勉强保级成功，

新赛季开始后，球队依然开局不利，

成绩继续在低谷中徘徊， 和上个赛

季相比， 这个赛季的斯特罗姆加斯

特没有太大的改善，上一场比赛，球

队只是在主场 0:0 战平了升班马维

京， 斯托姆加斯特还是没有能够拿

到太多积分， 目前已经累计 6 轮不

胜，状态相当糟糕。

周四010 �瓦勒伦加VS斯特罗姆加斯特

今日竞彩受注赛程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3.06

3.32 1.88”，让球盘主受让 1 球“1.64

3.60 3.70”。瑞超第 9 轮的比赛，厄勒

布鲁主场迎战北雪平。 这是两支中

下游球队之间的比赛。

主队情报：

厄勒布鲁上一场比

赛，是客场挑战松兹瓦尔，结果这场

比赛虽然是客场作战， 可是厄勒布

鲁丝毫不落下风， 下半场凭借前锋

的梅开二度取得 2 球领先， 终场前

虽然被扳回一城，但无碍球队以 2:1

的比分凯旋而回。 这场宝贵的胜利

也结束了此前的联赛 3 轮不胜，球

队终于取得了久违的胜利， 这场胜

利也是球队新赛季第 2 场联赛胜

利，对提升球队士气有很大的帮助。

球队其实实力上很有限， 却客场取

得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这场比赛

又是主场作战， 对手北雪平近况不

佳， 厄勒布鲁自然渴望一鼓作气再

下一城，争取获得连胜。 凭借上轮的

3 分， 他们成功逃离了降级漩涡，目

前列倒数第 4 位， 排名积分榜第 13

位。 年仅 20 岁的小将前锋杰克拉森

表现出色， 上轮独中两元的他目前

攻入 3 粒联赛入球，并列队内最佳，

有望得到更多上阵机会。 不过厄勒

布鲁最大的问题在于后防，8 轮丢

15 球为联赛最多，新赛季至今 11 场

正赛没有一场能做到零失球。 值得

一提的是， 厄勒布鲁主场表现一向

不错。

客队情报：

北雪平上轮联赛在

周一进行， 足足比厄勒布鲁少了 3

天的休息时间， 而他们更是在主场

以 1:2 的比分不敌哥德堡，遭遇本赛

季的第 2 场联赛败仗。 作为上赛季

的亚军， 北雪平已经连续 4 轮联赛

不胜， 新赛季至今 8 轮战罢仅获一

场胜仗， 与垫底的两支球队一样为

赢球最少的队伍， 表现令人大跌眼

镜。 另外，北雪平是目前瑞典超中 5

支至今仍未获客场胜利的球队之

一。 他们上赛季的客场成绩仅次于

冠军索尔纳， 而本赛季客场战斗力

下滑严重。

周四009 �厄勒布鲁VS北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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