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事信息 ：

近6次交手，巴西国

际4胜1平1负占优， 上赛季2回合交

手全胜。

主队情报：

巴西国际头8轮4胜1

平3负暂时排在第7位，他们头4轮主

场全胜。上轮联赛，客场1:2不敌瓦斯

科达迦马， 不过近7战5胜1平1负总

体状态不俗。 头号射手格雷罗、替补

球员埃吉入选国家队， 主力后卫桑

托斯停赛， 另外有3名伤员缺阵，主

力中场埃德尼尔森上阵成疑。

客队情报：

巴伊亚头8轮联赛4

胜2平2负，积分比对手高出1分。 头4

轮客场2平2负没有胜绩。 上轮比赛，

客场闷平塞阿拉，但近6战4胜2平连

续不败。 替补后卫阿图尔、主力中场

格里高尔停赛， 替补中场埃尔伯因

伤缺阵。

本场比赛主队总体人气会强一

些， 但主胜位置投注信心并不会很

足。 早期竞猜形势方面，主胜方向明

显调低，平负位置都调高，人气向主

胜方向引导动机偏强。 不妨冷捧客

队不败。

周三008��巴西国际VS巴伊亚

赛事信息：

两国女足近 6 次交

手，法国队 3 胜 3 平保持不败记录，

最近 1 次热身赛交手， 双方在法国

队主场 1:1 战平。

主队情报：

世界排名第 3 位的

法国女足， 是本届世界杯东道主和

种子球队。 事实上，法国女足在欧洲

基本只能排在第 5 名到第 8 名之

间，第 4 次参加世界杯，上届世界杯

则是在加拿大拿到了第 5 名。 阵中

球员基本出自法甲联赛，2 名海归分

别在西甲和英超球队效力。 此次小

组赛首战，4:0 大胜了韩国女足，最

近 6 场比赛取得连胜，而近 10 场比

赛则是 9 胜 1 负状态良好。

客队情报：

世界排名第 13 位的

挪威女足， 在小组分档属于第 2 档

次球队， 欧洲赛场成就基本上仅次

于德国女足， 曾 2 次赢得女足欧洲

杯冠军、4 次亚军。 这是挪威女足第

8 次参加世界杯， 此前她们 1 次夺

冠、1 次亚军、2 次第 4 名，不过上届

世界杯，在加拿大止步 16 强。 阵中

球员多数出自本土球队，7 名海归 3

人出自瑞典联赛，2 人出自英超、2

人出自德甲， 球员年龄结构整体偏

高， 头号门将萨拉·波哈迪已是 39

岁高龄。她们首轮小组赛 3:0 大胜尼

日利亚女足， 近 7 场比赛 6 胜 1 负

总体状态也是比较良好。

总体来说，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

主要还是会在主胜位置， 平局有一

定拉力。 早期竞猜形势方面，主胜位

置低位振荡，平负两个位置都走高，

总体来说利诱平负动机偏强。 可看

好东道主法国队再下一城。

周三003���法国女足VS挪威女足

赛事信息 ：

两国女足近3次交

手，德国女足1胜2平保持不败记录。

最近1次交手，双方0:0闷平。

主队情报：

世界排名第2位的德

国女足，是2届世界杯得主，她们是

第8次参加世界杯，上届世界杯最终

是排在第4位，本届世界杯是种子球

队之一。 阵中球员主要出自德甲联

赛，4名海归3人出自法甲、1人出自

英超。首轮小组赛，她们1:0战胜了中

国女足， 不过中场球员马洛桑将缺

席剩下2场小组赛。 球队近10场比赛

8胜2平保持了不败记录。

客队情报：

世界排名第12位的

西班牙女足，此次分组属于第2档次

球队。 西班牙女足在欧洲足坛地位

不高，第2次参加世界杯，上届加拿

大世界杯没能小组出线。 阵中球员

主要出自西甲联赛，3名海归2人出

自法甲、1人出自美职。 球队近6场比

赛3胜2平1负，首轮小组赛3:1战胜南

非女足赢得了开门红。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会在主

胜位置，平局位置也有一定拉力。早期

竞猜形势方面， 抑制主胜投注信心动

机偏强。 不妨捧德国队全取3分。

周三002���德国女足VS西班牙女足

赛事信息：

两国女足历史上没

有交手记录。

主队情报：

非洲冠军尼日利亚

女足目前国际排名第39位， 此次小

组分档属于第4档球队。 尼日利亚女

足是非洲霸主级球队，这是她们第8

次参加世界杯， 此前最好成绩是获

得过第7名，上届世界杯小组没能出

线。 阵中球员只有6人出自本土联

赛，多数在欧洲球队效力，另外有3

人来自中国女超联赛，球队有4名球

员在20岁以下， 中前场基本以年轻

球员为主。 球队主帅托马斯·丹尼比

是第3次率队参加世界杯，并在2011

年率领瑞典女足获得世界杯季军。

此次小组赛首轮，0:3输给挪威女足。

客队情报：

世界排名第14位、亚

洲排名第4位韩国女足，此次分组赛

是属于第3档次球队。 韩国女足还只

是第3次参加世界杯，上届世界杯小

组出线杀入了16强。 在世界杯的比

赛中， 韩国女足还是首次遭遇非洲

球队。 她们上次与非洲球队相遇，还

是6年前在热身赛2:0战胜过南非女

足。 此次韩国女足大名单当中，21人

出自本土联赛，2名海归分别在英超

切尔西、西汉姆联效力，球员整体年

龄要明显高于本场对手。 此次首轮

小组赛， 她们0:4输给了东道主法国

女足。

总体来说， 韩国女足人气应该

要稍稍强于对手， 不过本场比赛客

胜方向投注信心明显不会很足。 早

期竞猜形势方面， 客胜方向低开高

走，但回报还在合理范围。 可博韩国

女足赢球。

周三001����尼日利亚女足VS韩国女足

赛事信息：

近 4 次交手，克鲁塞

罗 2 胜 1 平 1 负占优， 不过最近 1

次交手已经是 13 年前的事情。

主队情报：

升班马福塔雷萨头 8

轮 2 胜 1 平 5 负位居倒数第 4 位，

前 3 轮主场 1 胜 1 平 1 负表现也比

较平庸。 近 3 场比赛，遭遇连败，上

轮在客场 0:1 不敌格雷米奥。替补前

锋奥斯瓦尔多红牌停赛， 替补前锋

保利斯塔、 替补前卫埃迪尼奥等 5

名伤员缺阵。

客队情报：

克鲁塞罗头 8 轮 2

胜 2 平 4 负同样表现不佳， 暂时排

在倒数第 7 位。 头 4 轮客场 1 平 3

负没有胜绩。 近 8 场比赛，4 平 4 负

连续不胜，上轮主场 0:0 战平科林蒂

安，近 3 战遭遇连平。 年轻后卫塞凯

拉入选巴西队参加美洲杯， 替补后

卫埃吉迪奥、 主力前锋弗雷德等 4

名伤员缺阵。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在平局

和客胜两个位置， 但客胜位置投注

信心明显不足。 早期竞猜形势方面，

平负两个位置都走低， 主胜位置走

高。 双方大概率应该会分出胜负，不

妨博克鲁塞罗获得客场首胜。

周三006���福塔雷萨VS克鲁塞罗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桑托斯2

胜3平1负稍稍占优， 本赛季在地区

联赛3次交手各1胜1平1负， 桑托斯

主场1:0小胜了对方。

主队情报：

桑托斯头8轮比赛5

胜2平1负暂时排在积分榜次席。 前4

轮主场3胜1平不败。 近6场比赛2胜2

平2负状态一般，上轮联赛在主场3:1

大胜米内罗竞技。 替补中场冈萨雷

斯、 库埃瓦入选各自国家队征战美

洲杯，其余球员基本不受伤停困扰。

客队情报：

科林蒂安头7轮联赛

3胜3平1负暂时排在第9位，头4轮客

场1胜2平1负表现相对稳定。 上轮联

赛，客场0:0战平克鲁塞罗，近2战连

续不胜。 球队有多达5名球员被征召

参加美洲杯， 替补后卫马塞多因伤

缺阵， 主力前锋勒夫受到伤病困扰

也上阵成疑。

在客队阵容相对更不完整的情

况下，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会在

主胜位置，平局有一定拉力。 早期竞

猜形势方面，主胜位置走低，平负两

个位置走高， 但平局指数控制在偏

低位置分流效果良好。 可捧桑托斯

赢球。

周三007����桑托斯VS科林蒂安

赛事信息 ：

近6次交手，格雷米

奥3胜1平2负稍占优势， 上赛季2次

交手各自在主场赢球。

主队情报：

博塔弗戈头8轮5胜3

负没有平局， 暂时排在积分榜第4

位。上轮在客场2:1战胜阿拉戈亚，近

3战取得连胜。 主力门将费尔南德斯

被征召参加美洲杯， 半主力前锋维

埃拉累黄停赛，替补中场瓦伦西亚、

半主力中场波切查因伤缺阵。

客队情报：

格雷米奥头8轮比赛

2胜2平4负，排名相对靠后，头4轮客

场2平2负还没有胜绩。 上轮联赛，主

场1:0小胜福塔雷萨，近4战3胜1负状

态还算不错。 主力前锋埃弗顿、主力

后卫亨里克入选国家队参加美洲

杯，替补后卫科尔特斯、坎内曼及另

外2名边缘球员因伤缺阵。

本场比赛， 双方阵容都不算很

完整。 投注人气相对会稍稍偏向主

队。 早期竞猜形势方面，平负两个位

置都明显走低，主胜方向大幅走高，

人气向客队方向引导动机偏强。 首

选平局捧主队不败。

周三004���博塔弗戈VS格雷米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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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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世界杯 尼日利亚女足VS韩国女足 06-12�21:00��3.52��3.30��1.75�

周三002�女世界杯 德国女足VS西班牙女足 06-13�00:00��1.68��3.25��3.95�

周三003�女世界杯 法国女足VS挪威女足 06-13�03:00��1.26��4.30��7.50�

周三004�巴甲 博塔弗戈VS格雷米奥 06-13�06:15

周三005�公开赛杯 华盛顿联VS费城联合 06-13�07:00��2.47��3.30��2.22�

周三006�巴甲 福塔雷萨VS克鲁塞罗 06-13�08:00

周三007�巴甲 桑托斯VS科林蒂安 06-13�08:30

周三008�巴甲 巴西国际VS巴伊亚 06-13�08:30

周三009�巴甲 阿拉戈斯体育中心VS弗拉门戈 06-13�08:30

周三010�公开赛杯 西雅图海湾人VS波特兰伐木工 06-13�10:30��2.20��3.30��2.50

足球赛事

更多赛事信息关注《信息时报》

彩票公众号“金狮好运”！

责编：范诗曼 美编：林燕芳 校对：叶春晖

法国女足或再下一城

2019.6.12��星期三

A18

INFORMATION TIMES

竞彩专版

足

球

赛

事

提

点

今日竞彩受注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