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2.00

2.85 3.25”， 让球盘主让 1 球“4.55

3.45 1.54”。 巴甲联赛第 9 轮比赛。

主队情报：

上周末，瓦斯科达伽

马主场 2：1 战胜巴西国际， 曝出上

轮最大冷门。 回看这场比赛，瓦斯科

达伽马处于场面劣势， 能够获胜主

要是防守顽强， 另外就是把握住了

对手松懈的短暂时机。 虽然说瓦斯

科达伽马取得赛季首胜有点侥幸，

但这也是他们应得的， 因为他们每

场比赛都竭尽全力付出， 包括后备

球员，比如上一场胜利，就来自安德

烈、蒂亚戈两名非常规主力的进球，

这场胜利并未让瓦斯科达伽马逃离

降级区，但在一周双赛的情况下，给

了球员们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心，本

场又继续坐镇主场， 球员们渴望能

够取得两连胜。

客队情报：

塞阿拉是上赛季保

级球队， 新赛季该队战胜了三支降

级区球队，从保级角度来看，塞阿拉

这 3 场胜利价值极高。 如果本场能

够击败也身处降级区的瓦斯科达伽

马，对于塞阿拉的保级相当有利。 从

前 8 轮的表现来看， 塞阿拉最大的

特点是攻守比较均衡， 没有明显的

劣势，但是也缺乏突出特点。 相对来

说， 塞阿拉的进攻更多来自中后场

助攻，更善于打反击。

周四003 瓦斯科达伽马VS塞阿拉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7.00

4.15 1.29”，让球盘主受让 1 球“2.70

3.30 2.06”。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第 2

轮比赛。

主队情报：

南非女足世界排名

第 49 位，非洲第三位，在世界足坛

比较难有竞争力。 在本届世界杯开

始之前， 南非女足 10 场比赛录得 4

平 6 负一胜难求。 而小组赛首战，南

非女足也意料之中地输给了西班牙

女足， 不过比赛过程却是意料之外

的。 该战，南非女足打得有板有眼，

甚至一度还取得领先， 若不是自身

犯错， 南非队很可能获得队史世界

杯的首场胜利，由此可见，南非女足

并非绝对鱼腩。 首战告负意味着南

非女足想要保留出线资格， 今战只

有取胜一条路可走。 作为非洲球队，

南非女足有着很强的身体素质，但

是在个人技术及团队配合方面却十

分薄弱。

客队情报：

中国女足首战输给

世界排名第二的德国女足并不遗

憾，毕竟该战虽然输球，但中国女足

却踢出了精气神， 而且比赛中还创

造出不少进球良机， 可惜把握机会

能力不足导致遭遇开门黑。 上轮中

国女足的头牌王霜并没有首发，她

在下半时替补上场， 但表现平平未

能扭转局面。 主帅贾秀全赛后还公

开批评了王霜的表现， 这可能会影

响王霜接下来的表现。 本场比赛对

于中国女足来说同样只有取胜一条

路可走。 中国女足目前世界排名第

16 位， 此前 6 次参加世界杯均从小

组中突围， 相比首次参加世界杯的

南非女足， 中国女足实力与经验兼

具，是役当然更受追捧。

周四002 南非女足VS中国女足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96

3.30 2.90”， 让球盘主让 1球“3.85

3.75 1.58”。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

比赛。

主队情报：

澳大利亚女足近年

来进步神速，目前高居亚洲第一，世

界第6。 过去三届世界杯，澳大利亚

女足全部小组出线， 但都止步8强，

今届旨在有所突破。 然而小组赛首

战，澳大利亚便出师不利，在首开纪

录的情况下被意大利女足2：1逆转，

而且还是在伤退补时阶段被绝杀，

颇为打击士气。 四连胜之后，澳大利

亚遭遇三连败， 究其原因主要是防

守表现严重下滑。 球队在四连胜期

间只丢了1球，但近三战却丢了10球

之多，防守问题必须解决。 还好澳大

利亚女足进攻能力出色， 最近10场

比赛单场至少有2个进球， 且近7战

打出6场大2.5球，近4战全部以大2.5

球收场，整体有球能力不俗。

客队情报：

巴西女足曾是世界

一流强队， 获得过2007年世界杯冠

军，但近年来实力下滑明显，攻防两

端都严重退化， 目前世界排名第10

位。 本次法国之旅，巴西女足依旧派

出了早已老龄化的阵容。 现年33岁

的玛塔是2007年世界杯夺冠的最大

功臣， 也曾6次获得世界足球小姐，

目前还没有人能够取代她在球队中

的地位。 小组赛首战，巴西女足面对

鱼腩球队牙买加女足， 球队并未受

到太大威胁，3：0大胜对手， 取得开

门红鼓舞士气。

周四001 澳大利亚女足VS巴西女足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11

5.35 14.00”， 让球盘主让 1 球“1.58

3.45 4.25”。 巴甲联赛第 9 轮比赛。

主队情报：

赛季至今，帕尔梅拉

斯是唯一保持不败的巴甲球队，球

队目前轮换有序，且状态出色，已领

先积分榜次席的米内罗竞技5分，卫

冕形势一片大好。 在解放者杯中，帕

尔梅拉斯顺利跻身16强；巴西杯上，

该队也已晋级至8强， 多线作战下，

帕尔梅拉斯保持着强劲的走势，不

论主力，还是后备，整体实力很强。

客队情报：

巴甲目前仅有阿瓦

伊这一支球队一胜难求， 前 8 轮比

赛，阿瓦伊并非没有获胜机会，可惜

他们与当时同样未有胜绩的格雷米

奥、 阿拉戈亚诺体育和瓦斯科达伽

马都战平。 目前来看，阿瓦伊的整体

实力在巴甲确实处于下游， 攻守俱

弱，是本赛季降级热门，相对来说，

球队防守水准还算不错， 上轮场面

劣势下逼平昔日豪门圣保罗显示出

该队的顽强。 但是随着巴甲的进程，

阿瓦伊的比赛压力越来越大， 球队

几经调整未见起色的情况下， 球员

们的自信心大受打击， 此番客战更

是有想赢怕输的心理， 难有超水准

发挥。

周四006 帕尔梅拉斯VS阿瓦伊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87

2.95 3.50”， 让球盘主让 1 球“4.00

3.30 1.65”。 巴甲联赛第 9 轮比赛。

主队情报：

米内罗竞技本赛季

状态不错，在南球杯上晋级16强，下

一个对手是博塔弗戈， 米内罗竞技

进入到8强的希望甚大。 巴西杯中，

米内罗竞技淘汰了桑托斯， 进入到

该项赛事的8强。 在巴甲联赛中，米

内罗竞技除了客场输给格雷米奥算

是爆冷输球，输给帕尔梅拉斯、桑托

斯这两个竞争对手也不是太意外，

毕竟他们也击败过弗拉门戈这样的

强队。 与圣保罗相比，米内罗竞技的

牌面实力并不占优， 但是竞技状态

更好，往绩方面，米内罗竞技最近两

年对圣保罗的战绩为3胜1平， 此番

凭借主场地利，至少不会输球。

客队情报：

前 5 轮巴甲，圣保罗

保持不败，势头不错，但是最近几场

比赛， 圣保罗不仅在巴西杯被巴伊

亚双杀而出局， 巴甲联赛中输给科

林蒂安，战平巴伊亚、克鲁塞罗和阿

瓦伊，状态下滑。 过去 6 场比赛，圣

保罗仅有 1 个进球， 这是圣保罗目

前最大的问题。

周四004 米内罗竞技VS圣保罗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2.85

2.90 2.16”，让球盘主受让 1 球“1.48

3.60 4.85”。 巴甲联赛第 9 轮比赛。

主队情报 ：

前7轮巴甲，戈亚斯

战胜弗鲁米嫩塞、塞阿拉、博塔弗戈

和沙佩科恩斯，表现相当出色，虽然

输给圣保罗、 克鲁塞罗和阿拉戈亚

诺体育，也主要是实力不济，或者客

场因素，并不是冷门。 作为升班马，

戈亚斯目前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为

保级而迸发出的强烈求胜欲， 在一

定程度上提升了球队战斗力， 上周

末能够在上半场就连损两员大将的

情况下击败沙佩科恩斯就体现了他

们顽强的比赛作风。 当然，在整体实

力上， 戈亚斯距离巴拉纳竞技还是

有一定的差距， 阵容不整也令球队

实力受损，加上比对手少休息两天，

战斗力恐有下降。

客队情报：

与上赛季相比，巴拉

纳竞技的状态有些下滑， 巴甲赛场

已经输掉4场。 在解放者杯上，巴拉

纳竞技已经跻身16强， 在上月底结

束的南美超级杯上， 巴拉纳竞技以

总比分1:3负于河床，未能如愿捧杯。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解放者杯在内，

巴拉纳竞技新赛季客场一胜难求，

为此番挑战戈亚斯蒙上一层阴影。

周四005 戈亚斯VS巴拉纳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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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001�女世界杯 澳大利亚女足VS巴西女足 06-14�00:00��1.96��3.30��2.90 �

周四002�女世界杯 南非女足VS中国女足 06-14�03:00��7.00��4.15��1.29

周四003�巴甲 瓦斯科达伽马VS塞阿拉 06-14�06:15��2.00��2.85��3.25

周四004�巴甲 米内罗竞技VS圣保罗 06-14�07:00��1.87��2.95��3.50

周四005�巴甲 戈亚斯VS巴拉纳竞技 06-14�07:00��2.85��2.90��2.16

周四006�巴甲 帕尔梅拉斯VS阿瓦伊 06-14�07:00��1.11��5.35�14.00

周四007�巴甲 沙佩科恩斯VS弗鲁米嫩塞 06-14�07:00��2.35��2.8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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