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86

3.35 3.10”， 让球盘主让 1 球“3.50

3.68 1.66”。美职联常规赛，华盛顿联

主场迎战新英格兰革命。

主队情报：

华盛顿联队上轮客

场不敌达拉斯 FC 后， 结束 5 轮不

败， 球队最近 8 轮联赛中的唯一胜

利， 是在主场 1:0 小胜奥兰多城，过

去 11 轮联赛中的全部 3 场胜利也

都取自主场， 最近 6 个主场 3 胜 3

平。 球队最近 9 场比赛 1 胜 5 平 3

负，一胜难求。16 岁的锋线小将格里

芬尤在上轮联赛中首次亮相美职

联。 上轮替补染红的阿根廷中场阿

科斯塔本场遭禁， 几名后防线伤兵

奥多伊阿策姆、 费希尔和莫拉继续

倦勤。

客队情报：

新英格兰革命上轮

联赛客场2:1力克科罗拉多急流，本

赛季首次收获联赛两连胜， 并将不

败纪录延长到7场，换帅的效果可谓

是立竿见影。 要知道，最近9场比赛3

胜5平1负， 平局特别多，3场胜利中

游2场就是最近2轮比赛， 可见最近

状态有了很大提升。 在两队过去的

交锋记录中，主队的优势非常明显，

其中华盛顿联队已经连续7次在主

场击败了新英格兰革命。

周五003 �华盛顿联VS新英格兰革命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2.78

2.75 2.30”，让球盘主受让 1 球“1.42

3.70 5.40”。俄超联赛第 1 轮的比赛，

图拉兵工厂主场迎战莫斯科迪纳

摩。

主队情报：

图拉兵工厂上赛季

的俄超联赛中发挥优异，最终以第 6

名收官， 取得重回俄超后的最好成

绩。 而且由于俄杯冠军莫斯科火车

头已经获得欧冠资格， 因此杯赛的

欧联名额顺延到第 6 的图拉， 球队

将要参加欧联资格赛。 上赛季能获

得欧战参赛资格， 离不开图拉兵工

厂进攻端的出色发挥，他们在 30 轮

联赛中打进 40 球， 仅次于泽尼特、

火车头、 中央陆军以及克拉斯诺达

尔等传统豪强， 甚至超越另一支强

队斯巴达。 值得一提的是，上赛季图

拉兵工厂的主场表现令人惊艳，15

轮仅输了 2 场，排名俄超第 4；一向

是失球大户的他们 15 轮主场仅丢

掉 12 球而已，主场防守稳固。

客队情报：

莫斯科迪纳摩在重

返俄超 3 个赛季以来都基本要为保

级而战，上赛季亦不例外，他们最终

排名第 12 位， 高出保级附加赛区 5

分而勉强护级成功。 连续三季碌碌

无为， 莫斯科迪纳摩在休赛期加大

投入，三线中均引入实力球员。 上赛

季莫斯科迪纳摩得以成功保级，球

队防线功不可没， 是上赛季 6 支场

均失球不足 1 球的球队之一， 场均

失 0.93 球并列第 4。 比较担心的是，

莫斯科迪纳摩上赛季客场虽然输球

不算很多， 但 15 轮客战仅赢下 1

场，表现实在不敢恭维。

周五002 �图拉兵工厂VS莫斯科迪纳摩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80

3.43 3.20”， 让 球 盘 主 让 1 球

“3.353.681.70”。韩职常规赛第 21 轮

的比赛，江原 FC 主场迎战庆南 FC。

主队情报：

江原 FC 最近的表

现非常优秀， 上月底连续逆转战胜

浦项制铁、 仁川联之后， 上上轮联

赛， 球队客场作战， 该队 0:1 落后

下， 最终 2:2 战平了强大的首尔

FC， 险些连续三场逆转获胜。 上周

末的联赛中， 江原 FC 主场作战，

延续了近期的好势头， 4 球大胜尚

州尚武， 这样大胜之后， 球队现在

积 31 分名列第 4 名， 排名在首尔

FC 之后。 综合最近表现， 江原 FC

目前在进攻端的表现可以说是多点

开花， 此战主场对阵弱旅， 有望继

续取得进球， 并且有望继续零封对

手。

客队情报：

庆南 FC 本赛季表现

不佳， 最近一周双赛， 赛程非常密

集， 这给本来球队实力一般的球队

更是雪上加霜。 在上周末进行的上

轮联赛，庆南 FC 主场 1:3 不敌蔚山

现代， 再次大比分输球， 在积分榜

上，庆南 FC 积 14 分名列倒数第二，

保级形势未见好转。 单从战绩上来

看，庆南 FC 确实处于低谷期，他们

输给过副班长济州联， 战平保级对

手城南俱乐部、仁川联。 不过就比赛

过程来看，比如最近战平水原三星、

大邱 FC，表现得也可圈可点。

周五001 �江原FCVS庆南FC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82

3.65 2.98”， 让球盘主让 1 球“3.25

3.85 1.69”。美职联常规赛，洛杉矶银

河主场迎战圣何塞地震。

主队情报：

洛杉矶银河是美职

联强队， 本赛季高开低走，5 月份至

今 12 场比赛输足 7 场，上轮全靠伊

布梅开二度， 主场 2:0 击败多伦多

FC，终结了主场三连败的颓势，极为

鼓舞士气， 也为今战注入了激励元

素。 从对赛往绩上看，双方近 7 次交

手，洛杉矶银河录得 1 胜 1 平 5 负，

两周前客场净吞圣何塞地震 3 球，

是役复仇欲望强烈。 而在主场对赛

上， 洛杉矶银河近 9 次对阵圣何塞

地震，只输了一场。 洛杉矶银河战绩

下滑， 主要是因为多名主力遭遇伤

病侵袭， 而且上月开始多名国脚参

加美洲杯和美洲金杯等赛事， 阵容

残缺。 好在球队主场逐渐找回状态，

主场战斗力颇值得信赖。

客队情报：

圣何塞地震是美职

联弱旅，上赛季全联盟垫底，但本赛

季有所进步，至今战罢 19 轮，其中

近 15 轮录得 8 胜 4 平 3 负，上轮主

场 1:0 击败皇家盐湖城，状态相当不

俗。 但值得注意的是，圣何塞地震主

客场表现差异较大，8 个胜仗 7 个来

自主场， 最近主场豪取 7 胜 1 平的

佳绩，十分强势。 相反客场，跨赛季

14 次客场仅仅 1 胜 3 平 10 负，最近

遭遇两连败，客战令人不敢恭维。

周五005 洛杉矶银河VS圣何塞地震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92

3.55 2.80”， 让球盘主让 1 球“3.70

3.85 1.59”。美职联常规赛，休斯顿迪

纳摩主场迎战洛杉矶 FC。

主队情报：

休斯顿迪纳摩上轮

在客场 2:3 不敌东部“副班长”辛辛

那提 FC， 让对手结束 6 连败的同

时，他们自己则遭遇到客场 7 连败。

后卫菲格罗亚本场解禁复出， 后卫

比斯利出场存疑，中场埃里克伯德、

梅莫罗德里格斯继续休战。 休斯顿

迪纳摩本赛季的客场成绩在西部排

名垫底， 但是 7 胜 3 平的主场战绩

却高居全联盟首位。

客队情报：

洛杉矶 FC 最近两轮

联赛先后以 5:1 和 6:1 的大比分击

败了堪萨斯城竞技和温哥华白帽，

其排名继续位列美职联西部和全联

盟的首位。 结束了金杯赛征程的门

将泰勒米勒和后卫齐默尔曼本周回

归， 中场哈维尔佩雷斯和后卫达尼

洛席尔瓦仍然因伤缺阵。 值得一提

的是，洛杉矶 FC 周中还有一场美国

公开赛杯 1/4 决赛的较量， 主场对

阵波特兰伐木者， 与这场联赛之间

相差还不到 48 小时。

周五004 �休斯敦迪纳摩VS洛杉矶FC

赛事编号 联赛 主队

VS

客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五001�韩职 江原FCVS庆南FC��� 07-12�18:00��1.80��3.43��3.20

周五002�俄超 图拉兵工厂VS莫斯科迪纳摩 07-13�01:00��2.78��2.75��2.30

周五003�美职足华盛顿联VS新英格兰革命 07-13�07:00��1.86��3.35��3.10

周五004�美职足休斯敦迪纳摩VS洛杉矶FC 07-13�09:00��1.92��3.55��2.80

周五005�美职足洛杉矶银河VS圣何塞地震 07-13�11:00��1.82��3.65��2.98

足球赛事

主队

VS

客队 让球 胜

�

平

��� �

负

江原FCVS庆南FC� -1� 3.35� 3.68� 1.70

图拉兵工厂VS莫斯科迪纳摩 +1� 1.42� 3.70� 5.40

华盛顿联VS新英格兰革命 -1�� 3.50� 3.68� 1.66

休斯敦迪纳摩VS洛杉矶FC� -1� 3.70� 3.85� 1.59

洛杉矶银河VS圣何塞地震 -1� 3.25 � 3.85� 1.69

让球胜平负

7月12日（周五）1场

美职联 洛杉矶银河VS圣何塞地震 07-13�11:00

7月13日（周六）2场

日职 大阪樱花VS名古屋鲸八 07-13�18:00

日乙 德岛漩涡VS柏太阳神 07-13�18:00

7月14日（周日）3场

日职 东京FCVS川崎前锋 07-14�18:00

非洲杯 半决赛A队VS半决赛B队 07-15�00:00

非洲杯 半决赛C队VS半决赛D队 07-15�03:00

7月17日（周三）1场

非洲杯 三、四名决赛A队VS三、四名决赛B队 07-18�03:00

7月18日（周四）1场

美职联 波特兰伐木工VS奥兰多城 07-19�10:00

更多赛事信息关注《信息时报》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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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

竞彩周期

（

2019

年

7

月

12

日

～7

月

18

日）

。 夏季杯赛最后

一项仍在进行中的

非洲杯将进入到半

决赛的争夺，同时还

有一场三四名决赛。

而同期的夏季联赛

则以美职和日系联

赛为主。本周期竞彩

足球预计开售 8 场

胜平负单固游戏，包

括 3 场非洲杯、两场

美职和 3 场日系联

赛。 7 月 12 日至 7

月 18 日， 竞彩胜平

负单固预计开售场次如下

（ 具体销售

安排以实际开售情况为准）

。

足球单固早知道

新的竞彩周期

非洲杯将迎来半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