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事编号 联赛 主队

VS

客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三001�日职 广岛三箭VS川崎前锋 07-31�18:00��2.95��3.20��1.97

周三002�日乙 冈山绿雉VS柏太阳神 07-31�18:00��3.65��3.20��1.75

周三003�日乙 岐阜FCVS大宫松鼠 07-31�18:00��4.65��3.55��1.51

周三004�日乙 町田泽维亚VS新泻天鹅 07-31�18:00��2.95��3.25��1.95

周三005�日乙 琉球FCVS千叶市原 07-31�18:00��2.20��3.55��2.37

周三006�日乙 水户蜀葵VS甲府风林 07-31�18:00��2.30��3.00��2.56

周三007�日乙 枥木SCVS东京绿茵 07-31�18:00��2.75��3.00��2.17

周三008�日乙 德岛漩涡VS鹿儿岛联 07-31�18:00��1.57��3.50��4.25

周三009�日乙 长崎航海VS爱媛FC 07-31�18:00��2.02��3.15��2.90

周三010�日乙 金泽塞维根VS京都不死鸟 07-31�18:00��2.19��3.08��2.65

周三011�韩职 全北现代VS济州联 07-31�18:00��1.31��4.40��6.00

周三012�日职 浦和红钻VS鹿岛鹿角 07-31�18:30��2.58��3.20��2.18

周三013�日乙 山形山神VS福冈黄蜂 07-31�18:30��1.84��3.05��3.50

周三014�日乙 横滨FCVS山口雷诺法 07-31�18:30��1.84��3.50��3.05

周三015�韩职 江原FCVS浦项制铁 07-31�19:00��1.87��3.35��3.08

周三016�欧冠 AIK索尔纳VS马里博尔 08-01�01:00�� �

周三017�欧冠 罗森博格VS巴特 08-01�01:00

周三018�解放者杯 波特诺山丘VS圣洛伦索 08-01�06:15��1.84��2.75��4.00

周三019�解放者杯 巴西国际VS蒙得维的亚国民 08-01�06:15��1.46��3.25��6.00

周三020�解放者杯 博卡青年VS巴拉纳竞技 08-01�08:30��1.74��3.15��3.75

周三021�解放者杯 弗拉门戈VS埃梅莱克 08-01�08:30��1.17��4.85�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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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4.65

3.55 1.51”，让球盘主受让 1 球“2.10

3.45 2.55”。 日乙联赛第 25 轮比赛，

岐阜 FC 主场迎战大宫松鼠。

主队情报：

岐阜 FC 上周与京都

不死鸟上演首尾大战，最终以 1:2 的

比分惜败收场。 输给领头羊后，岐阜

近 3 场赛事不败纪录被终结， 目前

继续在积分榜中垫底； 不过他们少

赛一轮与前面两队均只有 4 分之

差，仍有希望保级。 截至目前，岐阜

FC 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下失球数已

达 43 球，是失球最多的球队。 过去

23 轮联赛他们仅有 2 场零失球，防

线不堪一击。

客队情报：

大宫松鼠上轮联赛

坐镇主场迎战山口雷法， 凭借前锋

大前元纪下半场的一箭定江山，球

队最终以 1:0 的比分力克对手全身

而退。 最近大宫松鼠的表现较为飘

忽，近 4 轮联赛录得 2 胜 2 负，其中

两场败仗均来自客场。 上轮的 3 分

令他们暂时保住了第 5 的排名，与

榜首的分差依然有 4 分。 值得一提

的是，大宫松鼠近况不佳，是受到大

面积伤病影响。

周三003 �岐阜FCVS大宫松鼠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3.65

3.20 1.75”，让球盘主受让 1 球“1.77

3.35 3.40”。 日乙联赛第 25 轮比赛，

冈山绿雉主场迎战柏太阳神。

主队情报：

冈山绿雉上周六客

场对阵甲府风林， 球队上半场 1 球

落后， 易边再战凭借李龙在最后时

刻的出彩发挥， 2:1 的比分逆转击败

了对手。 进入 7 月份，冈山绿雉已经

豪取各项赛事的 5 连胜， 近 4 轮联

赛全胜的他们目前继续排名积分榜

第 6，与榜首仅有 6 分之差而已。 除

了头号射手状态神勇外， 冈山绿雉

防线也功不可没，5 连胜中他们仅仅

丢了 2 个球。

客队情报：

柏太阳神上轮同样

是逆转获胜， 客场面对保级队枥木

SC， 最终球队以 2:1 反败为胜。 相

比冈山绿雉， 柏太阳神近况更加神

勇， 已经豪取各项赛事的 7 连胜，

其中联赛是 6 连胜， 目前继续排名

积分榜次席， 与榜首京都不死鸟仅

存在净胜球的差距。 在此前的客场

中， 柏太阳神曾一度录得 7 轮不胜

纪录， 但最近豪取 3 连胜， 表现大

幅提升。

周三002 �冈山绿雉VS柏太阳神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2.95

3.20 1.97”，让球盘主受让 1 球“1.57

3.55 4.15”。 日职联赛第 16 轮比赛，

广岛三箭主场迎战川崎前锋。

主队情报：

广岛三箭上一场联

赛客场挑战松本山雅，以 2:2 战平收

场。 虽然客场仅获得 1 分，但广岛三

箭也算延续了 6 场赛事不败并能持

续进球的良好走势。 本轮是日职联

的补赛， 广岛三箭目前排名积分榜

第 8 位， 距离亚冠资格区有 9 分之

差， 而此役面对竞争对手之一的川

崎前锋就是关乎 6 分的大战， 球队

的求胜欲望十分强烈。 广岛三箭的

主场成绩尚可， 过去 4 个主场保持

不败并斩获 3 胜，持续每场至少有 1

球进账。

客队情报：

川崎前锋上一场联

赛对阵大分三神，最终以 3:1 大胜对

手。 主场全取 3 分后，川崎前锋斩获

三连胜，并延续了各项赛事 18 场不

败记录。 本轮之前，川崎前锋排名日

职联第 3 位，积分上距离榜首仅有 4

分之差， 此役补赛若能再取 3 分无

疑加强了争夺冠军的希望， 战意可

信。 过去 19 轮联赛，川崎前锋场均

进球数超过 1.5 球， 同时以 12 个失

球成为联赛防守力最强的队伍之

一。 川崎前锋是日职联客场成绩最

好的队伍， 过去 8 个联赛客场保持

不败并斩获 7 胜， 场均进球数超 2

球，并有最强防守支持仅失 4 球。

周三001 �广岛三箭VS川崎前锋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2.58

3.20 2.18 ”， 让球盘主受让 1 球

“1.47 3.75 4.70”。 日职联赛第 16 轮

比赛，浦和红钻主场迎战鹿岛鹿角。

主队情报：

浦和红钻上一场联

赛对阵磐田喜悦， 球队虽然在场面

上不占优势， 但半场前打出高效并

流畅的反击进攻而连续3次破门，下

半场虽然阵型回收， 但保持相对的

防守韧性，最终以3:1击败对手。客场

全取3分后，浦和红钻终结了之前客

场两连败的困境， 球队的士气和信

心有所恢复。 本轮之前，浦和红钻排

名日职联第9位，以18个进球成为联

赛进攻力第四弱的队伍， 而失球数

场均接近1.5球。利好的是，近期表现

回升，连续4场斩获进球。

客队情报：

鹿岛鹿角上一场联

赛对阵鸟栖沙岩， 球队坐拥主场之

利以进攻开局， 半场前打出高效进

攻斩获 2 球， 但防线不稳而丢失 1

球， 下半场以控制比赛节奏为主而

稳固的防线， 最终以 2:1 力克对手。

虽然仅是一球小胜保级对手， 但鹿

岛鹿角也算斩获了各项赛事四连

胜，球队的士气高涨。 本轮之前，鹿

岛鹿角排名日职联第 4 位， 积分上

距离榜首也仅有 5 分之差， 球队依

然是争夺冠军的热门之一， 赛季以

34 个进球成为联赛第二强进攻力。

周三012 ��浦和红钻VS鹿岛鹿角

今日竞彩受注赛程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

未开出指数。 欧冠资格赛第二回合

的比赛。

主队情报：

双方首回合交锋中，

罗森博格客场 1:2 不敌巴特，本场比

赛必须巴特， 才能晋级欧冠下一轮

资格赛。 由于拥有 1 个客场进球，罗

森博格这场比赛如果 1:0 获胜即可

胜出； 如果罗森博格以 2:1 获胜，双

方将进入到加时赛。一旦巴特打入 1

球以上，罗森博格至少要净胜对手 2

球。 挪超卫冕冠军罗森博格目前仅

排名积分榜第 6 位，前 15 轮仅打入

20 球， 这是本赛季战绩不佳主要原

因。 不过，最近一个月该队攻击力提

升，进球增多。

客队情报：

巴特目前的处境与

罗森博格相似， 在国内的白俄联赛

中遭遇挑战， 不过巴特的卫冕前景

要比罗森博格好， 只要未来补赛获

胜，仍然可以领跑积分榜。 作为欧冠

的常客， 巴特的大赛经验不比罗森

博格少。 在战绩方面，巴特上赛季曾

跻身欧罗巴杯 32 强，并在 1/16 决赛

中主场击败了豪门球队阿森纳。 巴

特还是一支非常善于防守的球队，

本场比赛只要战平罗森博格就可以

晋级。

周三017 �罗森博格VS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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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

未开出指数。 欧冠资格赛第二回合

的比赛。

主队情报：

双方首回合交锋中，

索尔纳客场 1:2不敌马里博尔， 本场

比赛索尔纳必须战胜马里博尔才能

晋级。如果以 1:0击败马里博尔，索尔

纳将凭借客场进球优势进入到下一

轮。如果索尔纳 2:1获胜，双方总比分

战平，将进行加时赛。 如果马里博尔

打入 1球以上，索尔纳就至少要净胜

对手 2球，才能淘汰马里博尔。 因此，

索尔纳本场比赛不仅要争取多进球，

还要尽量少失球。就该队最近的表现

来看， 他们还是有能力完成这个目

标， 毕竟索尔纳的主场优势还是很

大。

客队情报：

马里博尔是上赛季斯

洛文尼亚联赛冠军， 在上轮资格赛，

马里博尔主客场双杀对手晋级，但是

在国内联赛中， 马里博尔连续3轮不

胜，很明显是为欧冠留力。论名气、实

力，马里博尔都不如索尔纳，但是双

方首回合交锋中，马里博尔2:1获胜，

让他们掌握了晋级的主动权，本场比

赛只要不败，即可淘汰对手。不过，由

于整体实力没有明显优势，加上远赴

北欧、舟车劳顿，马里博尔难度很大。

周三016 ��AIK索尔纳VS马里博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