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78

3.10 3.65”， 让球胜平负主队让 1 球

“3.55 3.35 1.73”。 日职联赛第 24 轮

比赛，浦和红钻主场迎战松本山雅。

主队情报：

日职联战罢 23 轮，

浦和红钻 8 胜 6 平 9 负积 30 分，位

居联赛第 10 名，领先降级区也仅有

6 分。浦和红钻上轮客场对战神户胜

利船，结果以 0:3 惨败给对手，近 4

轮联赛不胜。 浦和红钻下周中将迎

来亚冠八强淘汰赛比赛， 做客上海

对阵上海上港， 这或许让他们对本

场联赛有所分心。 浦和红钻之前两

场联赛都是客场作战， 先后去到了

北海道和兵库县， 舟车劳顿或让他

们在体能上存有隐患。

客队情报：

日职联战罢23轮，松

本山雅4胜8平11负积20分， 暂时排

名积分榜倒数第2名，距离降级区外

球队有6分差距。 松本山雅上轮主场

迎战名古屋鲸八， 结果补时遭遇绝

平，以1:1完成比赛，联赛连续10轮不

胜。 松本山雅上轮派出了前锋永井

龙，这是他时隔8轮获得首发，其不

负众望打入1球，这也是其本赛季联

赛第2球。 松本山雅联赛3次交锋浦

和红钻， 结果3场比赛全部输球，交

锋心理处于绝对劣势。

周五003 浦和红钻VS松本山雅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2.50

3.40 2.15”， 让球胜平负主队让 1 球

“1.47 3.95 4.45”。 日职联赛第 24 轮

比赛， 鸟栖沙岩主场迎战神户胜利

船。

主队情报：

日职联战罢 23 轮，

鸟栖砂岩 7 胜 3 平 13 负积 24 分，

暂时排名积分榜第 16 名，距离降级

区外的神户胜利船有 2 分差距。 鸟

栖砂岩上轮客场对战湘南海洋，金

井贡史在 95 分钟打入绝杀进球，帮

助球队以 3:2 获胜，鸟栖斩获联赛连

胜。 本场比赛是西班牙球星托雷斯

的退役比赛，意义重大，因此鸟栖主

场球票也是早早售罄， 现场将出现

爆满情况。

客队情报：

日职联战罢 23 轮，

神户胜利船 7 胜 5 平 11 负积 26

分，仅仅领先降级区 2 个积分。 神户

胜利船上轮主场迎战浦和红钻，古

桥亨梧、 山口萤和伊涅斯塔各入 1

球，最终以 3:0 大胜对手，球队也终

结了之前的联赛 5 轮不胜。 日本国

脚后卫山口萤本赛季初从樱花转会

来神户， 上轮的进球是他本赛季联

赛首次进球，其 23 轮联赛全部首发

并打满全场。 神户胜利船两名中场

增山朝阳和乡家友太都是九州岛球

员， 本场比赛他们客场来到九州岛

佐贺县对于个人来说有特别意义。

周五002 鸟栖沙岩VS神户胜利船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87

3.50 2.95”， 让球胜平负主队让 1 球

“3.65 3.65 1.64”。 日职联赛第 24 轮

比赛，鹿岛鹿角主场迎战大阪钢巴。

主队情报：

日职联战罢 23 轮，

鹿岛鹿角 13 胜 5 平 5 负积 44 分，

距离领头羊东京 FC4 分， 暂时排名

积分榜次席。 鹿岛鹿角上轮客场挑

战大分三神， 球队下半场由相马勇

纪打入全场唯一进球， 艰难收获 3

分。 鹿岛鹿角处于关东地区茨城县，

而大阪钢巴则是处于关西地区的大

阪府， 本场比赛也是日职联关东关

西传统俱乐部的对决。 相马勇纪夏

窗从名古屋鲸八转会鹿岛鹿角，上

轮进球是他加盟新东家的首粒进

球， 相马勇纪已经连续 2 轮以替补

身份获得出战。

客队情报：

日职联战罢 23 轮，

大阪钢巴 6 胜 9 平 8 负积 27 分，暂

时排名积分榜第 13 名，领先降级区

3 分。大阪钢巴上轮主场迎战排名垫

底的磐田喜悦，在 1:0 领先，且以多

打少的情况下遭遇绝平，仅仅拿到 1

分，球队也遭遇了联赛 4 联平。 大阪

钢巴是一支本土氛围很浓的球队，

包括主帅宫本恒靖在内， 大名单中

有多达 21 人都是大阪本地人。

周五001 �鹿岛鹿角VS大阪钢巴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2.40

3.25 2.30”， 让球胜平负主队受让 1

球“1.41 4.10 4.85”。西甲联赛第 2 轮

比赛， 莱万特主场迎战比利亚雷亚

尔。

主队情报：

莱万特上一场联赛

做客阿拉维斯， 球队虽然在场面上

不落下风， 进攻组织创造了更多的

射门机会，但前锋线把握力欠佳，上

半场屡攻不下， 反而下半场开局失

守而呈现急躁情绪，最终以 0:1 落败

收场。 客场全失 3 分后，莱万特新赛

季首战受到打击，同时终结了之前 4

场赛事不败的走势， 球队的士气和

信心均有些低沉。 莱万特在上赛季

是西甲进攻力第五强的队伍， 新赛

季在人员有一定变动下依然坚持积

极进攻的战术策略， 但攻守失衡的

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客队情报：

比利亚雷亚尔上一

场联赛对阵格拉纳达， 球队虽然借

助主场之利占据场面优势， 但进攻

有力而失漏不少， 比赛中三次领先

都被顽强扳平，最终以4:4激战成平。

虽然获得1分，但比利亚雷亚尔主场

未能击败升班马而延续连胜的走

势， 球队的士气和信心均受到一定

影响。 利好的是，比利亚雷亚尔的进

攻端保持稳定的输出， 目前跨赛季

累积14场赛事持续有进球， 过去三

战场均有4球进账而呈现极强的得

分能力。 比利亚雷亚尔在季前赛表

现出进取的客场态度，连续5个客战

没有平局并斩获4胜， 只要攻入2球

就能取得最终胜利， 此役挑战莱万

特有望保持强势的进攻策略。

周五026 莱万特VS比利亚雷亚尔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3.45

3.20 1.80”， 让球胜平负主队受让 1

球“1.70 3.55 3.45”。西甲联赛第 2 轮

比赛，格拉纳达 CF 主场迎战塞维利

亚。

主队情报：

格拉纳达上一场联

赛客场挑战比利亚雷亚尔， 球队虽

然在场面上落于下风， 但打出高效

的防守反击战术， 比赛中三度落后

顽强扳平，最终以 4:4 战平收场。 客

场虽然仅获得 1 分， 但格拉纳达也

算顺利渡过升班西甲首轮， 跨赛季

延续 15 场赛事不败之身，球队的士

气和信心均处于高昂值。 主队以上

季西乙第二名身份升班西甲， 新赛

季不再以防守强悍为主基调， 首轮

攻入 4 个进球展示了不俗的攻击

力， 此役回归主场有望采用更积极

的进攻策略。

客队情报：

塞维利亚上一场联

赛客场挑战西班牙人， 球队反客为

主占据场面优势， 无论控球时间和

创造射门机会均高于对手， 上下半

场各取 1 个进球，最终以 2:0 击败对

手。 客场完胜告捷后，塞维利亚走出

之前 2 战不胜并持续有失球的困

境， 球队的士气和信心均处于上升

期。

周五007 �格拉纳达CFVS塞维利亚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2.50

3.10 2.30”， 让球胜平负主队受让 1

球“1.42 4.00 4.90”。 韩职联赛第 27

轮比赛，庆南主场迎战水原三星。

主队情报 ：

上个主场，庆南 FC

主场 2:0 击败城南俱乐部，结束了该

队此前 20 轮不胜的尴尬记录。 随后

在客场， 庆南 FC 继续维持低迷表

现，最终以 0:1 不敌同样状态一般的

大邱 FC。 按照庆南 FC 最近的竞技

状态， 他们对阵哪支球队都没有赢

球的把握。 进攻端缺乏稳定、高效的

得分手，给予对手的压制不够，反而

自己的防守压力巨大，攻守俱弱。 今

年以来 2 次对阵水原三星，庆南 FC

都与之战平，往绩并无劣势。

客队情报：

水原三星最近的走

势诡异， 主场连续爆冷输给城南俱

乐部、 浦项制铁和仁川联， 令人失

望， 但是客场连胜仁川联、 尚州尚

武、大邱 FC 和江原 FC，表现出不一

样的水准。 水原三星战绩不稳，不过

他们的澳洲射手塔加特状态神勇，

上轮独中三元，大放异彩，目前继续

领跑联赛射手榜， 成为球队最大的

得分利器。 不过，水原三星对于塔加

特的依赖过重是一把双刃剑， 相信

会受到庆南 FC 的重点照顾。水原三

星本身竞技状态不是最好， 还需防

平。

周五004 庆南FCVS水原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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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编号 联赛 主队

VS

客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五001�日职 鹿岛鹿角VS大阪钢巴 08-23�18:00��1.87��3.50��2.95

周五002�日职 鸟栖沙岩VS神户胜利船 08-23�18:30��2.50��3.40��2.15

周五003�日职 浦和红钻VS松本山雅 08-23�18:30��1.78��3.10��3.65

周五004�韩职 庆南FCVS水原三星 08-23�18:30��2.50��3.10��2.30

周五005�德乙 奥厄VS斯图加特 08-24�00:30��3.70��3.60��1.64

周五006�德乙 达姆施塔特VS德累斯顿 08-24�00:30��2.02��3.20��2.85

周五007�西甲 格拉纳达CFVS塞维利亚 08-24�02:00��3.45��3.20��1.80

周五008�法乙 阿雅克肖VS巴黎FC 08-24�02:00��2.11��2.56��3.40

周五009�法乙 勒阿弗尔VS格勒诺布尔 08-24�02:00��1.69��2.95��4.40

周五010�法乙 尼奥尔VS卡昂 08-24�02:00��2.36��2.58��2.88

周五011�法乙 克莱蒙VS欧塞尔 08-24�02:00��2.00��2.82��3.30

周五012�法乙 索肖VS南锡 08-24�02:00��2.40��2.60��2.80

周五013�法乙 勒芒VS洛里昂 08-24�02:00��3.50��3.00��1.85

周五014�法乙 罗德兹VS奥尔良 08-24�02:00��2.22��2.75��2.90

周五015�法乙 尚布利VS沙托鲁 08-24�02:00��1.80��2.78��4.10

周五016�荷乙 格拉夫夏普VS福伦丹 08-24�02:00��1.40��4.10��5.00

周五017�荷乙 登博思VS埃因霍温FC 08-24�02:00��2.55��3.45��2.10

周五018�荷乙 多德勒支VS阿贾克斯青年队 08-24�02:00��4.10��4.25��1.47

周五019�荷乙 海尔蒙特VS阿尔梅勒城 08-24�02:00��3.45��3.70��1.67

周五020�荷乙 布雷达VS坎布尔 08-24�02:00��1.80��3.55��3.10

周五021�荷乙 罗达JCVS奈梅亨 08-24�02:00��2.47��3.50��2.14

周五022�荷乙 特尔斯达VSSBV精英 08-24�02:00��2.62��3.35��2.09

周五023�葡超 塞图巴尔VS摩雷伦斯 08-24�02:00��2.18��2.85��2.87

周五024�德甲 科隆VS多特蒙德 08-24�02:30��4.95��4.20��1.39

周五025�英超 阿斯顿维拉VS埃弗顿 08-24�03:00��2.85��3.20��2.02

周五026�西甲 莱万特VS比利亚雷亚尔 08-24�04:00��2.40��3.25��2.30

周五027�葡超 里奥阿维VS阿维斯 08-24�04:15��1.81��3.00��3.65

周五028�美职足 奥兰多城VS亚特兰大联 08-24�08:00��2.90��3.52��1.89

周五029�美职足 波特兰伐木工VS西雅图海湾人 08-24�10:00��1.69��3.68��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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