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事编号 联赛 主队

VS

客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五001�日职 名古屋鲸八VS东京FC 08-30�18:30��2.18��3.40��2.47

周五002�德乙 纽伦堡VS海登海姆 08-31�00:30��2.00��3.25��2.85

周五003�德乙 桑德豪森VS达姆施塔特 08-31�00:30��1.92��3.15��3.12

周五004�瑞超 赫尔辛堡VS厄斯特松德 08-31�01:00��1.80��3.15��3.50

周五005�挪超 奥德VS博德闪耀 08-31�01:00��1.80��3.45��3.20

周五006�俄超 苏维埃之翼VS莫斯科迪纳摩 08-31�01:00��3.15��2.90��2.02

周五007�西甲 塞维利亚VS维戈塞尔塔 08-31�02:00��1.37��4.00��5.60

周五008�法乙 欧塞尔VS阿雅克肖 08-31�02:00��1.80��2.78��4.10

周五009�法乙 南锡VS罗德兹 08-31�02:00��1.95��2.78��3.50

周五010�法乙 沙托鲁VS特鲁瓦 08-31�02:00��2.95��2.80��2.16

周五011�法乙 勒芒VS索肖 08-31�02:00��2.42��2.80��2.58

周五012�法乙 卡昂VS勒阿弗尔 08-31�02:00��2.75��2.65��2.40

周五013�法乙 奥尔良VS尼奥尔 08-31�02:00��1.80��2.95��3.80

周五014�法乙 瓦朗谢纳VS克莱蒙 08-31�02:00��3.35��2.95��1.92

周五015�荷甲 埃门VS兹沃勒 08-31�02:00��2.13��3.30��2.60

周五016�荷乙 埃因霍温FCVS前进之鹰 08-31�02:00��1.98��3.50��2.71

周五017�荷乙 福伦丹VS布雷达 08-31�02:00��2.05��3.50��2.59

周五018�荷乙 阿贾克斯青年队VS阿尔梅勒城 08-31�02:00��1.45��4.35��4.20

周五019�荷乙 奈梅亨VS特尔斯达 08-31�02:00��1.66��3.60��3.60

周五020�荷乙 SBV精英VS海尔蒙特 08-31�02:00��1.24��4.75��7.00

周五021�荷乙 坎布尔VS登博思 08-31�02:00��1.48��3.75��4.60

周五022�荷乙 奥斯VS格拉夫夏普 08-31�02:00��3.50��3.60��1.68

周五023�葡超 摩雷伦斯VS波尔蒂芒尼斯 08-31�02:00��2.23��2.95��2.70

周五024�德甲 门兴VS莱比锡红牛 08-31�02:30��3.35��3.50��1.74

周五025�英冠 加的夫城VS富勒姆 08-31�02:45��2.40��3.18��2.34

周五026�意甲 博洛尼亚VS费拉拉SPAL�� 08-31�02:45��1.69��3.20��3.95 �

周五027�法甲 梅斯VS巴黎圣日尔曼 08-31�02:45��7.00��4.40��1.27

周五028�西甲 毕尔巴鄂竞技VS皇家社会 08-31�04:00��1.88��3.00��3.40

周五029�葡超 比兰尼塞斯VS博阿维斯塔 08-31�04:15��2.25��2.8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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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心理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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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2.40

3.18 2.34”，让球盘主受让 1 球“1.40

4.10 5.00”。英冠第 6 轮比赛，加的夫

城主场迎战富勒姆。

主队情报：

此前的英联杯第二

轮比赛中， 以轮换球员出战的加的

夫城坐镇主场 0:3 惨败给来访的卢

顿。 赛前沃诺克曾表示宁愿去争足

总杯， 不知这是否也影响了全队上

下对本场比赛的态度，此外，加的夫

城只有 4111 名球迷在现场观赛，创

下了俱乐部到场人数新低。 上赛季，

球队从英超降级回到英冠， 之所以

降级主要原因要归咎于球队的客场

表现欠佳， 而本赛季球队也延续了

这一主强客弱的势头， 客战维冈竞

技和雷丁全部落败， 与布莱克本一

战也艰难守住平局。 而在主场，先后

与卢顿和哈德斯菲尔德交手皆能获

胜。

客队情报：

在此前英联杯上，富

勒姆 0:1 不敌南安普顿，除了中场简

森之外， 富勒姆派出了几乎全部替

补和青年球员出场， 结果是可以预

计的。 主教练斯科特为了更好准备

联赛，联赛杯明显是做了放弃。 在英

冠联赛 5 轮过后， 富勒姆实现了场

均 63.8%的最高控球率，在他们此前

主场 4:0 击败米尔沃尔的比赛中，全

场控球率达到 84.5%，这是自 2013-

2014 赛季有该项数据统计以来，英

冠联赛控球率史上最高的一次记录.

周五025 加的夫城VS富勒姆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2.23

2.95 2.70”， 让球盘主让 1 球“4.90

3.85 1.44”。葡超第 4 轮比赛，摩雷伦

斯主场迎战波尔蒂芒尼斯。

主队情报：

本场比赛， 摩雷伦

斯的后卫德加万费雷拉近日恢复了

训练， 这名左边后卫有望复出并成

为主帅维克托坎佩卢什在首发上的

选择。 中场伊卜拉希马、 前锋大卫

特克塞拉将会继续伤停。 摩雷伦斯

在 3:0 痛击升班马吉维森特之后，

球队上一轮客场 0:0 战平了塞图巴

尔， 如今连续 2 轮保持不败并全部

上演了零封， 防守表现还算不错。

上赛季， 球队主客场完成双杀， 并

全部零封对手， 过去 2 次葡超主场

交锋， 1 胜 1 平保持不败， 球队往

绩略胜一筹。 历史交锋， 主帅坎佩

卢什在执教生涯 4 次与对手的交锋

中皆遭遇失利。

客队情报：

波尔蒂芒尼斯后卫

恩里克杰纳延在上轮联赛中遭遇伤

病，本场比赛出战成疑；中场保利尼

奥将会继续伤停。 上轮葡超比赛，主

帅弗尔哈变阵 451 阵型， 波尔蒂芒

尼斯在主场 1:3 难敌里斯本竞技遭

遇首败，开场仅 5 分钟，球队连失 2

球彻底失去了比赛动力。 葡超 3 轮

下来， 球队场均射门次数高达 15.3

次，仅次于吉马雷斯、波尔图和布拉

加，随着主力射手马丁内斯的复出，

攻击力势必进一步加强。

周五023 摩雷伦斯VS波尔蒂芒尼斯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37

4.00 5.60”， 让球盘主让 1 球“2.25

3.35 2.42”。西甲第 3 轮比赛，塞维利

亚主场迎战维戈塞尔塔。

主队情报：

塞维利亚上一场联

赛客场对阵格拉纳达， 球队反客为

主占据场面优势，最终以 1:0 击败对

手。 客场全取 3 分后，塞维利亚斩获

新赛季两连胜并持续零封对手，球

队的士气和信心较高。 较为不利的

是，塞维利亚从季前赛至今的 11 场

赛事仅有 1 场在主场进行， 球员得

到的主场锻炼恐有所不足， 能否保

持上佳的竞技状态成为问题。 利好

的是， 塞维利亚过去 4 次主场迎战

塞尔塔保持全胜，并且每场持续有 2

个以上进球， 球员占据绝佳的心理

优势。

客队情报：

塞尔塔上一场联赛

对阵巴伦西亚， 球队借助主场之利

以进攻开局， 场面上占据优势并打

出有效率的组织，最终以 1:0 击败对

手。 不仅是主场力克劲旅而全取 3

分后， 塞尔塔还终结了三连败的颓

势而借此打开了新赛季的胜利之

门， 球队得到较大的士气和信心提

升。 塞尔塔近期的胜率虽然不高，但

持续保持稳定的状态， 无论面对皇

马、 拉齐奥等实力劲旅都能获得进

球，上轮击败巴西西亚也不算意外，

球队较为积极的进攻体系得以延

续，也具备较强的冲击力。 较为不利

的是， 塞尔塔在季前赛至今仅有 1

次客场比赛， 球员未必得到充分的

异地作战锻炼， 此役面对实力强劲

的塞维利亚无疑属于下风一方。

周五007 �塞维利亚VS维戈塞尔塔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69

3.20 3.95”， 让球盘主让 1 球“3.26

3.30 1.82”。意甲第 2 轮比赛，博洛尼

亚主场迎战费拉拉。

主队情报：

博洛尼亚新赛季意

甲首轮在客场对阵升班马维罗纳，

球队在第13分钟获得红点套餐，桑

索尼一蹴而就帮助球队取得领先，

但上半场末段被十人应战的维罗纳

顽强扳平，随后虽然压着对手打，但

始终未能再次改写比分，最终遗憾1:

1握手言和。 智利国脚中场普尔加今

夏离队加盟佛罗伦萨是博洛尼亚最

大的损失， 博洛尼亚签下效力于贝

西克塔斯的智利中场梅德尔， 目前

只差官宣， 只是他未必能赶得上这

场比赛。 上赛季，博洛尼亚意甲主场

录得9胜4平6负，排名第10，成绩比

肩桑普多利亚和拉齐奥等实力份

子，是一支主场战斗力不俗的队伍。

客队情报：

费拉拉首轮意甲惨

遭大逆转， 主场面对上赛季的季军

亚特兰大，他们曾一度两球领先，但

随后被对手连追 3 球，最终以 2:3 的

比分反胜为败，遭遇开门黑。 由于上

赛季有优异的表现， 球队今夏以

1200 万欧元买断了意大利国脚前锋

佩塔尼亚

（上赛季

16

球）

，他在首轮

中打进第 2 球，表现依然出色。 相对

而言， 费拉拉上赛季客场表现比主

场出色， 主场成绩排名倒数第 4，而

客场排名第 10。参照上，他们上季客

场积分只比强队罗马少了 5 分，客

战能力值得肯定。

周五026 博洛尼亚VS费拉拉SPAL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7.00

4.40 1.27”，让球盘主受让 1 球“2.85

3.55 1.90”。法甲第 4 轮比赛，梅斯主

场迎战大巴黎。

主队情报：

梅斯上一场联赛客

场对阵安格斯， 最终以 0:3 大败收

场。 客场全失 3 分后，梅斯终结了之

前 2 战不败并持续有进球的走势，

球队难免受到士气和信心的打击。

梅斯的班底实力不强， 技战术打法

上更倾向稳守反击， 上轮改变策略

抢分而导致了惨败， 此役回归主场

迎战班霸恐会改用保守策略， 形势

上依然属于下风一方。 梅斯在季前

赛进行了多次主场比赛锻炼， 其目

的就是加强主场作战的抗衡力，联

赛首轮主场以 3 球完胜摩纳哥和过

去 14 个主场 13 战不败的战绩，都

证明了其拥有较强的主场气势和难

以被打败的韧劲。

客队情报：

巴黎圣日耳曼上一

场联赛对阵图卢兹， 球队借助主场

之利打出积极进攻， 半场前虽然没

有进球， 但也成功消耗并摸透对

手， 下半场加强进攻持续压制， 最

终以 4:0 大胜收场。 主场全取 3 分

后， 巴黎圣日耳曼走出之前客场失

利的阴影， 球队的士气和信心得到

较大的提升。 但较为不利的是， 巴

黎圣日耳曼的两名主力前锋姆巴佩

以及卡瓦尼相继因伤退场， 球队进

攻力将大大被削弱。 而且巴黎圣日

耳曼在季前赛至今的客场表现起伏

较大， 之前两个客场不胜并持续有

失球， 甚至未能在场面上占据较大

的优势， 球队的阵容磨合期依然需

要时间来完成。 利好的是， 巴黎圣

日耳曼过去连续 8 次对阵梅斯保持

全胜， 并持续每场至少有 2 球进

账， 优势明显。

周五027 梅斯VS巴黎圣日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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