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球赛事

赛事编号 联赛 主队

VS

客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四001��欧罗巴 卡拉巴赫VS塞维利亚 09-20�00:55��5.25��3.55��1.46��������������

周四002��欧罗巴 基辅迪纳摩VS马尔默 09-20�00:55��1.68��3.15��4.10��������������

周四003��欧罗巴 赫塔费VS特拉布宗体育 09-20�00:55��1.51��3.40��5.00��������������

周四004��欧罗巴 巴塞尔VS克拉斯诺达尔 09-20�00:55��1.84��3.30��3.20��������������

周四005��欧罗巴 LASK林茨VS罗森博格 09-20�00:55��1.78��3.15��3.60��������������

周四006��欧罗巴 PSV埃因霍温VS里斯本竞技 09-20�00:55��1.64��3.40��3.95������������

周四007��欧罗巴 克卢日VS拉齐奥 09-20�00:55��4.70��3.40��1.54��������������

周四008��欧罗巴 雷恩VS凯尔特人 09-20�00:55��2.10��2.95��2.92��������������

周四009��欧罗巴 法兰克福VS阿森纳 09-20�00:55��2.65��3.40��2.05��������������

周四010��欧罗巴 标准列日VS吉马良斯 09-20�00:55��1.65��3.25��4.10��������������

周四011��欧罗巴 波尔图VS年轻人 09-20�03:00��1.42��3.70��5.40��������������

周四012��欧罗巴 格拉斯哥流浪者VS费耶诺德 09-20�03:00��1.90��3.10��3.25������������

周四013��欧罗巴 卢多戈雷茨VS莫斯科中央陆军 09-20�03:00��2.45��2.85��2.50������������

周四014��欧罗巴 西班牙人VS费伦茨瓦罗斯 09-20�03:00��1.26��4.25��7.80��������������

周四015��欧罗巴 根特VS圣埃蒂安 09-20�03:00��1.97��3.15��3.00��������������

周四016��欧罗巴 罗马VS伊斯坦布尔 09-20�03:00��1.32��4.30��6.00��������������

周四017��欧罗巴 门兴VS沃尔夫斯贝格 09-20�03:00��1.21��4.80��8.00����������

周四018��欧罗巴 狼队VS布拉加 09-20�03:00��1.44��3.55��5.45���������������

周四019��欧罗巴 贝尔格莱德游击VS阿尔克马尔 09-20�03:00��2.42��3.00��2.42������������

周四020��欧罗巴 曼彻斯特联VS阿斯塔纳 09-20�03:00����������������

周四021��欧罗巴 沃尔夫斯堡VS奥勒克山德里亚 09-20�03:00��1.13��5.50�10.75������������

周四022��欧罗巴 希腊人竞技VS迪德朗日 09-20�00:55��1.17��4.75�11.00��������������

周四023��欧罗巴 哥本哈根VS卢加诺 09-20�00:55��1.51��3.50��4.80��������������

周四024��欧罗巴 布拉迪斯拉发VS贝西克塔斯 09-20�03:00��3.25��3.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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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竞彩受注赛程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2.65

3.40 2.05”， 让球盘主受让1球“1.53

3.95 4.00”。 F组有法兰克福、阿森纳

这两支来自五大联赛的球队， 还有

比甲劲旅标准列日和葡超老牌球队

吉马良斯， 本组可以称之为死亡之

组。

主队情报：

法兰克福是上赛季

德甲第7名， 但是在欧罗巴杯中，该

队先后淘汰顿涅茨克矿工、 国米和

本菲卡，杀入到4强，半决赛点球不

敌切尔西，无缘决赛。 在新赛季欧罗

巴杯资格赛上， 法兰克福没有遇到

太大的抵抗，轻松杀入小组赛。 小组

赛首战便遭遇上赛季欧罗巴杯亚军

阿森纳，能否拿到分数，可能是事关

法兰克福最终能否出线的关键一战。

客队情报：

枪手是上赛季英超

第5名， 落后第3名切尔西仅2分，比

第4名热刺少1分。 另外，该队还是上

赛季欧罗巴杯亚军，未能如愿捧杯。

今年夏天， 阿森纳送走了11名一线

队球员后， 意味着现役球员有了加

薪空间， 或许能让枪手有了新的动

力源。 不过，最近3场比赛，阿森纳输

给利物浦、战平热刺和沃特福德，暴

露出不小的后防隐患。 进攻端，阿森

纳的状态不错， 前锋奥巴梅杨上周

末梅开二度，前5轮英超打入5球，状

态火热。

周四009�����法兰克福VS阿森纳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2.10

2.95 2.92”， 让球盘主让 1 球“4.60

3.65 1.50”。 欧罗巴杯小组赛， 每组

4 队， 6 轮战罢， 小组前两名出线。

主队情报 ：

雷恩是上赛季法

甲联赛第 10 名， 看起来是一支中

游球队， 但他们夺得了上赛季法

国杯冠军， 而且决赛战胜的是巨

无霸巴黎圣日耳曼， 含金量足够。

在上赛季的欧罗巴杯 1/8 决赛中，

雷恩仅以 3:4 总比分憾负阿森纳，

未能跻身到 8 强。 就战绩而言 ，

雷恩称得上是 E 组出线的最大热

门。 新赛季， 雷恩在法甲联赛以

3 连胜开局， 战胜的是蒙彼利埃、

巴黎圣日耳曼和斯特拉斯堡这三

支劲旅。 不过， 随后两轮该队输

给尼斯、 战平布雷斯特， 状态有

些下滑。

客队情报：

凯尔特人上赛季再

次包揽苏超、 苏联杯和苏足总杯的

冠军， 是当之无愧的苏格兰霸主。

在欧洲赛场， 上赛季凯尔特人在欧

罗巴杯 1/16 决赛输给巴伦西亚，

未能更进一步。 新赛季， 欧冠资格

赛上被罗甲球队克卢日淘汰之后，

凯尔特人战胜瑞典超球队索尔纳，

进入到欧罗巴杯小组赛。 本组中，

拉齐奥、 雷恩都实力较强， 凯尔特

人的出线前景不容乐观。

周四008�����雷恩VS凯尔特人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4.70

3.40 1.54”，让球盘主受让 1 球“2.05

3.35 2.70”。 欧罗巴杯小组赛，每组 4

队，6 轮战罢，小组前两名出线。

主队情报：

E 组中，拉齐奥和雷

恩是两支来自五大联赛的球队，凯

尔特人是苏超霸主， 都具备小组出

线实力，仅克卢日实力最弱。 不过，

作为罗马尼亚甲级联赛的老大，克

卢日的欧战经验非常丰富。 在本赛

季的欧冠资格赛上， 克卢日连克阿

斯塔纳、 特拉维夫马卡比和凯尔特

人，险些跻身小组赛。 新赛季的罗甲

联赛已经战罢 9 轮， 克卢日以 2 分

优势领跑积分榜，状态不错。

客队情报：

拉齐奥来自意甲，但

是他们难以代表意甲最高水平，上

赛季落后冠军尤文图斯 31 分，距离

第 4 名的国米也有 10 分之差，仅以

第 8 名收官， 能够参加欧罗巴杯小

组赛是因为他们夺得了意大利杯冠

军。 新赛季，拉齐奥人员变动不大，

有望继续力争上游。 但是上周末的

比赛中， 在 1:0 领先的大好形势下，

下半场连失 2 球，最终客场 1:2 不敌

保级球队斯帕尔，爆出冷门。 本场比

赛如果再不能找回状态， 主教练因

扎吉恐怕要再次遭遇信任危机。

周四007�����克卢日VS拉齐奥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未开出

指数， 让球盘主让 2 球“2.30 3.90

2.15”。 这个小组由曼联、阿斯塔纳、

阿尔克马以及贝尔格莱德游击 4 支

球队争夺前两名的出线资格。

主队情报：

曼联是上赛季英超

第6名而直接获得小组赛资格，球队

还是2016-17赛季欧罗巴杯冠军。上

一场赛事， 曼联在英超联赛对阵莱

切斯特城， 球队坐镇主场以进攻开

局，持续的压制在8分钟获得点球领

先，最终将1:0的胜果保持到完场。主

场艰难小胜而全取3分后，曼联终结

了之前3战不胜的困境，球队的士气

和信心得到一定的提升。

客队情报：

阿斯塔纳上一场赛

事在哈萨超联赛对阵萨克特卡，球

队虽然轮换部分主力， 但依然能借

助主场之利占据场面优势， 即使半

场前一度失球落后， 下半场还能强

势反攻，最终以 2:1 击败对手。 主场

逆转全取 3 分后， 阿斯塔纳斩获联

赛三连胜， 同时走出之前欧战失利

的阴影。 阿斯塔纳是哈萨超传统豪

门， 过去多年均有进入欧战资格赛

的经验， 上赛季成功卫冕哈萨超冠

军而获得欧冠资格， 但第一轮资格

赛就被淘汰而迫降欧罗巴赛场，球

队先后击败了安道超、 马尔甲以及

白俄超的对手而进入欧罗巴正赛。

周四020�����曼彻斯特联VS阿斯塔纳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42

3.70 5.40”， 让球盘主让 1 球“2.35

3.35 2.30”。

主队情报：

波尔图是葡超豪门

球队， 上赛季仅以 2 分之差屈居葡

超亚军。 在欧冠赛场， 波尔图跻身

8 强。 新赛季， 波尔图人员变动较

大， 包括主力费利佩、 布拉希米、

埃雷拉等 10 名以上一线队球员离

队。 在欧冠附加赛上， 波尔图意外

地被克拉斯诺达尔淘汰， 只能降级

参加欧罗巴杯小组赛。 葡超联赛

中， 波尔图曾客场 2:0 击败卫冕冠

军本菲卡， 但是首轮输给吉维森

特， 上轮 3:2 险胜波尔蒂芒尼斯，

发挥不稳定。

客队情报：

年轻人是上赛季瑞

士超冠军，与波尔图一样，年轻人也

是在新赛季的欧冠附加赛上被淘

汰，他们以客场进球劣势，被贝尔格

莱德红星淘汰， 只能参加欧罗巴杯

小组赛。 年轻人是欧战常客，大赛经

验丰富，但是与波尔图相比，该队整

体实力相差不少。 在多达 4 名主力

后卫和 2 名主力中场离队之后，年

轻人防守表现并不理想， 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 总体来说，年轻人的攻击

力不如上赛季鼎盛时期。

周四011���波尔图VS年轻人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65

3.25 4.10”， 让球盘主让 1球“3.05

3.40 1.87”。

主队情报：

标准列日是上赛季比

甲联赛第3名，本赛季直接参加欧罗巴

杯小组赛。 上赛季，标准列日也进入

到小组赛， 但是他们仅获小组第三，

未能出线。 上赛季，标准列日小组出

线的竞争对手是塞维利亚和克拉斯

诺达尔，新赛季标准列日的竞争对手

除了法兰克福、阿森纳这两强，葡超

劲旅吉马良斯的实力也不容忽视，标

准列日的出线前景堪忧。 新赛季的比

甲联赛已经进行了7轮， 标准列日以5

胜2负积15分领跑积分榜，竞技状态还

算不错。在比甲诸强中，标准列日是典

型的主场龙、客场虫。

客队情报：

吉马良斯是上赛季

葡超第5名，并非葡超强队，说他们

是中上游球队更准确。 不过该队上

赛季曾有战胜过波尔图、 里斯本竞

技这样的不俗战绩，实力不容小视。

新赛季， 吉马良斯多线作战表现一

般， 其中欧罗巴杯资格赛上淘汰罗

甲劲旅布加勒斯特星晋级， 葡超联

赛输给波尔图， 还曾战平博阿维斯

塔、法马利康和里奥阿维，上周末击

败阿维斯才取得首胜。

周四010�����标准列日VS吉马良斯

更多赛事信息关注 《信息时

报》彩票公众号“金狮好运”！

广东体彩官方微信

竞彩官网网址：http://www.sporttery.cn/

本版推介

/

数据 信息时报记者 陈学钢

体彩服务热线 95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