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

都未曾开出指数。 韩职联赛第 31 轮

比赛，浦项制铁主场迎战济州联。

主队情报：

上场比赛，浦项制铁

2:1 力克 FC 首尔， 连续 4 轮不败的

同时，主场豪取 3 连胜，在目前的 K

联赛积分榜上， 浦项制铁暂列第 8

位，仅落后第 6 名的水原三星 1 分。

如果最后 3 轮常规赛能够击败济州

联、庆南 FC 和蔚山现代，浦项制铁

进入到争冠组的希望极大。 往绩方

面， 浦项制铁今年主客场两度交锋

济州联，都以 1:1 的比分战平，目前

浦项制铁虽然状态不错， 但是考虑

到对手保级心切， 上轮同样状态爆

发，此战未必能够轻松获胜。

客队情报：

济州联上轮主场 3:0

大胜城南俱乐部， 时隔 9 轮重回胜

轨， 这也是该队本赛季第 3 场主场

胜利。 客场方面， 济州联的表现更

差，仅有 1 胜，战胜过江原 FC。 由于

保级对手仁川联上轮平局， 济州联

升至积分榜倒数第 2 位， 落后安全

区的庆南 FC 也仅 1 分，保级形势继

续处于胶着状态。 济州联是目前 K

联赛失球最多的球队， 上轮零封战

胜城南俱乐部令球队上下欢欣鼓

舞， 如果本场能够打破连续 3 个客

场进球荒， 相信会大大提升球队保

级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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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都

未曾开出指数。 法甲联赛第 7 轮比赛，

第戎主场迎战马赛。

主队情报：

第戎是法甲中下游球

队， 上赛季法甲 38 轮战罢， 第戎以 9

胜 7 平 22 负积 34 分，进球 31 粒失球

60 粒的战绩位列积分榜倒数第 3 位，

最终靠附加赛保级；整体攻防都较差，

目前联赛战罢 6 轮， 球队至今没有 1

胜。 第戎依靠主场拿分，上赛季第戎法

甲一共赢 9 场，其中主场占据 6 场，新

赛季目前唯一的 1 分，1 场平局， 都是

在主场获得。 阵容方面，第戎的主力前

锋萨义德转会去了图卢兹， 并且替补

前锋卡巴也离开球队， 他们二人的离

去将进一步削弱球队的进攻。

客队情报：

本赛季， 马赛低开高

走，球队在联赛前两轮遭遇 1 平负后，

近 4 场法甲收获 3 胜 1 平，保持不败，

球队状态持续回暖，并且马赛本赛季 3

个客场以 2 胜 1 平保持不败， 球队客

战能力还不错，且客场场均进球 2 个，

锋线得分能力不错。 本赛季，马赛没有

欧战任务，球队只有杯赛和联赛要打，

在大巴黎联赛有绝对的统治力下，球

队会更偏向于杯赛。 本赛季球队也没

有怎么引援， 只是从博卡青年签来了

29 岁前锋贝内德托和租借西甲比利亚

雷尔后卫冈萨雷斯， 球队阵容并没有

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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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

都未曾开出指数。 西甲联赛第 6 轮

比赛，贝蒂斯主场迎战莱万特。

主队情报：

皇家贝蒂斯是西甲

中游球队， 上赛季西甲 38 轮战罢，

以 14 胜 8 平 16 负积 50 分，进球 44

粒失球 52 粒的战绩最终排在第 10；

赛季前，贝蒂斯更换主帅，由上个赛

季带领西班牙人杀入欧联杯的鲁比

担任主帅。 他来到贝蒂斯，先是召来

了自己的徒弟伊格莱西亚斯， 后又

迎来埃莫森、 费基尔等实力球员也

先后加盟贝蒂斯， 整支球队本赛季

在西甲还是有很强的竞争力， 球队

力争本赛季欧战资格。 但是首轮贝

蒂斯主场爆冷输给巴利亚多， 球队

还需要多磨合。

客队情报：

上场比赛，莱万特主

场迎战埃瓦尔，双方经过 90 分钟的

激战，最终以 0:0 握手言和，目前莱

万特 2 轮不胜， 终结了此前 2 连胜

的不错状态。 并且本赛季的两场败

局，都是在客场败下阵来的，虽然有

一场球队差点逼平西甲豪门皇马，

但是另一场败局输给西甲中下游球

队，就不应该了。 在人员方面，赛季

前，莱万特杰森、加西亚、洛佩斯等

球员悉数离开， 同时球队签下了梅

莱罗、杜亚特和莱昂等新人，整体战

力没有太大提升， 但是球队磨合速

度很快， 进攻和防守在联赛目前属

于中上游水准。 莱万特上个赛季表

现不佳，球队最终取得第 15 名的成

绩，惊险保级成功，本赛季球队状态

不错， 面对纸面实力相差不多的贝

蒂斯，是一场苦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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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

都未曾开出指数。 英联赛杯除了半

决赛外，其余每轮均一场定胜负，如

战平则进行加时赛， 若加时再平则

点球决胜。 这是第三轮赛事。

主队情报：

上周末的联赛，由于

两队实力差距较大， 阿森纳即使在

10 人应战下依然能够踢进 3 球，最

终主场 3：2 击败升班马阿斯顿维

拉。 枪手取得了双线两连胜，近 4 场

正式比赛保持不败， 新赛季以来各

项赛事仅输了一场，对手是利物浦，

整体状态相当出色。 尤其最近阿森

纳火力全开， 持续 4 战每场至少打

进 2 球，期间奥巴梅扬连番进球，状

态火爆， 佩佩和钱伯斯也在上轮打

进了赛季处子球。 由于近期赛程较

为紧密， 加上本周末联赛将迎来与

曼联的较量， 因此此番面对低组别

的诺丁汉森林， 估计枪手会选择轮

换阵容，给予主力更多的休息时间。

客队情报：

英冠球队诺丁汉森

林新赛季呈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

首战遭遇开门黑， 但随后 9 场正式

比赛豪取 6 胜 3 平， 目前正处于士

气高涨。 诺丁汉森林场场破门，不过

进攻效率不高， 近 3 场比赛单场都

只有一球进账。 但是他们的防守能

力非常强，9 场比赛多达 5 场零封对

手，只丢了 4 球，稳健的防守是他们

立足不败的法宝。 近期诺丁汉森林

的赛程压力并不大， 本周末的联赛

对手是开季一胜难求的斯托克城，

因此此番面对阿森纳， 森林可以全

力一战， 球队上下也都期待着爆冷

战胜阿森纳这样的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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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都

未曾开出指数。 意甲第 5 轮联赛，尤文

客场挑战布雷西亚。

主队情报：

作为上赛季的意乙冠

军， 布雷西亚是本赛季三支升班马中

表现较好的一支， 上周末凭借罗姆罗

索萨的一箭定江山， 他们客场以 1:0

力克乌迪内斯， 前 4 轮录得 2 胜 2

负， 目前暂居积分榜第 11。 中场球员

罗姆罗索萨最近脚风颇顺， 连续两轮

制造入球； 而前锋唐纳鲁马是上赛季

意乙的金靴， 他在对阵博洛尼亚的一

役中梅开二度， 至今新赛季已经斩获

3 球， 表现依然不俗。 现年 19 岁的托

纳利被人们誉为意大利足坛冉起的新

星， 这名布雷西亚后腰球员此前还入

选了意大利国家队， 由他领衔的中后

场表现较为稳健， 除对阵博洛尼亚一

役丢了 4 球外， 其余 3 战才合计失 1

球。 布雷西亚新赛季至今仅在主场作

赛一场， 就是 3:4 不敌博洛尼亚的比

赛。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他们上赛季

意乙联赛主场胜率超过 7 成， 主场战

斗力不错。

客队情报 ：

上周的意甲联赛中，

尤文图斯凭借头号球星 C 罗的传射建

功， 主场以 2:1 的比分险胜另一支升

班马球队维罗纳， 前 4 轮取得 3 胜 1

平保持不败， 紧随全胜的国米排名积

分榜次席。 经历了与马竞的欧冠小组

赛后， 萨里上周的联赛实行轮换， 布

冯迎来回归后的首秀， 表现依旧让人

放心， 拉姆塞和德米拉尔也是迎来尤

文图斯生涯首次首发， 前者更是攻入

加盟后的首粒入球。 迪巴拉上轮也是

本赛季首次首发， 表现不错。 值得一

提的是， C 罗最近给人一种疲态的感

觉， 但在上周末的比赛中， 制造了两

个进球， 是球队取得胜利的最大功

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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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编号 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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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队

VS

客队

��

比赛时间

周二001 韩职 浦项制铁VS济州联 09-24�18:30

周二002 西甲 巴利亚多利德VS格拉纳达CF 09-25�01:00

周二003 法甲 第戎VS马赛 09-25�01:00

周二004 瑞超 佐加顿斯VS法尔肯堡 09-25�01:00

周二005 瑞超 卡尔马VS松兹瓦尔 09-25�01:00

周二006 西甲 皇家贝蒂斯VS莱万特 09-25�02:00

周二007 英联赛杯 阿森纳VS诺丁汉森林 09-25�02:45

周二008 英联赛杯 普雷斯顿VS曼彻斯特城 09-25�02:45

周二009 英联赛杯 谢菲尔德星期三VS埃弗顿 09-25�02:45

周二010 英联赛杯 沃特福德VS斯旺西 09-25�02:45

周二011 意甲 布雷西亚VS尤文图斯 09-25�03:00

周二012 西甲 巴塞罗那VS比利亚雷亚尔 09-25�03:00

周二013 法甲 摩纳哥VS尼斯 09-25�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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