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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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预赛中国VS关岛 10-10�20:00��

周四002�世预赛乌兹别克斯坦VS也门 10-10�20:00

周四003�世预赛越南VS马来西亚 10-10�21:00��1.40��3.70��6.45

周四004�世预赛约旦VS科威特 10-11�00:00��1.51��3.40��5.45

周四005�世预赛沙特VS新加坡 10-11�01:00��

周四006�欧预赛荷兰VS北爱尔兰 10-11�02:45��1.11��6.00�14.00

周四007�欧预赛克罗地亚VS匈牙利 10-11�02:45��1.29��4.20��7.95

周四008�欧预赛斯洛伐克VS威尔士 10-11�02:45��2.29��2.93��2.77

周四009�欧预赛奥地利VS以色列 10-11�02:45��1.30��4.20��7.55

周四010�欧预赛拉脱维亚VS波兰 10-11�02:45

周四011�欧预赛俄罗斯VS苏格兰 10-11�02:45��1.41��3.75��6.10

周四012�欧预赛马其顿VS斯洛文尼亚 10-11�02:45��2.92��2.98��2.17

周四013�巴甲 科林蒂安VS巴拉纳竞技 10-11�06:15��1.83��2.95��3.95

周四014�巴甲 阿瓦伊VS瓦斯科达伽马 10-11�06:15��2.55��2.72��2.65

周四015�巴甲 弗拉门戈VS米内罗竞技 10-11�07:00��1.39��3.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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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51

3.40 5.45”， 让球盘主让 1球“2.77

3.10 2.20”。

主队情报：

B组中，澳大利亚实力

最强， 也是小组第一的最大热门，约

旦和科威特实力次之， 不出意外的

话， 小组第二将在这两队之间产生。

小组赛首战，约旦客场2:1击败中国台

北，总体表现不如预期。 上个月的热

身赛中，约旦队2:4不敌南美球队巴拉

圭。 就世界排名来看，约旦队要高出

科威特不少，但是就往绩而言，两队

基本上旗鼓相当， 在西亚都属于二

流。 此番坐镇主场，约旦机会更大。

客队情报：

最近几年，科威特很

少能够出现在洲际大赛的舞台上，

只是偶尔在热身赛上有过稍纵即逝

的不错表现， 比如去年曾战平埃及

队、伊拉克队，击败阿联酋队。 总体

上，科威特的战绩不如约旦队，在世

预赛小组赛首轮， 科威特主场7:0大

胜尼泊尔， 但是次轮主场0:3完败给

澳大利亚。 科威特与约旦队之间相

互比较熟悉， 技战术打法都属于比

较稳健的一类， 都缺乏大胜对手的

实力。

周四004 �约旦VS科威特

今日竞彩受注赛程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40

3.70 6.45”， 让球盘主让 1 球“2.37

3.20 2.48”。

主队情报：

作为第二档球队中

唯一一支东南亚球队， 越南队信心

十足， 他们的目标不会是小组第

二。 这支以 2017 年参加 U20 世青

赛和 2018 年 U23 亚洲杯夺得亚军

的球员为班底的球队， 有着强烈的

进取心。 G 组中， 越南队想要出线

难度不小， 除了阿联酋， 多年的东

南亚霸主泰国队也是不可忽视的对

手。 小组赛首战， 越南队客场 0:0

战平昔日的东南亚霸主泰国队， 这

是可以接受的结果。 本场对阵实力

稍逊的马来西亚， 越南队的目标就

是全取 3 分， 否则的话， 越南队将

失去争夺小组第一的主动权， 另外

一点， 他们还需要争取更多净胜

球。

客队情报：

马来西亚是亚洲弱

旅，与突飞猛进的越南队相比，马来

西亚近些年也没有什么进步， 在东

南亚，马来西亚也只能算劲旅级别，

并不具备出线实力。 不过在去年的

东南亚锦标赛上， 马来西亚出人意

料地杀入到了决赛，决赛中，马来西

亚以两回合 2:3 的总比分输给了越

南队而屈居亚军。 而在世预赛前两

轮， 马来西亚客场 3:2 战胜印尼、主

场 1:2 不敌阿联酋，基本上发挥出了

真实水准，并无意外惊喜。

周四003 �越南VS马来西亚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未开出

指数， 让球盘主让 2 球“1.90 3.90

2.80”。

主队情报：

D组中， 沙特是第一

档球队，即种子队，乌兹别克斯坦是

第二档球队，这两队是小组前两名最

有力的争夺者。 但是小组赛首战，乌

兹别克斯坦客场0:2不敌巴勒斯坦，爆

出大冷， 如果本场比赛不能击败也

门，乌兹别克斯坦的出线压力会越来

越大。 作为亚洲劲旅，乌兹别克斯坦

今年曾击败中国队、朝鲜队和叙利亚

队，此番又是主场作战，乌兹别克斯

坦本场比赛还是胜算更大。

客队情报：

也门现世界排名第

137 位，在亚洲范围内也属于弱旅级

别。 今年的亚洲杯上，也门队小组赛

3 战皆负，其中 0:2 完败给越南队，0:

3 负于伊拉克队。 但是在世预赛上，

前两场小组赛，也门队客场 2:2 战平

新加坡，主场 2:2 战平沙特队，尤其

是战平沙特一役令人刮目相看。 随

着乌兹别克斯坦爆冷输球， 让也门

队看到了争夺小组出线的希望，本

场比赛求胜欲不次于主队， 加上战

平沙特队的经历，球队自信心较足。

周四002 �乌兹别克斯坦VS也门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未开出

指数， 让球盘主让 4 球“1.42 5.65

3.87”。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40 强赛

分成 8 组，每组 5 支球队，小组第一

和成绩最好的 4 个小组第 2 晋级下

一轮， 总计 12 支球队进入第三阶

段。

主队情报：

A 组中，中国队的最

大对手是叙利亚， 这两队将争夺小

组第一，至于菲律宾、关岛和马尔代

夫基本上属于“陪太子读书” 的角

色。 尽管中国队实力远超关岛，主教

练里皮也相当重视， 不仅征召了顶

尖球员， 相信也会派上最强阵容出

战，他希望取得更多净胜球。 当然，

中国队也要考虑 5 天之后客场挑战

菲律宾的比赛，拿下这两场比赛，中

国队基本上就确立了出线优势，只

要放平心态，中国队获胜没有难度。

客队情报：

关岛是名副其实的

鱼腩球队，在实行归化政策之后，球

队进步不小， 但非职业球员占据大

多数， 归化球员也仅限于美职联和

新西兰联赛。 世预赛上，关岛是以两

回合总比分 5:1 淘汰了不丹之后，进

入到 40 强赛。 小组赛前两轮，关岛

都是主场作战，结果他们 0:1 不敌马

尔代夫、1:4 负于菲律宾。 很显然，关

岛的整体实力恐怕还不如马尔代

夫，以中国队的水准，关岛是没有能

力爆冷，只能是少输当赢，本场比赛

可能会采取密集防守策略。

周四001 �中国VS关岛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未开出指

数，让球盘主让2球“1.78 4.10 3.00”。

主队情报：

D 组中，沙特是第一

档球队，即种子队，乌兹别克斯坦是

第二档球队， 这两队是小组前两名

最有力的争夺者。 但是小组赛首轮，

沙特队客场以 2:2 艰难战平也门队，

爆出不小的冷门。 好在竞争对手乌

兹别克斯坦也状态不佳， 首轮输给

巴勒斯坦。 与新加坡相比，沙特队全

方位占优， 首轮意外平局也会给球

队提醒，相信此战会提高注意力，主

场拿下新加坡难度不大。 不过，考虑

到随后要客战巴勒斯坦， 沙特队确

保胜局后恐怕会有所保留。

客队情报：

小组赛前两轮，新加

坡队都是主场作战， 结果他们战平

也门队，击败巴勒斯坦，目前暂列 D

组积分榜头名。 虽然新加坡的球员

们自己也清楚， 他们最终很难获得

小组出线权， 但是前两轮的表现确

实值得赞许，士气高涨的情况下，开

始他们的客场之旅不是坏事。

新加坡队内没有什么特别知名

的球员， 能够持续爆冷既有他们技

术流打法的功劳， 也得益于主场优

势和运气，另外就是对手不够重视。

因此， 本场比赛沙特队提高重视等

级之后， 新加坡队想要继续爆冷的

可能性微乎其微。

周四005 �沙特VS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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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

束休市之后， 从本周二开始的竞彩周

期

（

2019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7

日）

正值 10 月国际比赛日期间，

意味着欧洲主流联赛将暂休

两周，而代之以世预赛、欧预

赛等国际比赛。出征世界杯亚

洲区预选赛的国足将接连迎

来关岛和菲律宾两个对手，在

首战大胜马尔代夫之后，里皮

率领的国足还希望能更进一

步。

欧预赛方面， 英格兰、西

班牙、意大利都渴望能延续全

胜的势头，而起步不佳的葡萄

牙虽然有欧国联的外卡，却也

不会甘于人后。 另外、日本联

赛杯、澳超以及巴甲还都在继

续进行。本周期预计开售胜平

负单固游戏 10 场， 其中 2 场

日本联赛杯、 两场世预赛、4

场欧预赛、两场澳超。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7 日，竞彩胜平负单固预计开售场

次如下：

足球单固早知道

国足渴望连胜

10月9日（周三）1场

日赛杯 川崎前锋VS鹿岛鹿角 10-09�18:00

10月10日（周四）1场

世预赛 中国VS关岛 10-10�20:00

10月11日（周五）1场

欧预赛 捷克VS英格兰 10-12�02:45

10月12日（周六）2场

澳超 墨尔本胜利VS墨尔本城 10-12�16:30

欧预赛 挪威VS西班牙 10-13�02:45

10月13日（周日）2场

日联杯 鹿岛鹿角VS川崎前锋 10-13�14:00

澳超 珀斯光荣VS布里斯班狮吼 10-13�15:00

10月14日（周一）1场

欧预赛 乌克兰VS葡萄牙 10-15�02:45

10月15日（周二）2场

世预赛 菲律宾VS中国 10-10�20:00�

欧洲杯预选赛 瑞典vs西班牙 10-16�0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