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事编号 联赛 主队

VS

客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五001�澳超 阿德莱德联VS悉尼FC 10-11�16:30��2.52��3.25��2.30

周五002�欧预赛捷克VS英格兰 10-12�02:45��5.65��3.80��1.43

周五003�欧预赛黑山VS保加利亚 10-12�02:45��1.99��3.05��3.25

周五004�欧预赛乌克兰VS立陶宛 10-12�02:45��

周五005�欧预赛冰岛VS法国 10-12�02:45��7.00��4.20��1.32

周五006�荷乙 马斯特里赫特VS坎布尔 10-12�02:45��4.50��4.00��1.50

足球赛事

主队

VS

客队 让球 胜

�

平

��� �

负

阿德莱德联VS悉尼FC +1�� 1.46� 3.95� 5.00

捷克VS英格兰 +1�� 2.36� 3.40� 2.37

黑山VS保加利亚 -1 4.20� 3.60� 1.61

乌克兰VS立陶宛 -2� 1.69� 4.20� 3.25

冰岛VS法国 +1� 2.72� 3.35� 2.12

马斯特里赫特VS坎布尔 +1� 2.20� 3.70� 2.42

让球胜平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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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99

3.05 3.25”， 让球盘主让 1 球“4.20

3.60 1.61”。 欧预赛小组赛第 7 轮，A

组的一场比赛。

主队情报：

黑山上一场欧预赛

对阵捷克，球队虽有主场之利，半场

前仅凭借充分体力保持不失， 下半

场通过阵型调整依然无法扭转被动

局势，阵型前压漏出较多防守空档，

最终以 0:3 落败收场。主场全失 3 分

后， 黑山在友谊赛提升的士气再度

被打击， 球员在欧预赛的信心持续

处于低谷。 黑山目前世界排名第 39

位，是欧洲中游实力队伍，在本届欧

预赛之前的 5 轮仅获得 2 场平局而

排名 A 小组垫底位置， 同时是进球

最少、失球最多的队伍，呈现疲弱的

竞技状态。 较为有利的是，黑山在主

场有较为积极的进攻理念， 过去 4

场赛事有 3 战取得进球， 哪怕对阵

实力强大的英格兰， 拥有一定的主

场气势。

客队情报：

保加利亚上一场赛

事在友谊赛作客爱尔兰， 球队受制

于对手的主场气势落于下风， 无论

控球时间和创造射门机会均少于对

手， 半场前还能凭借体力保持不

少， 下半场调整阵容导致防线失漏

增多而失守， 最终以 1:3 落败收场。

虽然仅是友谊赛失利， 但保加利亚

延续了 4 场赛事连败并陷入 9 场不

胜的困境， 球队的士气低迷。 保加

利亚目前世界排名第 45 位， 是欧

洲第三档实力队伍， 在本届欧预赛

的 A 小组进行了 5 轮依然未尝一胜

后处于提前出局的边缘， 此役作客

黑山将是能否保存希望的关键大

战。 保加利亚的客场成绩较差， 过

去 6 个客战未尝一胜并遭遇三连

败， 过去也累积连续 15 个客战有

失球， 攻守体系较为失衡， 目前的

竞技状态低迷。

周五003 �黑山VS保加利亚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5.65

3.80 1.43”，让球盘主受让 1 球“2.36

3.40 2.37”。 欧预赛小组赛第 7 轮，A

组的一场焦点大战。

主队情报：

捷克上一场欧预赛

作客黑山， 球队采用积极的进攻策

略占据场面主动， 半场前虽然没有

进球， 但成功消耗并摸清对手， 下

半场加强速率后形成压制， 最终以

3:0 大胜而回。 客场凯旋后， 捷克

走出了之前爆冷失利的阴影， 球员

用三个进球证明了球队的士气高

涨。 捷克目前世界排名第 48 位，

在欧洲属于第二档实力队伍， 在本

届欧预赛 A 组以 5 战 3 胜的成绩排

名第二位， 场均进球数接近 2 球，

但失球数较多而呈现攻强守弱的属

性。 捷克在主场惯用积极的进攻打

法， 过去连续 9 个主场没有出现平

局而斩获 6 胜， 并且持续 9 场获得

进球， 即使对阵巴西、 德国等世界

强队依然保持进取风格， 拥有较强

的主场气势。

客队情报：

英格兰上一场欧预

赛对阵科索沃， 球队借助主场之利

打出积极进攻， 半场前形成压制而

斩获 5 球， 下半场球员心态放松而

缺乏足够的攻势牵制而连续失球，

但最终依然以 5:3 获胜收场。主场全

取 3 分后， 英格兰斩获两连胜并延

续了 11 场赛事不败的良好走势，球

队的士气和信心均大幅提升。 英格

兰在之前的第一届欧国联无法夺

冠， 球队需要通过欧预赛来争夺欧

洲杯正赛门票， 而本届欧预赛有上

佳表现，虽然仅进行了 4 轮，但保持

全胜而高居头名， 此役若能再度全

取 3 分无疑大大增加了提前出线的

希望，战意可信。 英格兰以 19 个进

球成为欧预赛小组赛阶段进攻力最

强的队伍， 阵中大部分球员在年青

时期一同成长， 拥有较好的默契和

配合度， 整体平均年龄不大但都在

各大欧洲豪门效力，占据优势。

周五002 �捷克VS英格兰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未开出

指数， 让球盘主让 2 球“1.69 4.20

3.25”。 欧预赛小组赛第 7 轮，B 组的

一场比赛。

主队情报：

欧锦赛预选赛分 10

个小组， 其中 5 个组由 5 队组成，5

个组由 6 队组成。 采取主客场双循

环赛制，每组前两名、共 20 支球队

将晋级欧洲杯决赛圈。 另外 4 个名

额则由欧洲国家联赛决出。 乌克兰

上一场比赛的对手正是立陶宛。 他

们虽然身处客场但场面上却处于绝

对上风，最终凭借津琴科、马洛斯以

及马林诺夫斯基建功， 以 3:0 凯旋。

此番回师主场再迎战立陶宛， 相信

乌克兰取得 3 分并非难事。 乌克兰

在前 5 轮小组赛中取得 4 胜 1 平的

佳绩，目前排名 B 组首位，高出第二

名的葡萄牙 5 分，今战再胜，球队头

名出线前景大好。 前 5 场小组赛，乌

克兰共打进 11 球丢 1 球，攻防两端

表现上佳。 此外，乌克兰主战十分强

势，近 6 场主场赛事豪取 5 胜 1 平，

其中 4 场零封对手。

客队情报：

立陶宛继输给乌克

兰后，上轮主场又遭到葡萄牙 5:1 血

洗， 最近三轮小组赛均净输 3 球或

以上，表现惨不忍睹。 前 5 轮小组赛

战罢，立陶宛只有一分进账，目前 B

组垫底，基本可宣布提前出局，剩下

的几场小组赛只是例行公事， 战意

成疑。 立陶宛在 5 场小组赛中丢了

15 球，场均丢 3 球的防线形同虚设；

而进攻端方面也只有 4 球进账，可

谓是攻守皆颓。 效力于华沙军团的

中场诺维科瓦斯有 2 球进账。 立陶

宛是欧洲有名的鱼腩， 硬实力自然

难以与乌克兰相提并论， 加上他们

客战一向一塌糊涂， 此番出征实在

凶多吉少。

周五004 �乌克兰VS立陶宛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2.52

3.25 2.30” ， 让球盘主受让 1 球

“1.46 3.95 5.00”。 这是 2019/20 赛

季澳超联赛揭幕战， 由阿德莱德联

主场迎战悉尼 FC。

主队情报：

阿德莱德联上赛季

表现不错， 早早就获得了澳足总杯

冠军的情况下， 依然在联赛中保持

着较强的进取心， 他们在季后赛首

轮淘汰了墨尔本城， 可惜半决赛点

球惜败给珀斯光荣。 新赛季， 阿德

莱德联继续在足总杯高歌猛进， 已

经跻身决赛， 10 月 23 日， 他们将

与墨尔本城争夺冠军。 目前阿德莱

德联非常期待卫冕足总杯， 他们希

望在决赛之前， 把竞技状态调整到

最好。

客队情报：

悉尼 FC 是上赛季

澳超常规赛亚军， 季后赛总冠军得

主。 不过， 悉尼 FC 亚冠小组赛就

出局， 新赛季该队进入到季后赛没

有太大问题， 可能会在亚冠赛场有

所侧重。 新赛季， 悉尼 FC 基本上

保留住了上赛季的主力结构， 仅布

里兰特离队略有隐忧。 新援中， 巴

巴罗塞斯上赛季就打出了名气， 后

卫麦克格文则是曾效力中超多队的

澳洲国脚， 总体来看， 悉尼 FC 攻

守两端都有一些提升， 仍是本赛季

总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周五001 �阿德莱德联VS悉尼FC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7.00

4.20 1.32”， 让球盘主让 2 球“1.69

4.20 3.25”。 欧预赛小组赛第 7 轮，H

组的一场焦点大战。

主队情报：

上场比赛，冰岛与阿

尔巴尼亚上演对攻大战， 双方打得

难分难舍，最后冰岛运气欠佳以 2:4

败下阵来， 终结了三连胜的强劲走

势，颇为打击士气。 如今小组赛 6 轮

战罢， 冰岛录得 4 胜 2 负排名 H 组

第三位，落后本轮对手法国队 3 分。

双方首回合交手， 冰岛遭到法国队

4:0 血洗，至此双方 4 次交手，冰岛 1

平 3 负，两队差距可见一斑。 但本场

比赛，由于法国队折损多名大将，加

上是历史首次前往冰岛作客， 拥有

主场优势的冰岛队或许能止住交锋

颓势。 最近冰岛在主场豪取三连胜，

包括 2:1 击败了土耳其，而法国队在

小组赛中唯一一败就是拜土耳其所

赐。 近年来，冰岛这支小国球队进步

很大，他们曾在 2016 欧洲杯杀入八

强、在 2017 年打入世界杯决赛圈并

在 2018 世界杯首轮 1:1 逼平梅西领

衔的阿根廷， 说明这支球队的实力

不容小视。 而且相比很多国家队和

俱乐部靠的是球星的个人能力获取

比赛的胜利， 而冰岛队靠的是球队

的整体实力。

客队情报：

法国队在前 6 场小

组赛中录得 5 胜 1 负， 目前因对赛

胜负关系屈居土耳其之下， 排名 H

组次席， 为争取头名出线， 是役战

意毋庸置疑。 在输给土耳其之后，

法国小组赛豪取三连胜且均净胜对

手 3 球或以上。 他们在前 6 轮比赛

中共打进 19 球， 是 55 支球队中进

球最多的， 攻击力十分强悍。 但本

场比赛， 由于姆巴佩和博格巴两大

射手， 以及门将洛里等人的伤缺，

法国队实力受损。 而且近年来， 法

国队客战取胜能力较差， 近 5 个客

场赛事只赢了 2 场， 其余三战全部

交白卷。

周五005 �冰岛VS法国

今日竞彩受注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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