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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2.16 3.53

2.66”， 让球盘主让 1球“4.35 3.95

1.55”。 瑞超常规赛第28轮比赛。

主队情报：

厄勒布鲁上轮联赛做

客挑战卫冕冠军索尔纳， 球队受制于

对手的主场气势而处于下风，最终0：2

完败收场，无缘拿分。 最近4轮联赛，厄

勒布鲁遭遇3场败仗， 并且这3场败仗

颗粒无收， 进攻端陷入了全线哑火的

局面。 战罢27轮，厄勒布鲁取得9胜5平

13负，打进38球，失掉46球，积32分排

名联赛第9位， 在联赛还剩最后3轮的

情况下，球队已经保级成功，因此剩下

的比赛战意飘忽。 值得一提的是，厄勒

布鲁最近主场成绩不俗， 近3战豪取2

胜1平保持不败。

客队情报：

埃尔夫斯堡上轮联赛

坐镇主场迎战法尔肯堡， 球队借助主

场优势展开积极进攻，最终4-0大胜对

手，轻松收获3分。 最近3轮联赛，埃尔

夫斯堡取得2胜1平保持不败， 状态相

比之前有所提升。 战罢27轮，埃尔夫斯

堡取得9胜9平9负，打进38球，失掉42

球，积36分排名联赛第8位，同样处在

无欲无求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临近

赛季末期， 埃尔夫斯堡的客场状态开

始复苏，连续4个客场保持不败，具备

一定的拿分能力。

周一002 厄勒布鲁VS埃尔夫斯堡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4.25

3.55 1.65”，让球盘主受让1球“1.97

3.35 3.10”。 瑞超常规赛第28轮比

赛。

主队情报：

哥德堡上轮联赛做

客挑战豪门马尔默，球队后卫卡利

赛下半场吃到红牌被罚出场，少打

一人的情况下被对手攻破城门，最

终0：1遗憾落败，无缘拿分。 最近3

轮联赛，哥德堡一胜难求，更可怕

的是这3场比赛球队颗粒无收，攻

守两端均陷入僵局， 士气遭遇重

创。 战罢27轮，哥德堡取得12胜9平

6负，打进39球，失掉27球，积45分

排名联赛第7位， 已经彻底无缘下

赛季欧战，同时降级无忧，处于无

欲无求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哥

德堡的主场不败率极高， 赛季13个

主场仅有1场败仗。

客队情报：

佐加顿斯上轮联赛

坐镇主场迎战哈马比，这是一场强

强对话，最终球队在多打一人的情

况下被对手2：1击败，无缘拿分。 之

前联赛4连胜的火爆表现就此戛然

而止，球队的士气和信心遭到较大

的打击。战罢27轮，佐加顿斯取得18

胜5平4负，打进47球，失掉17球，积

59分因净胜球劣势退居积分榜次

席。 从目前的积分形势上， 佐加顿

斯的争冠之路再生变数，除榜首的

马尔默外，哈马比和索尔纳均是球

队的有力竞争者。 值得一提的是，

佐加顿斯的客战能力排名联赛第

一位，13个联赛客场赢下了9场。

周一001 IFK哥德堡VS佐加顿斯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未

曾开出指数。 荷乙常规赛第10轮比赛。

主队情报：

布雷达上轮联赛做客

挑战埃因霍温FC， 球队受制于对手的

主场优势而处于下风， 好在进攻端表

现抢眼，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最终球队

2：2战平对手，拿到了宝贵一分。 未能

延续之前4连胜的出色表现，球队的信

心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最近6轮联赛连

续保持不败， 状态非常稳定。 战罢11

轮， 布雷达少赛一场取得7胜2平1负，

打进17球，失掉7球，积23分排名联赛

第2位，落后榜首的坎布尔2分，本场补

赛如果能够全取3分将取代对手占据

榜首位置，因此战意充足。

客队情报：

格拉夫夏普上轮联赛

做客挑战乌德勒支青年队， 球队两度

扳平，最终2：2与对手握手言和，拿到1

分。 最近3轮联赛，格拉夫夏普全部取

得平局，加上之前的比赛，球队夺得了

5场平局，完全陷入了平局深渊，对球

队的前进之路影响较大。 战罢11轮，格

拉夫夏普少赛一场取得5胜5平保持不

败，打进19球，失掉6球，积20分排名联

赛第3位，与本场比赛对手相差3分。 值

得一提的是， 本场比赛是一场降班马

大战，球队最近2次客场面对布雷达全

部落败，交锋心理处于下风。

周一006 布雷达VS格拉夫夏普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

未曾开出指数。 荷乙常规赛第10轮

比赛。

主队情报：

埃因霍温青年队上

轮联赛做客挑战奈梅亨， 球队在场

面上完全被对手压制， 不论是控球

率还是射门次数均远远落后于对

手，最终0：1遗憾告负，未能拿分。 最

近5轮联赛，埃因霍温青年队输掉了

4场， 状态依旧深陷低谷难以自拔。

战罢11轮， 埃因霍温青年队少赛一

场取得2胜1平7负， 打进12球， 失

掉21球， 积7分排名联赛倒数第2

位， 表现相比上赛季下滑明显。 值

得一提的是， 埃因霍温青年队本赛

季无论是进攻能力还是防守能力均

排名倒数， 各项数据无一亮点， 状

态极差。 好在球队的胜仗全部是在

主场取得， 此役回到主场具备一定

的利好。

客队情报：

埃因霍温FC上轮联

赛坐镇主场迎战强敌布雷达， 球队

两度领先两度被对手扳平， 最终经

过90分钟的激战，双方2：2握手言和

各取一分。 最近6轮联赛，埃因霍温

FC只有一场胜仗， 赛季初期3胜1平

的火热表现渐行渐远， 士气和信心

均跌至低谷。战罢11轮，埃因霍温FC

少赛一场取得4胜3平3负， 打进17

球，失掉19球，积15分排名联赛第9

位，表现中规中矩。埃因霍温FC的进

攻能力尚可，但防守表现低迷，是中

上游球队中失球数最多的球队之

一。 另外，球队最近7次面对埃因霍

温青年队全部落败， 交锋心理处于

劣势。

周一005 埃因霍温青年队VS埃因霍温FC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35

4.55 6.10”， 让球盘主让1球“2.07

3.65 2.70”。 挪超常规赛第25轮比

赛。

主队情报：

博德闪耀上轮联赛

做客挑战利勒斯特罗姆， 球队虽然

在场面上占据优势， 但进攻端完全

哑火，最终0：0与对手互交白卷各取

一分。最近4轮联赛，博德闪耀取得1

胜3平保持不败，但过多的平局限制

了球队的前进脚步。战罢24轮，博德

闪耀取得14胜6平4负，打进54球，失

掉34球， 积48分排名联赛第2位，距

离榜首的莫尔德还有5分的差距，仍

有争冠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博德

闪耀的进攻能力出众， 目前与莫尔

德并列联赛进球数最多的球队，但

球队的防守表现欠佳， 是典型的攻

强守弱球队。

客队情报：

姆延达伦上轮联赛

坐镇主场迎战斯特罗姆加斯特，球

队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对手扳

平，最终1：1与对手握手言和各取一

分。虽然未能取得胜利，但一场平局

总算结束了球队的2连败之旅，球队

的士气和信心稍有提高。 但需要注

意的是， 球队最近6轮联赛一胜难

求， 状态依然处在低谷中。 战罢24

轮， 姆延达伦取得4胜10平10负，打

进30球，失掉44球，积22分排名联赛

倒数第2位， 距离安全区还有1分的

差距，保级压力巨大。

周一003 �博德闪耀VS姆延达伦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未

曾开出指数。 荷乙常规赛第10轮比赛。

主队情报：

阿贾克斯青年队上轮

联赛做客挑战阿尔克马尔青年队，2：3

爆冷输球， 无缘拿分。 客场爆冷输球

后， 阿贾克斯青年队之前3胜1平的不

败记录宣告终结， 球队的士气和信心

均受到一定的影响。 战罢11轮，阿贾克

斯青年队少赛一场取得5胜2平3负，打

进29球，失掉17球，积17分排名联赛第

6位。 本赛季的进攻能力一如既往的犀

利， 目前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与领头

羊坎布尔并列联赛进球数最多的球

队。

客队情报：

乌德勒支青年队上轮

联赛坐镇主场迎战强敌格拉夫夏普，

球队中场乔纳斯上下半场各入1球，但

对手在比赛最后时刻完成绝平， 最终

双方2：2战成平手，各取一分。 虽然未

能延续之前的胜势， 但乌德勒支青年

队已经连续7场联赛保持不败，状态非

常稳定， 可以说现阶段球队是本赛季

进步最快的球队之一。 战罢11轮，乌德

勒支青年队少赛一场取得5胜3平2负，

打进21球，失掉14球，积18分排名联赛

第5位，表现值得称赞。 值得一提的是，

在前两个客场连续输球之后，最近3个

联赛客场，球队均保持不败。

周一004 阿贾克斯青年队VS乌德勒支青年队

足球赛事

赛事编号 联赛

����

主队

VS

客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一001 瑞超 IFK哥德堡VS佐加顿斯 10-22�01:00�� �4.25����3.55��1.65

周一002 瑞超 厄勒布鲁VS埃尔夫斯堡 10-22�01:00�� �2.16����3.53��2.66

周一003 挪超 博德闪耀VS姆延达伦 10-22�01:00��� �1.35����4.55��6.10

周一004 荷乙 阿贾克斯青年队VS乌德勒支青年队 10-22�02:00��

周一005 荷乙 埃因霍温青年队VS埃因霍温FC 10-22�02:00

周一006 荷乙 布雷达VS格拉夫夏普 10-22�02:00

周一007 德乙 比勒费尔德VS汉堡 10-22�02:30�� �2.65����3.50��2.18

周一008 意甲 布雷西亚VS佛罗伦萨 10-22�02:45�� �3.80����3.50��1.74

周一009 法乙 朗斯VS欧塞尔 10-22�02:45�� �1.84����3.10��3.90

周一010 英超 谢菲尔德联VS阿森纳 10-22�03:00�� �3.42����3.50��1.78

周一011 巴甲 巴伊亚VS塞阿拉 10-22�06:30�� �1.64����3.20��5.00

周一012 巴甲 博塔弗戈VS阿拉戈斯体育中心 10-22�07:00�������1.57����3.3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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