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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近 5 次交手，阿联酋

4 胜 1 负占优，近 4 次交手全胜。 不

过双方近 6 年内没有交手记录。

主队情报：

越南头 3 轮小组赛 2

胜 1 平不败，共计打进 4 球只丢了 1

球，以净胜球劣势暂时屈居小组第 2

位。 近 2 战取得连胜，上轮客场 3:1

战胜了印度尼西亚。 人员方面，阵中

绝大多数球员出自本土联赛，3 名海

归分别在泰国、荷兰、比利时联赛效

力。 越南此前 4 粒预选赛进球，是由

4 名不同球员打进。

客队情报：

阿联酋头 3 轮小组

赛 2 胜 1 负，打进 8 球丢了 3 球，累

积 6 分暂时排在小组第 3 位。 该队

攻击火力在同组表现比较突出，但

因为上轮客场 1:2 不敌泰国队，从而

跌落了榜首位置。人员方面，阵中 23

人全部都是在本土联赛效力， 同时

年轻球员较多，有 7 人年龄在 22 岁

以内， 另外 30 岁以上老将也有 7

人。 值得一提的是， 本场比赛的 23

人阵容中， 有多达 8 名球员没有国

家队比赛记录， 大幅度变阵的情况

下，阵容磨合恐有不小的隐患。 球队

此前 8 粒预选赛进球， 有多达 6 球

是由前锋阿里·马布霍特包办，但该

球员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入选此次

23 人大名单。

本场比赛客队人气依然要更强

一些， 但胜平两个位置拉力也都不

会很弱。 竞猜形势方面，客胜位置高

开高走，胜平两个位置都大幅调低，

竞彩早期开出的是客队让球的格

局，但胜负两头回报比较接近。 本场

比赛应可看好越南队主场不败。

周四003 世预赛 越南VS阿联酋 11-14�21:00

赛事信息：

近 6 次交手，双方各

2 胜 2 平 2 负平分秋色。最近一次交

手是去年 10 月热身赛， 中国主场 2

球完胜。

主队情报：

叙利亚前 3 轮比赛

全胜，打进 11 球只丢了 3 球，暂时

排在小组首位。 近 2 战都是在中立

场地胜出，上轮 4 球大胜关岛。 阵中

球员大多数出自本土联赛， 攻击主

力基本是在沙特、卡塔尔联赛效力。

效力于沙特阿尔阿赫利的前锋索玛

赫前 3 轮独进 7 球， 暂时列亚洲区

预选赛射手榜首席。

客队情报：

中国队头 3 轮 2 胜 1

平不败，打进 12 球还没有丢球。前 2

轮大胜后， 上轮客场遗憾闷平菲律

宾。 海归武磊、归化球员艾克森继续

入选此次大名单。 射手榜上，杨旭独

进 5 球暂列亚洲区射手榜第 3 位，

艾克森有 3 球进账，武磊、吴曦各有

2 球进账。

本场比赛， 投注人气相对会是

比较中庸的分布格局。 竞猜形势方

面，较早开盘公司，胜负两头指数基

本是平开的局面， 平局指数也是开

在比较中庸位置。 较晚开盘的公司，

则是平负两个位置都低开， 主胜位

置高开，随后客胜指数调高，胜平指

数都走低， 目前客胜回报仍在偏低

位置。 可首选平局捧中国队不败。

周四004 世预赛 叙利亚VS中国 11-14�22:00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泰国3胜

2平1负占优，不过近3次交手马来西

亚不败，近2次交手连平。

主队情报：

马来西亚头3轮小组

赛1胜2负，暂时排在倒数第2位。 前3

场比赛总计打进4球丢了5球， 攻击

力相对偏弱。 近6战3胜3负，近2个主

场连胜，上周末热身赛主场1球小胜

塔吉克斯坦。 球队23人大名单当中，

22人出自本土联赛， 其中近半数是

出自柔佛队， 惟一的海归球员则是

在泰国踢球。 球队前4粒预选赛进

球， 由柔佛前锋艾哈穆德·沙菲、彭

亨攻击型中场莫哈末多各打进2球。

客队情报：

泰国头3轮小组赛2

胜1平不败， 共打进5球只丢了1球，

积分与越南相同， 但以净胜球优势

暂列榜首。 球队近4场比赛2胜2平不

败，10月国际赛期间，先是热身赛主

场战平刚果， 随后世预赛主场2:1战

胜了西亚劲旅阿联酋。 阵中球员20

人出自本土联赛， 其中以布里兰球

员居多，另外阵中还有3名海归，2人

在日本联赛效力， 头号门将则是在

比利时踢球。 此前5粒预选赛进球，

布里兰21岁攻击中场素帕冲独进2

球，其余3粒进球则是有不同球员打

进。

总体来看，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

主要会在平负两个位置， 客胜投注

信心不会太充足。 竞猜形势方面，客

胜位置稍走低，胜平位置走高，平局

指数略有阻力。 可看好泰国队客场

全身而退。

周四002 世预赛 马来西亚VS泰国 11-14�20:45

赛事信息 ：

近2次交手，葡萄牙

全胜。本届预选赛首回合，客场5:1大

胜。

主队情报：

葡萄牙头6轮3胜2平

1负，打进14球丢了6球，暂时只累积

11分排在小组第2位，比竞争对手塞

尔维亚只多了1分， 好在他们最后2

轮对手分别是立陶宛和卢森堡，只

要取得连胜就可以小组出线， 另外

即便他们爆冷未能小组出线， 还可

以通过附加赛争夺正赛席位。 人员

方面，葡萄牙上轮输给乌克兰之后，

阵容有不小的调整， 此次集训名单

中有5名球员是全新国脚，马德里竞

技锋线新星菲利克斯、 巴伦西亚前

锋古伊德斯、 埃弗顿中场戈麦斯因

伤落选，C·罗纳尔多将继续担任场

上队长。

客队情报：

立陶宛头7轮比赛1

平6负，总计打进5球丢了19球，仅累

积1分垫底， 已提前被淘汰出局，同

时失去了参加附加赛的机会。 阵容

方面，较上一期大名单也是更换了6

名球员，其中有2名入替球员是全新

国脚。 此番23人大名单当中，没有欧

洲五大联赛球员存在。

本场投注人气无疑同样会集中

在主胜位置，同时主队大胜预期偏高。

竞彩放弃了胜平负开盘受注， 直接开

出了主队让3球的让球盘。在实力差距

悬殊同时主队战意偏强的情况下，可

看好葡萄牙净胜3球及以上。

周四010 欧预赛 葡萄牙VS立陶宛 11-15�03:45

赛事信息：

本届预选赛首回合

交手，法国队客场 4:1 大胜。

主队情报：

法国队头 8 轮 6 胜 1

平 1 负，打进 21 球丢了 5 球，积分

与土耳其相同， 但因对战关系处于

劣势暂时屈居小组次席。 上轮比赛，

他们在主场也被土耳其逼平。 从出

线形势来说， 法国队本场比赛只要

赢球就可以提前出线。 当然，如果同

组土耳其本轮主场战胜冰岛的话，

法国队即便输球也是可以提前出

线。 阵容方面，法国队也做出了一定

调整，23 人名单中有 2 名全新国脚，

博格巴、洛里斯、马图伊迪因伤未能

入选。 不过格里兹曼、姆巴佩、吉鲁

等攻击主力依然在阵。

客队情报：

摩尔多瓦头 8 轮 1

胜 7 负， 仅打进 2 球丢了 22 球，积

分垫底已经提前被淘汰， 同时已经

没有参加附加赛的机会。 人员方面，

摩尔多瓦集训名单当中， 召入了 7

名全新国脚，众多老将已被雪藏，锻

炼新人动机偏强， 此次集训大名单

当中，只有 1 名五大联赛球员在阵。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会集中

在主胜位置， 同时主队大胜预期偏

高。 竞彩同样没有针对胜平负开盘

受注， 直接开出了主队让 4 球的让

球盘，主队赢球悬念不大，让球盘不

妨走胜负两头。

周四011 欧预赛 法国VS摩尔多瓦 11-15�03:45

赛事信息：

近5次交手，英格兰2

胜3平不败，本届预选赛首回合客场

5:1大胜。

主队情报：

英格兰头6轮比赛5

胜1负，共计打进26球丢了6球，累积

15分暂时位居榜首，但领先第3位的

科索沃也只有4分。 由于本轮另外2

个出线竞争对手捷克、 科索沃要捉

对厮杀， 因而不管捷克和科索沃打

出什么结果， 事实上英格兰只要在

本轮比赛拿到1分，就可以提前一轮

获得小组出线权。 阵容方面，英格兰

此次集训名单中召入了3名全新年

轻国脚， 曼城前锋斯特林落选大名

单， 热刺前锋凯恩继续担任场上队

长， 斯特林和凯恩此前预选赛都为

英格兰打进了8球，并列队内射手榜

首位，不过凯恩近期状态一般，已连

续2场俱乐部比赛未能取得进球。

客队情报：

黑山头7轮比赛3平4

负没有胜绩， 仅仅打进3球丢了15

球，累积3分已经提前出局，另外以

他们的欧国联战绩， 也已经没有了

参加附加赛的机会。 此前3轮客场，

仅逼平保加利亚拿到1分， 近2轮客

场连续完败给捷克和科索沃，2战丢

了5球。 阵容方面，此次也更换了6名

球员， 其中入替球员有2名全新国

脚。 队长约维蒂奇、副队长塞维奇都

因伤没有入选。 此番阵中只召入了

少数几名五大联赛球员， 看上去也

是有例行公事的味道。

本场投注人气主要会集中在主

胜，同时主队大胜预期偏高。 竞彩胜

平负没有开盘受注， 直接开出了英

格兰让3球的让球盘。 主队赢球应当

没有太多悬念， 不过让球盘不妨走

胜负两头。

周四009 欧预赛 英格兰VS黑山 11-15�03:45

赛事编号 联赛 主队

VS

客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四001�世预赛乌兹别克斯坦VS沙特 11-14�20:00��1.88��2.98��3.95�

周四002�世预赛马来西亚VS泰国 11-14�20:45��3.62��3.20��1.88�

周四003�世预赛越南VS阿联酋 11-14�21:00��2.60��2.92��2.54�

周四004�世预赛叙利亚VS中国 11-14�22:00��3.45��3.02��2.00�

周四005�世预赛伊拉克VS伊朗 11-14�22:00��5.75��3.18��1.58�

周四006�世预赛约旦VS澳大利亚 11-15�00:00��4.55��3.30��1.67�

周四007�欧预赛土耳其VS冰岛 11-15�01:00��1.62��3.40��4.77�

周四008�欧预赛捷克VS科索沃 11-15�03:45��1.52��3.70��5.20�

周四009�欧预赛英格兰VS黑山 11-15�03:45

周四010�欧预赛葡萄牙VS立陶宛 11-15�03:45

周四011�欧预赛法国VS摩尔多瓦 11-15�03:45

足球赛事

责编：谢燕珊 美编：何建玲 校对：段丁

阿联酋大变阵难擒越南

2019.11.14��星期四

A18

INFORMATION TIMES

竞彩专版

足

球

赛

事

提

点

今日竞彩受注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