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赛 对阵 开赛时间 参考指数

周三001 韩职 釜山偶像VS江原FC 09-16�17:00�����2.40�3.30�2.43

周三002 日职 神户胜利船VS大阪樱花 09-16�18:00

周三003 日乙 大宫松鼠VS福冈黄蜂 09-16�18:00�����2.20�2.96�2.95

周三004 韩职 仁川联VS首尔FC 09-16�18:00�����2.60�3.00�2.42 �

周三005 日职 横滨水手VS清水鼓动 09-16�18:30��

周三006 韩职 大邱FCVS城南FC 09-16�19:00�����1.89�3.05�3.60

周三007 欧冠 卡拉巴赫VS莫尔德 09-17�01:00

周三008 欧冠 费伦茨瓦罗斯VS萨格勒布迪纳摩 09-17�01:00

周三009 英联赛杯 伊普斯维奇VS富勒姆 09-17�02:00

周三010 欧冠 中日德兰VS年轻人 09-17�02:30

周三011 英联赛杯 布里斯托尔城VS北安普敦 09-17�02:45

周三012 英联赛杯 利兹联VS赫尔城 09-17�02:45

周三013 英联赛杯 南安普敦VS布伦特福德 09-17�02:45

周三014 法甲 巴黎圣日尔曼VS梅斯 09-17�03:00

周三015 解放者杯 巴西国际VS卡利美洲 09-17�06:15

周三016 解放者杯 梅里达大学生VS利马联盟 09-17�06:15

周三017 解放者杯 玻利瓦尔VS帕尔梅拉斯 09-17�08:30

周三018 解放者杯 麦德林独立VS加拉加斯 09-17�08:30

周三019 解放者杯 天主大学VS格雷米奥 09-17�08:30

周三020 巴甲 科林蒂安VS巴伊亚 09-17�08:30

周三021 美职足 达拉斯FCVS科罗拉多急流 09-17�08:30�����1.90�3.50�3.10

周三022 美职足 温哥华白帽VS蒙特利尔冲击 09-17�09:30�����3.12�3.52�1.89

周三023 美职足 圣何塞地震VS波特兰伐木工 09-17�09:30�����2.18�3.6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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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2.40

3.30 2.43”， 让球盘主让1球“5.10

4.20 1.42”。 韩职联赛第21轮， 釜山

偶像迎战江原FC。

主队情报：

上轮联赛， 釜山坐

镇主场迎战仁川联队， 双方你来我

往互有优势， 虽然球队下半场多

打一人， 可是最终双方还是互交

白卷。 釜山最近战绩很不理想，

近3轮联赛难求一胜， 球队一直

找不到赢球的感觉， 最近10轮联

赛也仅仅赢下了 1场， 状态非常

低迷。 20轮联赛过后， 釜山4胜9平

7负， 打进20球， 失掉27球， 积21分

排名联赛第10位。 目前联赛已经进

入最后尾声阶段， 釜山很难出现大

的奇迹。

客队情报：

江原FC近期最好的

表现是客场爆冷击败了全北现代，

之后就遭遇2连败， 状态很不稳定。

20轮联赛过后， 江原5胜6平9负，

打进24球， 失掉33球， 积21分排名

联赛第9位， 积分和主队相同， 处

境一样。 江原FC客场成绩不行， 被

称为客场虫， 本赛季10个客场仅仅

赢下了2场， 令人堪忧。

周三001 釜山偶像VS江原FC ��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2.20

2.96 2.95”， 让球盘主让1球“5.15

3.55 1.51”。 日乙第9轮的一场补赛，

大宫松鼠迎战福冈黄蜂。

主队情报：

上轮联赛，大宫松鼠

坐镇主场迎战山形山神，双方1：1握

手言和收场。 大宫松鼠最近的状态

不好，在战胜了京都不死鸟止住4连

败后， 又遭遇了连续3轮赛事不胜。

目前联赛战罢19轮， 大宫松鼠少赛

一场，7胜4平7负，打进16球，失掉21

球，积25分排名联赛第13位，排名继

续下滑。 球队主场不败率还是比较

高，赛季至今，主场仅有1场败仗。

客队情报：

上轮联赛，福冈黄蜂

坐镇主场， 结果2：1险胜了对手，拿

到了宝贵的3分。 近期状态不错，加

上上轮联赛的胜利， 已经豪取3连

胜。 战罢19轮，福冈黄蜂少赛一场8

胜4平6负，打进18球，失掉17球，积

28分排名联赛第8位。球队的表现不

错，主要归功于防守。 客场成绩，球

队近3个客场均能够保持不败，客战

能力逐步提升。

周三003 大宫松鼠VS福冈黄蜂

周三002 神户胜利船VS大阪樱花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未

开出指数。 日职联赛，神户胜利船迎战

大阪樱花。

主队情报：

上轮联赛，神户胜利船

坐镇主场迎战东京FC，拿到了1分。 球

队近期表现不太好，各项赛事连续6场

不胜，不过其中有4场都是平局。 目前

联赛战罢16轮，神户胜利船多赛一场4

胜8平5负，打进26球，失掉29球，积20

分排名联赛第11位。 值得一提的是，球

队的主场胜率不高， 赛季9个主场仅1

场胜仗。

客队情报 ：

目前联赛战罢16轮，

大阪樱花11胜3平2负， 打进25球， 失

掉14球， 积36分排名联赛次席， 比榜

首的川崎前锋少了8分。 上轮联赛，

樱花客场挑战横滨水手， 在先失1球

的情况下最终2： 1逆转击败对手。 球

队最近的状态很火爆， 已经取得了联

赛5连胜。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未

开出指数。 日职联赛， 横滨水手迎战

清水鼓动。

主队情报：

横滨是卫冕冠军， 可

是本赛季的表现非常糟糕， 目前排名

只是位居中游。 上轮联赛， 水手坐镇

主场迎战大阪樱花， 结果主场被对手

绝杀， 输掉了比赛。 惨遭逆转之后，

横滨水手遭遇3连败， 且各项赛事5场

不胜。 目前， 横滨水手多赛一场， 6

胜3平8负， 打进31球， 失掉31球， 积

21分排名联赛第10位。 横滨水手攻击

能端还是不错， 排名联赛第3， 但是

防守太糟糕了， 在联赛排名倒数， 是

一支攻强守弱的球队。 上赛季最为厉

害的主场成绩， 本赛季也下滑严重，

最近主场更是遭遇了连败， 势头越来

越差。

客队情报：

清水鼓动是典型的弱

旅，目前位居积分榜垫底。 上轮联赛坐

镇主场，迎战鹿岛鹿角，结果遭遇了失

利。 球队近期的状态， 彻底陷入了低

谷，各项赛事8场不胜，且联赛遭遇6连

败。 目前在积分榜上，球队仅积9分，排

名联赛垫底。 球队最大问题就是防守，

是联赛失球数最多的球队， 几乎没有

防守能力。 另外，球队赛季7个联赛客

场3平4负未尝胜绩， 是唯一客战不胜

的球队。 虽然本赛季横滨失利下滑，但

是清水依然是无法匹敌。

周三005 横滨水手VS清水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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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兹联开局良好，可捧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89

3.05 3.60”， 让球盘主让 1球“4.10

3.35 1.68”。 韩职联赛，大邱FC迎战

城南FC。

主队情报：

最近一个多月，大邱

表现低迷，难求一胜。 上轮联赛，大

邱客场挑战领头羊蔚山现代， 双方

1：1握手言和收场。 大邱最近表现确

实糟糕，6轮联赛2平4负未尝胜绩，

其中还有3场遭遇零封，状态持续低

迷。本赛季至今，大邱FC7胜6平7负，

打进33球，失掉29球，积27分排名联

赛第5位， 基本锁定了一个争冠组席

位。 主场成绩，近3个主场全部失利，

令人失望。

客队情报：

上轮联赛，城南客场

挑战尚州尚武， 双方实力都很有限，

结果互交白卷。 球队近期的表现有所

回升， 主场击败了强敌全北现代，只

不过状态不稳定，球队还需要时间来

调整。 本赛季至今， 城南FC5胜7平8

负，打进17球，失掉21球，积22分排名

联赛第8位。城南FC擅长客战，赛季10

个客场仅2场败仗，拿分效率极高。

周三006 大邱FCVS城南F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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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受注赛程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未

开出指数。英联杯比赛，伊普斯维奇迎

战富勒姆。

主队情报：

上周末展开的英甲首

轮中，伊普斯维奇主场2：0击败了维冈

竞技，上轮英联杯则主场3：0大胜布里

斯托尔流浪。 伊普斯维奇近期状态还

是不错的， 面对英超首轮惨败的升班

马富勒姆，伊普斯维奇并非没有机会。

客队情报：

英超首轮比赛，富勒姆

主场0：3告负， 输给了枪手阿森纳，从

比赛来看，富勒姆的防线漏洞百出。 上

轮联赛， 中锋米特罗维奇因为国家队

征战的因素， 主帅帕克并没有安排他

首发， 预计联赛杯面对降至英甲的伊

普斯维奇， 自然希望能够客场击败对

手。 连续几年的交锋中，富勒姆占据上

风，交锋史上富勒姆已经取得4连胜。

周三009 伊普斯维奇VS富勒姆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

未开出指数。 英联杯比赛，利兹联迎

战赫尔城。

主队情报：

利兹联作为上赛季

英冠冠军，成为英超的升班马。 在英

超首轮比赛中， 客场面对利物浦的

比赛，表现十分出色，可惜以3：4落

败， 但贝尔萨执教这支球队所呈现

出来的风格，首轮过后大获好评。

客队情报：

赫尔城上赛季英冠以

近乎耻辱的成绩降级，在上周末的英

甲首战，客场2：0击败了吉林汉姆，而

英联杯首轮，也是客场逼平英甲的桑

德兰后点球过关。 加上这场英联杯，

赫尔城在季初的4场比赛中，将有3场

是客场比赛。 上赛季利兹联就在英

冠双杀了赫尔城，赫尔城难有招架之

力。

周三012 利兹联VS赫尔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