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球赛事

联赛 对阵 开赛时间 参考指数

周四001���英联赛杯 伯恩利VS谢菲尔德联 09-18�00:30��

周四002���瑞超 法尔肯堡VS瓦尔贝里 09-18�01:00����2.55 3.30 2.28

周四003���瑞超 埃尔夫斯堡VS米亚尔比 09-18�01:00����1.64 3.60 4.05

周四004���英联赛杯 狼队VS斯托克城 09-18�02:00��

周四005���英联赛杯 布赖顿VS朴次茅斯 09-18�02:45��

周四006���法甲 马赛VS圣埃蒂安 09-18�03:00��

周四007���解放者杯 竞技俱乐部VS蒙得维的亚国民 09-18�04:00��

周四008���解放者杯 圣保罗VS河床 09-18�06:00��

周四009���解放者杯 防御与正义VS曼塔海豚 09-18�06:00��

周四010���解放者杯 亚松森自由VS博卡青年 09-18�08:00��

周四011���解放者杯 德尔瓦耶独立VS弗拉门戈 09-18�08:00��

周四012���解放者杯 瓜亚基尔巴塞罗那VS巴兰基亚青年 09-18�10:00��

周四013���解放者杯 亚松森瓜拉尼VS老虎竞技 09-18�10:00

责编：范诗曼 美编：何建玲 校对：段丁

赛事信息：

近 6 次交手， 伯恩

利 3 胜 2 平 1 负占优。 上赛季联赛

2 回合交手， 谢菲尔德联 1 胜 1 平

不败。

主队情报：

伯恩利上赛季排在

英超积分榜第 10 位， 积分与本场

对手持平， 不过上赛季的英联杯，

他们只参赛 1 轮就被英冠球队桑德

兰淘汰。

夏季转会期， 球队基本没有产

生有现金的球员交易， 整体实力变

化不大。 英超新赛季首轮主场迎战

曼联的比赛被延期举行， 本场比赛

是伯恩利新赛季首次正式比赛亮

相。

客队情报：

谢菲尔德联上赛季

排在英超积分榜第 9 位， 夏季转会

期现金买进 3 名球员， 最大交易是

2050 万欧元买进伯恩茅斯门将拉姆

斯达尔， 整体实力稍有补强。 联赛

首轮主场 0:2 不敌狼队， 暂时只排

在积分榜第 18 位。 本场比赛他们

有 2 名长期伤病不能出场， 但实力

总体影响不大。

本场比赛， 坐镇主场的伯恩利

有以逸待劳之利， 胜平两个位置关

注度会稍稍偏高。 竞猜形势方面，

平负两个位置都走低， 主胜位置明

显走高， 人气向客队方向引导动机

偏强。 不妨首选平局捧主队不败。

周四001��英联杯 伯恩利VS谢菲尔德联 09-18�00:30

赛事信息：

近 6 次交手， 埃尔

夫斯堡 4 胜 1 平 1 负占优。 本赛季

首回合交手， 埃尔夫斯堡客场 5 球

大炒对手。

主队情报：

主队近 6 场比赛 2

胜 3 平 1 负， 上轮客场 1:1 平佐加

顿斯， 近 4 轮连续不胜刚 2 连

平， 暂时排在积分榜第 3 位 ；

前 8 轮主场 3 胜 4 平 1 负， 主

场成绩排在第 9 位， 主场表现

相对较为疲软。

客队情报：

客队近 6 场比赛 2

胜 2 平 2 负， 上轮主场 2:3 不敌瓦

尔贝里， 近 2 轮连续不胜， 暂时排

在积分榜第 10 位； 前 9 轮客场 3

胜 2 平 4 负， 客场成绩排在第 10

位， 客场表现中规中矩。

本场比赛主胜方向投注信心不

是很稳， 平负两个位置都会有一定

拉力。 竞猜形势方面， 主胜位置低

开高走， 平负两个位置走低， 目前

主胜回报还在合理范围。 主队应能

立于不败之地， 主胜可做博胆考

虑。

周四003��瑞超 埃尔夫斯堡VS米亚尔比 09-18�01:00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 法尔肯

堡5胜0平1负占优。 本赛季首回合交

手， 瓦尔贝里在主场3:1大胜。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0胜1

平5负， 上轮主场0:3不敌哥德堡， 连

续7轮联赛不胜并刚3连败， 暂时排在

积分榜倒数第1位； 前9轮主场0胜4平

5负， 主场成绩排在倒数第1位， 主场

表现疲软。

客队情报：

升班马客队近6场比

赛3胜1平2负， 上轮客场3:2胜米亚尔

比， 近3轮取得连胜， 暂时排在积分

榜第8位； 前9轮客场2胜3平4负， 客

场成绩排在第12位， 客场表现比较平

淡。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会在平负

两个位置， 客胜方向投注信心略偏

强。 竞猜形势方面， 主胜位置走高，

客胜位置走低， 平局指数高位振荡。

应可首选客胜看好客队不败。

周四002��瑞超 法尔肯堡VS瓦尔贝里 09-18�01:00

竞彩受注赛程

以逸待劳伯恩利拿分不难

竞彩专版

2020.9.17��星期四

INFORMATION TIMES

A14

足

球

赛

事

提

点

广东体彩官方微信

竞彩官网网址：http://www.sporttery.cn/

本版推介

/

数据 信息时报记者 胡昌伟

体彩服务热线 95086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斯托克城4

胜1平1负占优，不过双方近2个赛季没

有交手记录。

主队情报：

狼队上赛季在英超排

在第7位，并在欧罗巴联赛杀入8强。 夏

季转会期以4000万欧元高价从波尔图

买进了18岁锋线小将法比奥·席尔瓦，

但也有2名主力转投利兹联和热刺，整

体实力变化不大。 上周末的首轮英超

联赛中，狼队客场2:0完胜谢菲尔德联，

取得较完美开局，暂时排在积分榜第5

位。 本场有1名老伤病缺阵，其余球员

基本可以上阵。

客队情报：

斯托克城上赛季仅排

在英冠第15位， 夏季转会期人员有所

调整，但没有大手笔交易，整体实力难

有上升。 新赛季英冠联赛首轮客场0:0

战平米尔沃尔， 暂时排在积分榜第13

位。 球队目前在阵容方面相对还是比

较完整。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会在主胜

位置， 平局位置稍稍有拉力。 竞猜形

势方面， 主胜位置走低， 平负两个位

置都走高， 平局指数处于较低凹的位

置。 主队不败格局， 主胜可做搏胆考

虑。

周四004��英联杯 狼队VS斯托克城 09-18�02:00

赛事信息：

近4次交手，布赖顿4

胜0平0负占优。最近8个赛季双方都

没有交手记录。

主队情报：

布赖顿上赛季排在

英超积分榜第15位， 最近6场比赛1

胜4平1负， 近3场比赛连续不胜，新

赛季联赛首轮主场1:3不敌切尔西，

暂时排在英超积分榜第16位；最近7

个主场0胜3平4负，主场表现比较糟

糕。

客队情报：

朴次茅斯上赛季排

在英甲第4位，获得了升级附加赛资

格，但最终未能突围冲上英冠；近6

场比赛1胜5平0负，英甲新赛季首轮

主场0:0战平谢斯伯利，暂时排在英

甲积分榜第15位； 近5个客场比赛0

胜2平3负连续不胜， 上轮英联杯在

客场3:3战平斯蒂文尼奇。

由于两队在联赛级别上相差了

2个等级，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依然

主要会在主胜位置， 平局位置稍有

拉力。 竞猜形势方面， 胜负两头都

走高， 平局位置走低， 目前主胜回

报显得较为丰厚， 主胜方向利诱的

动机偏强。 不妨首选平局冷捧客队

不败。

周四005��英联杯 布赖顿VS朴次茅斯 09-18�02:45

赛事信息：

法甲新赛季首轮场次

的补赛。 近6次交手，马赛4胜0平2负占

优，上赛季仅交手1次，马赛客场2球完

胜，并且保持交手4连胜。

主队情报：

马赛上赛季是法甲亚

军， 近6场比赛3胜1平2负总体状态一

般，不过头2轮联赛取得连胜，暂时排

在积分榜第5位。 上轮比赛在国家德比

当中客场1球小胜巴黎圣日尔曼，但马

赛也因最后时刻的肢体冲突被罚2张

红牌，主力后卫阿马维、主力前锋贝尔

德托将被停赛，伤缺信息暂时不详。

客队情报：

圣埃蒂安上赛季仅排

在第17位，仅仅领先降级区3分惊险保

级成功。 夏季转会期，球队人员结构稍

稍有调整，但并没有大手笔交易出现，

整体实力变化应有限。 近6场比赛3胜0

平3负总体状态一般， 不过头2轮联赛

在主场取得连胜，暂时排在积分榜第4

位， 本场是他们新赛季首次在客场亮

相。巴西籍后卫G·席尔瓦因伤缺阵，其

余球员基本都可以出勤。

本场比赛， 投注人气主要会在胜

平两个位置。 竞猜形势方面，主胜指数

也是大幅度调高， 平负两个位置都调

低， 目前主胜回报处于比较临界的位

置，平局指数相对偏低。 不妨防冷走胜

负两头。

周四006��法甲 马赛VS圣埃蒂安 09-18�03:00

赛事信息：

近5次交手， 圣保

罗3胜2平0负保持不败记录。 双方

最近1次交手， 是2017年初热身赛

在中立场地0:0战平。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3胜

2平1负， 上轮联赛客场2:2战平桑

托斯， 近2场比赛遭遇连平， 暂时

排在巴甲积分榜第3位； 前2轮解放

者杯小组赛1胜1负打进4球丢了2

球， 累积3分暂时排在小组第3位，

其中主场3:0大胜了利加大学。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3胜

2平1负， 由于阿根廷新赛季联赛尚

未开启， 该队最近6个多月的时间

内都没有正式比赛记录。 在前2轮

解放者杯小组赛当中， 同样是1胜1

负， 打进8球丢了3球， 累积3分暂

时排在小组第2位， 其中首个客场

0:3输给了利加大学。

由于南美杯赛主场优势非常

明显，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会

在主胜位置。 竞猜形势方面， 胜

平两个位置都走低， 客胜位置大

幅走高， 目前客胜指数很凸出。

看好双方分出胜负， 主胜可做博

胆考虑。

周四008��解放者杯 圣保罗VS河床 09-18�0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