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赛 对阵 开赛时间

周四001 欧罗巴 阿贾克斯VS罗马 04-09�03:00

周四002 欧罗巴 萨格勒布迪纳摩VS比利亚雷亚尔 04-09�03:00

周四003 欧罗巴 格拉纳达CFVS曼彻斯特联 04-09�03:00

足球赛事

周五比赛

周五 001 德乙 汉堡 VS 达姆施塔特 04-10�00:30

周五 002 德乙 菲尔特 VS 桑德豪森 04-10�00:30

周五 003 荷乙 阿尔梅勒城 VS 特尔斯达 04-10�02:00

责编：范诗曼 美编：林燕芳 校对：叶春晖

2021.4.8��星期四

A14

INFORMATION TIMES

竞彩专版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

未开出指数。 欧罗巴1/4决赛。

主队情报 ：

阿贾克斯是来自

荷甲的老牌劲旅， 本赛季状态非

常出色。 上轮联赛， 球队客场挑

战海伦芬， 凭借下半场的绝杀进

球， 球队2： 1力克对手全取3分。

这样球队在各项赛事打出一波24

场不败的恐怖纪录， 最近更是录

得7连胜， 状态十分火爆。 目前阿

贾克斯在荷甲联赛积69分依然排

名榜首， 本赛季冠军奖杯即将到

手。 而在欧战赛场上， 阿贾克斯

的表现也不错， 之前两回合总比

分5： 0淘汰了年轻人， 将与罗马争

夺一个四强的名额。 值得一提的

是， 球队目前主场豪取8连胜， 一

般球队很难全身而退。

客队情报：

罗马本赛季表现很

一般，最近9场比赛5胜1平3负。球队

上轮联赛客场挑战萨索洛， 球队在

半场领先的情况下， 被对手2：2逼

平，只拿到了1分。最近一段时间，罗

马的状态并不好， 除了在欧罗巴次

回合客场1：2小胜顿涅茨克矿工外，

其余3战一胜难求。目前罗马在意甲

联赛积51分，排名联赛第7位，球队

渴望打入欧战区。而在欧战赛场上，

罗马晋级之路还算平坦， 之前双杀

了布拉加和顿涅茨克矿工晋级。 值

得注意的是，罗马客战一般，之前联

赛中先后在贝内文托、帕尔马、萨索

洛3支弱旅身上丢分。不过罗马这支

球队未来的潜力非常巨大， 现在年

轻球员比较多，特别是中场，所以球

队稳定性不是太好。

周四001 阿贾克斯VS罗马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

未开出指数。 欧罗巴1/4决赛。

主队情报：

格拉纳达CF来自西

甲联赛，主场迎战曼联，很多人对于

格拉纳达并不是非常了解， 反而对

于曼联十分熟悉， 但是两个球队实

力并没有太大差距。 格拉纳达在西

甲联赛中一直表现非常稳定， 他们

也是整个西甲联赛中实力比较出色

的球队之一， 这支球队在一系列的

比赛中都有很好的发挥， 而且进步

也比较大， 虽然近期遭遇到了一些

伤病问题，但是整个球队士气，还算

比较充足，当然，他们在战术上还有

一些问题， 这一点是他们需要提高

的地方，特别是在中场方面，他们的

能力并不是非常突出， 不过他们进

攻，效率非常高，这是格拉纳达一个

最大优势。

客队情报：

曼联本赛季整体表

现不错，进步很大。 他们已经摆脱了

上个赛季状态低迷的状况， 所以现

在球队士气还算不错， 虽然失去了

欧洲冠军杯的希望， 可是他们依旧

在欧罗巴的比赛中有夺得桂冠的机

会，当然，曼联本赛季还遇到很多问

题，需要他们逐步解决，整体来看，

曼联在后期的比赛中肯定会有所表

现，发挥也会越来越出色，因为他们

在中场上是非常强大的球队， 有了

一个稳定的中场， 他们在控球方面

就会有很大优势， 这也是他们在后

期比赛中， 很可能取得出色战绩的

一个因素。 上轮联赛曼联主场战胜

了布莱顿，取得了联赛三连胜，势头

不错。

周四003 格拉纳达CFVS曼彻斯特联

周四002 萨格勒布迪纳摩VS比利亚雷亚尔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未

开出指数。 欧罗巴1/4决赛。

主队情报：

萨格勒布迪纳摩是克

罗地亚甲级联赛的劲旅，上轮联赛，球

队客场挑战希本尼克，结果1：1爆冷被

对手逼平， 球队在阵容轮换之后的实

力有所下滑。 不过球队最近的整体状

态不差，稳定性足够。目前萨格勒布迪

纳摩在克罗地亚甲级联赛积61分排名

榜首， 国内联赛的统治地位一时难以

撼动。 而在欧战赛场上，萨格勒布迪纳

摩之前淘汰了克拉斯诺达尔和热刺晋

级， 将与比利亚雷亚尔争夺一个四强

名额。值得一提的是，萨格勒布迪纳摩

主场战绩恐怖，最近的8个主场全部获

胜，气势火爆。千万不要小看萨格勒布

迪纳摩， 虽然球队实力与欧洲一流强

队存在较大差距， 但是本赛季他们在

欧罗巴赛场上的发挥却是相当不俗，

上轮爆冷淘汰了热刺， 可见球队非常

顽强。

客队情报：

比利亚雷亚尔来自西

甲联赛，上轮联赛客场挑战格拉纳达，

球队反客为主占据场面主动，最终3：0

轻松获胜拿到了3分。 最近一段时间，

比利亚雷亚尔找回了曾经的赢球信

心，各项赛事录得一波5连胜，目前正

值信心高涨期。 现在比利亚雷亚尔在

西甲联赛积46分排名联赛第5位，有望

连续获得欧战资格。 在本赛季的欧罗

巴赛场上， 比利亚雷亚尔进入淘汰赛

后4场全胜晋级，分别淘汰了萨尔茨堡

和基辅迪纳摩， 延续了西甲联赛球队

的良好传统。 另外，球队客场的表现也

走出了之前连续不胜的低谷， 如今录

得客场3连胜，气势回升。

足

球

赛

事

提

点

阿贾克斯主场有望连胜

周五001 �汉堡VS达姆施塔特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未

开出指数。 德乙第28轮联赛。

主队情报：

汉堡本赛季整体表现

不错，上一轮联赛，球队在客场3：3战

平了汉诺威96，近4轮联赛，球队打出

了一波2胜2平的不败战绩， 整体表现

较之此前有较大回升。 球队近期在进

攻端加强了不少，过去4战均有进球入

账，4战合共攻下了8球， 进攻表现不

错。 目前球队暂时还处于联赛第二的

位置，积50分，虽然距离榜首的波鸿只

有4分之差，但身后的菲尔特和基尔穷

追不舍，稍有不慎将会跌出升级区，战

意会比较充足。 目前联赛进入最后阶

段， 球队目前为了晋级必须全力以赴

每一场比赛。 球队主场成绩还不错，最

近3个主场1胜2平。

客队情报：

达姆斯塔特目前积32

分， 暂列联赛第12位， 距离降级区只

有6分的优势， 但球队上一轮在主场

1： 2不敌杜塞尔多夫， 三连不败的势

头宣告被终结， 状态和士气都有所下

滑。 而且球队本赛季的客场表现比较

一般， 面对强队的抢分率更是低得可

怜， 此番面对战意十足的汉堡凶多吉

少。 球队过去3次和汉堡交手， 达姆

斯塔2平1负， 心理上处于一定的劣

势， 而且就近况而言， 两队的差距也

是偏大， 球队客场作战， 拿分的可能

性很小。

竞彩受注赛程

周五002 菲尔特VS桑德豪森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

未开出指数。 德乙第28轮联赛。

主队情报：

菲尔特上一轮在客

场1： 0击败了海登海默， 近3轮联

赛打出了一波2胜1平的战绩， 状态

较之此前回升不少。 目前， 菲尔特

已经上升到了联赛的第3位置， 与

第二的汉堡同分， 距离榜首的波鸿

只有4分之差， 战意很高。 不过球

队近期防守端的问题依旧， 近6场

赛事有5次有失球出现， 防线的稳

定性不佳， 此番有一定的失球危

险。 菲尔特最近的表现中规中矩，

上一个主场， 2： 2战平了纽伦堡，

过去5场比赛， 分别录得2胜2平1

负， 最近3场比赛均保持不败。 作

为德乙联赛客场战绩最好球队， 他

们过去14场收获8胜5平1负的战绩，

主场成绩也不错， 但是不如客场。

客队情报：

桑德豪森目前已经

深陷降级区， 仅积25分， 排名倒数第

二。 虽然理论上还存在保级的机会，

但他们近期的状态仍然是飘忽不定，

抢分基本只能靠运气。 而且球队近期

的客场战斗力几近为零， 过去9个客场

赛事全部输球， 此番面对实力和近况

都非常不错的菲尔特， 很难有赢球的

机会。 桑德豪森最近9场比赛3胜1平5

负， 上一个比赛， 球队主场一去战胜

了维尔茨堡， 取得了宝贵的3分。 上一

次取胜还是2月底， 时隔一个多月再次

取得久违的胜利。 双方第一回合交手，

球队在主场不敌菲尔特， 输了3个球，

这次客场作战， 拿分的难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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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003 阿尔梅勒城VS特尔斯达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未

开出指数。 荷乙第33轮联赛。

主队情报：

阿尔梅勒城之前客场

挑战马斯特里赫特， 结果在下半场连

连失球， 最终0：2爆冷落败无缘拿分。

失利之后，阿尔梅勒城之前3连胜的表

现就此结束。上一轮联赛，球队回到主

场，2球战胜了奈梅亨， 又重新取得了

胜利。 目前阿尔梅勒城在荷乙联赛战

罢31场，录得20胜5平6负，打进67球，

失掉40球，积65分排名联赛第3位，比第

二名格拉夫少了2分。值得一提的是，阿尔

梅勒城擅长主场作战，赛季16个主场赢下

12场，最近主场处在3连胜，气势十足。 另

外，阿尔梅勒城擅长进攻，进球数位居联

赛第2位，仅次于榜首的坎布尔。

客队情报：

特尔斯达属于中游球

队，最近3轮联赛1平2负，连续遭遇不

胜。 上一次取胜还是在主场迎战罗达

JC，球队主场丝毫不惧对手，场面上也

是占有一定优势， 虽说先被对手打入

一球，之后球队便掀起反击，接连打入

3球， 最终球队主场3:1大胜对手抢得3

分。 可惜这场胜利后球队没能延续好

状态， 先后输给了多德勒支和乌德青

年。 上一轮联赛，球队客场和奈梅亨战成

平局。 目前联赛积38分，排名第10位，无欲

无求。 特尔斯达本赛季表现平平，联赛前

期表现尚稳，但随着赛季的开展整体表现

有所下滑， 近9轮联赛仅仅获得1胜2平6负

的不佳战绩， 不过球队近期交战队伍

大部分为联赛上半区的队伍， 而球队

本身只是联赛中游的实力， 实力不济

难以抵抗也是还算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