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球赛事

联赛 对阵 开赛时间 参考指数

周四101 挪超 博德闪耀VS莫尔德 06-25�00:00 1.87�3.65�3.05

周四102 挪超 海于格松VS布兰 06-25�00:00 1.81�3.38�3.45 �

周四103 挪超 奥德VS特罗姆瑟 06-25�00:00 1.86�3.25�3.40 �

周四104 挪超 斯特罗姆加斯特VS桑纳菲尤尔 06-25� 00:00 1.75� 3.50� 3.55 �

周四105 挪超 克里斯蒂安松VS姆延达伦 06-25�00:00 1.63�3.50�4.20 �

周四106 挪超 斯塔贝克VS瓦勒伦加 06-25�02:00 3.20�3.40�1.88 �

周四107 巴甲 米内罗美洲VS尤文图德 06-25�03:00 1.61�3.25�4.75 �

周四108 美洲杯 玻利维亚VS乌拉圭 06-25� 05:00� �

周四109 巴甲 沙佩科恩斯VS巴西国际 06-25�06:00 4.27�3.30�1.66 �

周四110 巴甲 科林蒂安VS累西腓体育 06-25�06:00 1.55�3.35�5.10 �

周四111 美洲杯 智利VS巴拉圭 06-25� 08:00� �

周四112 巴甲 格雷米奥VS桑托斯 06-25�08:30 1.71�3.08�4.35

周四113 巴甲 巴伊亚VS巴拉纳竞技 06-25�08:30 2.11�2.83�3.20

责编：范诗曼 美编：方元 校对：段丁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指数

“1.87 3.65 3.05”， 主队让一球“3.60

3.80 1.68”。

主队情报：

博德闪耀继之前主

场2：0战胜了姆延达伦拿下3分，上

一轮联赛又是主场作战， 结果一鼓

作气， 再一次大比分战胜了斯特罗

姆。 球队作为上届冠军，上赛季在挪

超中以领先第2名接近20分的优势

夺得冠军，本赛季截至目前9轮比赛

过后，球队以6胜2平1负的成绩暂列

积分榜第1位，表现也是非常稳定出

色，并且场均进球数多达2个，走势

层面球队最近5轮联赛取得了3胜1

平1负，其中输球的1场是在客场，自

己的主场球队进行了3轮联赛取得

了3连胜。

客队情报：

莫尔德也是挪超的

强队之一， 过去的几个赛季都是排

在前三名的位置较多， 历史上与博

德闪耀近10次交锋中，输多胜少，明

显的劣势。 不过球队近期状态有所

回升，已经连续3场比赛都取得了胜

利，再加上进攻端方面发挥出色，最

近3场比赛里面场均斩获3球的数

据，足以帮助球队更进一步。 球队凭

借着一波三连胜， 积分也达到了20

分，和主队同分，所以这是一场争夺

榜首的焦点大战。 不过两支队伍之

间存在着一定的实力差距， 考虑到

博德闪耀近期状态更加出色， 主队

值得高看一线。

周四101 �挪超 博德闪耀VS莫尔德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指数

“1.86 3.25 3.40”， 主队让一球“3.80

3.50 1.70”。

主队情报：

挪超联赛第9轮角

逐，由奥德对战特罗姆瑟。奥德在本

赛季的挪超联赛的表现中规中矩，

球队7轮联赛过后取得2胜3平2负的

战绩，主场表现相对稳定，依然保持

不败战绩， 上一个主场比赛是对阵

排名榜首的博德闪耀，最终以1：0小

胜对手， 士气高涨。 毕竟是榜首球

队，拿下胜利自然提升了士气。最近

3轮比赛都是客场作战， 结果奥德1

胜1平1负。 如今球队积9分排名第7

位，成绩还算是比较理想。

客队情报：

特罗姆瑟在本赛季

的表现， 明显不如主队奥德， 球队

8轮联赛过后取得2胜2平4负的战

绩， 目前以8分排名联赛榜的第11

位。 球队主场表现欠佳， 反而客场

抢分能力强， 不败率高达75%， 最

近一个客场面对斯塔贝克， 最终以

3： 0大胜对手， 走势较好。 在历史

交锋方面， 奥德过去10次面对特罗

姆瑟， 取得了5胜3平2负的战绩，

其中近3次交锋全胜， 心理上占据

优势， 而且上轮获胜， 不过奥德最

近状态也不差， 且特罗姆瑟的客场

成绩比较好， 所以看好特罗姆瑟本

场有望全身而退。

周四103 挪超 奥德VS特罗姆瑟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指数“1.81

3.38 3.45”， 主队让一球“3.55 3.50

1.75”。

主队情报：

海于格松新赛季的状

态起伏很大，迄今为止只有4：2战胜维

京这么一场比赛是可以稍微看一看

的，其余的比赛实在都难以入眼，尤其

是上一个客场的比赛， 输球之余还有

球员不幸染红， 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

兵，战绩和士气必然都会双双受挫。 从

数据上看，海于格松的进攻层面偏弱，

目前进球率只有1球左右，基本很难对

敌人造成太大的威胁， 战术方面也没

有太大优势。 不过好在球队在上一轮

主场比赛时，取得了3球大胜，总算挽

回了一些士气， 可见球队主场成绩比

客场要好很多。

客队情报：

布兰在新赛季当中，开

局不顺，连续遭遇到连败的打击，虽然

中间球队也有所调整， 在主场对阵斯

特罗姆的比赛中，3球大胜对手， 但是

球队整体发挥还是不如人意。 主要是

球队的防守太差，进攻也很不给力，整

体发挥非常糟糕。 最近6场比赛，布兰1

平5负。 如今积分榜上，布兰仅积4分排

名垫底，保级形势非常严峻。 就目前而

言， 两支球队在实力和排名方面的差

距还是很大， 鉴于布兰各方面都处于

糟糕的状态， 看好主队有望主场连

胜。

周四102 挪超 海于格松VS布兰

看好巴拉圭打平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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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指数“1.71

3.08 4.35”， 主队让一球“3.55 3.25

1.82”。

主队情报：

格雷米奥这个赛季在

联赛中的开局相当之惨淡， 上轮客场

0：1不敌累西腓体育之后，他们新赛季

联赛在已经进行的3轮赛事中全部输

球，期间进失之比为2：5，攻防两端表

现都非常惨淡。 目前格雷米奥在积分

榜上暂时排名倒数第一， 不过相比大

部分球队格雷米奥都是少赛2轮，而且

他们目前落后安全区的积分差距也不

算太大，如果之后能够找回正常状态，

保级依旧是大有希望的。

客队情报：

桑托斯上轮主场2：0击

败了圣保罗， 球队迅速从此前不敌弗

鲁米嫩塞的阴影当中走出，近6场赛事

4胜1平1负，整体状态看上去还算是不

错的。 目前桑托斯在积分榜上暂时排

在第9位，暂时基本上下无忧。 不过需

要注意的是， 桑托斯主强客弱的特点

非常之明显， 他们近10个客场赛事仅

仅击败过低级别球队斯尔诺特，其余9

场竟然是1平8负， 基本上毫无客战能

力可言。 两队实力名气差距不大，不过

就本赛季表现来看， 格雷米奥却是明

显不及桑托斯， 所以本场看好桑托斯

能够全身而退。

周四112 巴甲 格雷米奥VS桑托斯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指数

“2.11 2.83 3.20”， 主队让一球“5.00

3.55 1.52”。

主队情报：

巴伊亚上轮主场跟科

林蒂安0：0握手言和， 新赛季至今联

赛5轮拿到了2胜2平1负的战绩，基于

其整体实力来看，这已经算是一个相

当不错的表现了。目前巴伊亚在积分

榜上排名第7， 看上去大有机会冲击

下赛季解放者杯资格。本轮巴伊亚将

继续坐镇主场作战，不过相比较其他

巴西甲球队，巴伊亚的主场优势反而

不是那么明显， 近7个主场赛事甚至

只有2胜2平3负的战绩。

客队情报：

巴拉纳竞技上轮主

场2：1击败了戈亚尼亚竞技，近11场

各项赛事取得了9胜2平的佳绩，其

中本赛季联赛至今更是4战全胜，风

头简直是一时无两。 目前巴拉纳竞

技在积分榜上暂时排名榜首， 如果

本轮再胜则有就会进一步扩大其领

先优势，因此战意肯定强烈。值得注

意的是， 巴拉纳竞技即便是客场表

现也是相当出色，近6个客场赛事豪

取5胜1平。 巴伊亚实力和状态等基

本面相比巴拉纳竞技稍微逊色，相

比较， 巴拉纳竞技不论主客场的表

现都相当平稳， 近期多线作战的情

况下依旧是气势如虹， 所以看好巴

拉纳竞技客场取胜。

周四113 巴甲 巴伊亚VS巴拉纳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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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竞彩受注赛程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指数“3.20

3.40 1.88”， 主队受让一球“1.67 3.65

3.80”。

主队情报：

斯塔贝克在2008年获

得了他们第一个联赛冠军。 近年来他

们则是成绩平平，长期处于中游徘徊。

相比客场而言， 球队主场抢分能力更

强。 不过本赛季成绩下滑严重，最近9

场比赛2胜3平4负，进入新赛季，球队

才1胜2平，其余比赛都是输球。 球队唯

一的胜利，还是在主场2球战胜了垫底

的布兰。 上一轮联赛，斯塔贝克1：2不

敌莫尔德，遭遇联赛三连败，可见球队

的状态十分糟糕。 近3场比赛丢了9球，

防守能力更糟糕。

客队情报：

瓦勒伦加现在是属于

中上游的队伍， 开局不错， 取得了连

胜，不过近期状态走势不佳，最近的3

场比赛都未能取得胜利， 幸好的是进

攻端上表现出色， 已经连续几场比赛

都有斩获入球， 不过后防线上较为薄

弱，容易给对方攻破球门。 最近3场比

赛1负2平， 上一轮比赛主场逼平了扳

手的博德闪耀，迎来了球队的二连平。

虽然进攻端方面表现稳定， 但是后防

线比较糟糕， 而且近期状态正在走下

坡路，两支状态不佳的球队相遇，首选

平局。

周四106 挪超 斯塔贝克VS瓦勒伦加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

未开出指数。

主队情报：

美洲杯小组赛A组第

四轮将再战一场，智利对阵巴拉圭。

智利上轮比赛1：1战平了乌拉圭，开

赛三轮不败。 上半场巴尔加斯率先

打破僵局， 下半场苏亚雷斯扳平比

分。 三轮后1胜2平积5分排在A组第

2，近5场比赛1胜4平发挥稳定。 智利

目前国际排名第19， 南美区排在第

5。 2015年美洲杯、2016年百年美洲

杯，连续两次夺得冠军，上届比赛打

进四强， 半决赛不敌大黑马秘鲁无

缘决赛。 本届美洲杯大名单中，多数

人在欧洲五大联赛效力，实力不俗。

客队情报：

巴拉圭上轮比赛0：1

不敌阿根廷，遭遇赛事首场失利。上

半场戈麦斯为阿根廷打入全场唯一

进球， 巴拉圭一球小负本组头号强

敌。两战过后一胜一负积3分排在小

组第3，近5场比赛1胜2平2负状态一

般。两队近5场历史交锋，巴拉圭3胜

2负略占上风。上一次交手是2017年

9月的世界杯预选赛， 智利主场0：3

惨败对手，遭遇对阵两连败。巴拉圭

目前国际排名第35， 南美区排在第

8。本场比赛，看好双方打成平局，巴

拉圭顺利出线。

周四111 美洲杯 智利VS巴拉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