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四赛事

联赛 对阵 开赛时间 参考指数

周四001�奥运男足 埃及国奥VS西班牙国奥 07-22�15:30

周四002�奥运男足 墨西哥国奥VS法国国奥 07-22�16:00

周四003�奥运男足 新西兰国奥VS韩国国奥 07-22�16:00

周四004�奥运男足 科特迪瓦国奥VS沙特国奥 07-22�16:30

周四005�奥运男足 阿根廷国奥VS澳大利亚国奥 07-22�18:30

周四006�奥运男足 日本国奥VS南非国奥 07-22�19:00

周四007�奥运男足 洪都拉斯国奥VS罗马尼亚国奥 07-22�19:00

周四008�奥运男足 巴西国奥VS德国国奥 07-22�19:30

周四009�美职足 奥兰多城VS费城联合 07-23�07:30����1.74�3.55�3.55��

周四010�解放者杯 巴西国际VS亚松森奥林匹亚 07-23�08:30��

周四011�美职足 奥斯汀FCVS西雅图海湾人 07-23�09:30����2.06�3.2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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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指数和

让球未开出指数。 奥运会男足小组

第一轮比赛。

主队情报：

埃及队近年来连战

连捷， 各项赛事已经连续11场不

败， 整体发挥十分出色而稳健；过

去4场热身赛有3场保持零失球，球

队后防线固若金汤；近期几乎每场

比赛都有进球斩获，锋线输出十分

稳定；球队过去曾爆冷战胜过巴西

U23，具备一定的硬仗作战能力。不

过球队实力一般，没有什么大牌球

星，本次参加奥运会的阵容总身价

只有1870万欧元，在所有球队当中

排名第十，十分一般；由于利物浦

不放人，萨拉赫无法跟随埃及队前

往东京，球队阵容不齐整。 主教练

肖基加里布球员时代曾效力于埃

及国家足球队，2018年出任埃及

U23主教练至今。

客队情报：

本次参加奥运会的

阵容总身价高达5.63亿欧元， 在所

有球队当中高居首位， 是夺冠大热

门； 目前阵中有多名西班牙足坛名

将坐镇，同时6名刚刚参加完欧洲杯

的国脚也在列，阵容星光熠熠；作为

目前夺冠概率最高的球队， 这次球

队就是为了冠军而来的， 战意十分

充足； 过去曾3球大胜过埃及U23，

此番再战具备多重心理优势。 不过

虽是豪门， 但青年队却不如他们的

国家队那么名声在外， 此前热身赛

曾被日本队逼平； 与他们的国家队

一样，虽然防守能力很强，但锋线威

力偏弱，进球效率不是很高。和主队

埃及相比， 西班牙队部分人刚刚征

战完欧洲杯，状态正佳，取得开门红

问题不大。

周四001�埃及国奥VS西班牙国奥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指数和

让球未开出指数。 奥运会男足小组

第一轮比赛。

主队情报：

新西兰国奥队此前

公布了本次参加奥运会的人员名

单，其中有8人来自国内联赛，队长

温斯顿里德目前效力于刚升级英

超的布伦特福德， 目前出战11场

还未取得进球。 此外， 效力于国

内球队惠灵顿凤凰的前锋本韦恩，

目前代表球队出战7次有8球进账，

稳居队内第一。 之前在赛前的一

场友谊赛中， 2： 0战胜了澳大利

亚队， 球队零封取胜， 定然增强

了赛前的信心。 新西兰队和韩国

队最近的一次交手中， 新西兰1：2

不敌对手， 本场交锋心理占劣势。

新西兰上一次参加奥运比赛还要

追溯到2012年，当时球队1平2负未

尝胜绩。

客队情报：

韩国国奥队此前公

布了本次参加奥运会的人员名单，

多达20人全都来自国内联赛， 队长

为李相民，司职后卫，现在效力于首

尔FC，前锋宋敏奎同样在列，他此

前刚刚宣布加盟全北现代， 这位前

浦项制铁球员2018年加盟球队，出

战72场比赛打进19球。之前经历了4

场友谊赛， 取得了2胜1平1负的战

绩，球队共打入了8球，表现较好。韩

国国奥队整体在奥运会赛场上表现

并不差，他们过去10场比赛仅输了2

场，取得了4胜4平2负的战绩。

不过韩国国奥队防守上面表现

并不好， 此前四场友谊赛全都有失

球，场均达1.5个。 韩国国奥队最近2

场友谊赛面对强大的阿根廷和法国

均能取得入球， 而且他们实力处于

亚洲顶尖行列，是役面对新西兰，韩

国更值得高看。

周四003��新西兰国奥VS韩国国奥

周四002��墨西哥国奥VS法国国奥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指数和让

球未开出指数。 奥运会男足小组第一

轮比赛。

主队情报：

墨西哥国奥最高光的

时刻是2012年奥运会，当时他们战胜

了内马尔、奥斯卡、马塞洛和蒂亚戈

席尔瓦领衔的巴西杯， 拿到了冠军。

墨西哥国奥此次全体球员都来自墨

西哥国内联赛，队内绝大球员虽然年

纪不大，但基本上都是各俱乐部的主

力。 主帅是42岁的洛萨诺，此前他担

任过克雷塔罗俱乐部的主帅，2019年

接手墨西哥国奥。 作为美洲劲旅，本

次参加奥运会的阵容总身价达到

9410万欧元，在所有球队当中排名第

七，不容小觑；近期连战不败，曾经逼

平过强大的阿根廷国奥，球队整体发

挥十分出色而稳健；近期有一半赛事

保持零失球，球队后防线固若金汤。

客队情报：

法国国奥实力强大，本

次参加奥运会的阵容总身价高达

1.215亿欧元，在所有球队当中高居前

五，乃夺冠热门之一；目前阵中有多名

知名小将坐镇， 包括AC米兰的卡卢

卢、阿森纳的萨利巴、切尔西的萨尔等

等，阵容强度并不差；此前热身赛曾逆

转战胜韩国国奥队，积累一定士气；球

队时隔多年再次跻身奥运会比赛，求

胜欲望十分强烈。 不过姆巴佩并未随

队前往东京， 对球队锋线是个很大的

损失。法国国奥此次大名单中，绝大多

数球员都是在欧洲主流联赛效力，法

国国奥也曾拿到过奥运会的金牌，不

过还要追溯到遥远的1984年。 此番面

对实力不如自己的墨西哥队， 法国队

有望取得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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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006��日本国奥VS南非国奥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指数和让球

未开出指数。 奥运会男足小组第一轮比

赛。

主队情报：

日本男足在亚洲是第一

档的球队， 不管是国家队还是国奥队，

甚至是校园足球，他们都有自己独特完

整的战术体系，日本足球确实值得很多

亚洲国家学习。 过去的几届奥运会，日

本国奥的成绩虽然达不到日本球迷的

预期，但对于很多亚洲国家来说，他们

的表现是不错的，上一届里约奥运会小

组赛1胜1平1负，打进7球失7球，只排在

小组第三， 未能出线；2012年的伦敦奥

运会，日本U23闯进了4强，但是在季军

争夺中以0:2的比分不敌韩国U23，遗憾

错失了奖牌。 作为本届东道主，日本国

奥队肯定想取得更好的成绩。 此前的热

身赛， 他们已经展现了自己的潜力和信

心，状态正佳。

客队情报：

第一场小组赛就是和东

道主比赛， 这对南非国奥队来说是一个

严峻的考验。不过这次奥运会之旅，对于

南非队来说一波三折。 此前有报道南非

国奥有球员的新冠检测呈阳性， 不知道

这场和东道主日本队的比赛， 他们能拿

出什么样的状态。 上一届奥运会南非小

组赛是2平1负未能出线。之前媒体报道，

南非国奥队有3人入住东京晴海奥运村

后，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奥组委7月19

日宣布认定了21名密切接触者。 若在比

赛开始前6小时以内，再次检测呈阴性就

允许参赛， 但对疫情扩大的担忧也在加

剧。可以肯定，这将对球队的发挥带来很

大影响。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指数和让

球未开出指数。奥运会男足小组第一

轮比赛。

主队情报：

这是奥运会男足第一

轮最具看点的比赛，D组中坐拥巴西

和德国两大冠军热门球队的较量。除

此之外，D组还有非洲劲旅科特迪瓦

以及亚洲代表沙特。巴西国奥队最近

2场友谊赛全胜， 打进8球仅失2球攻

守兼备， 其中包括客场3：0完胜欧洲

劲旅塞尔维亚国奥队。 上届奥运会，

巴西国奥队打破魔咒， 最终顺利夺

冠。 2016年内马尔带领桑巴军团决赛

险胜德国国奥，报了2014世界杯半决

赛1：7惨败之仇， 被视为巴西足球复

兴的标志。 5年后的今天，内马尔没有

参加奥运会，皇马的维尼修斯和罗德

里戈也相继缺席，但巴西国奥人才济

济。首先，巴西还有天才新星雷尼尔，

他目前效力皇马队。而且阿森纳小将

马丁内利坐镇，还有埃弗顿的锋霸理

查利森。 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38岁

的阿尔维斯，此前他已经赢得42个冠

军，排在现役第一，是梅西和C罗都仰

望的存在。 现在，阿尔维斯的目标是

带队卫冕金牌，冲击个人第43冠。 最

近两场热身赛， 巴西国奥3：0完胜塞

尔维亚国奥，5：2横扫阿联酋国奥，状

态相当不错。

客队情报：

德国国奥队最近没有

任何赛事出场记录，状态成疑。 上届

奥运会， 德国国奥队闯进最终的决

赛，惜败摘银。 双方在上届奥运会决

赛会师，巴西国奥队通过点球大战击

败德国国奥队，获得金牌。 今年跟巴

西同组的，恰巧又是德国国奥，5年前

两队在决赛当中相遇， 德国战车惜

败， 现在又在奥运会小组赛提前碰

面。 不过，德国国奥这次星光略显暗

淡，主帅昆茨只带了18人前往东京参

赛，居然还有4个名额是多余的，不被

看好能取得好成绩， 但出线难度不

大。 所以此役还是看好巴西国奥队能

够顺利战胜德国国奥队。

周四008��巴西国奥VS德国国奥

东道主日本国奥队状态正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