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四赛事

联赛 对阵 开赛时间 参考指数

周四001 欧罗巴 莫斯科火车头VS马赛 09-17�00:45�� 3.55�3.38�1.78

周四002 欧罗巴 PSV埃因霍温VS皇家社会 09-17�03:00�� 2.11�3.35�2.73�

周四003 欧罗巴 莱切斯特城VS那不勒斯 09-17�03:00�� 1.97�3.35�3.02

周四004 欧罗巴 格拉斯哥流浪者VS里昂 09-17�03:00�� 2.46�3.25�2.35

北京单场

欧罗巴 贝尔格莱德红星VS布拉加 09-17�00:45�

欧罗巴 皇家贝蒂斯VS凯尔特人 09-17�00:45�

欧罗巴 维也纳快速VS亨克 09-17�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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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火车头VS马赛 +1�� 1.75� 3.50� 3.55 �

PSV埃因霍温VS皇家社会 -1�� 4.38� 3.85� 1.54 �

莱切斯特城VS那不勒斯 -1�� 4.10� 3.70� 1.60 �

格拉斯哥流浪者VS里昂 -1�� 5.50� 4.20�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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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指数“3.55

3.38 1.78”，主队受让一球“1.75 3.50

3.55”。

主队情报：

莫斯科火车头新赛季

开局不错， 上轮联赛主场2：0击败了

苏维埃之翼，最近8场赛事，5胜3平保

持不败， 其中3场平局除了战平乌法

稍稍令人失望之外，能够在泽尼特以

及莫斯科迪纳摩身上取得1分， 完全

可以接受。 而且球队的主场战力强

悍，国脚前锋斯莫洛夫本赛季已经打

进6粒联赛进球，个人状态相当出色，

至今已经连续18个主场赛事不败，转

会窗关闭之前从切尔西租借来小将

安乔林，中场厚度进一步提升，本场

即便面对来势汹汹的马赛也完全有信

心拿到积分。

客队情报：

马赛本赛季的开局同

样非常出色，上轮更是在客场2：0击败

了劲敌摩纳哥，至今4轮联赛拿到3胜1

平的佳绩。 本赛季至今4场赛事，全队

合共打进了10粒进球， 场均进球达到

了2.5粒，主力攻击手帕耶和云代尔本

赛季都已经取得了6粒进球，个人状态

相当出色。 如果之后能够在补赛中击

败尼斯， 马赛甚至大有机会升至积分

榜前二的位置。 对阵两队近期状态都

是相当出色， 但是马赛整体实力明显

更胜一筹，因此即便是客场，也是更加

值得信赖。

周四001 欧罗巴 莫斯科火车头VS马赛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指数“1.97

3.35 3.02”， 主队让一球“4.10 3.70

1.60”。

主队情报：

莱切斯特城上赛季英

超打入68球并列第3位。 在联赛排名

第5位，最终无缘欧冠资格。 不过球队

获得了足总杯冠军， 得以参加本赛季

欧罗巴小组赛。新赛季主队表现异常，

时好时坏，此前联赛客场比赛，锋线遭

到零封， 再加上上轮联赛遭到曼城复

仇，开赛至今只有4球进账，过去3场赛

事输了2场，锋线火力大不如前且状态

明显呈下滑态势。过去3场赛事合计丢

了6球，球队后防线质量有待改进。

客队情报：

那不勒斯上赛季在加

图索的带领下，获得联赛第5位，也是

无缘欧冠资格。今年夏天，那不勒斯终

于将传奇球星加图索辞掉， 换上了

新帅斯帕莱蒂，那不勒斯过去11年

间和对手共有18次交手，主场未尝

败绩，6胜3平， 但客场只有3平6负

的成绩。 客队新赛季开局完美，打

出一波三连胜的佳绩，期间包括战

胜尤文，目前士气正盛。 球队锋线

火力不俗，每场比赛都有2球进账，

进攻效率颇高， 三轮联赛下来，已

有6名球员收获进球，球队火力点较

多。 不利的消息是新赛季有较大的人

员流失， 同时目前阵中也有不少球员

伤停，球队阵容厚度削弱。

周四003 欧罗巴 莱切斯特城VS那不勒斯

周四002 欧罗巴 PSV埃因霍温VS皇家社会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指数“2.11

3.35 2.73”， 主队让一球“4.38 3.85

1.54”。

主队情报：

埃因霍温将坐镇主场迎

战皇家社会， 双方都具备较强的实力，

不过相比较之下，还是埃因霍温稍胜一

筹。 本赛季埃因霍温的阵容，也得到了

加强，实力方面也是远超从前，这从他

们新赛季的联赛开局表现可以看得出

来，不仅4战全胜，而且锋线火力极其凶

猛，多次打出大比分。 而在欧战赛场上，

虽然欧冠附加赛被本菲卡淘汰。 如今转

战低一级的欧罗巴，对于埃因霍温而言，只

要全力以赴的话，成绩肯定不会差。

客队情报：

皇家社会作为西甲老油

条， 战斗力同样不简单， 而且他们阵中

拥有众多国脚， 实力不可小觑。 虽说皇

家社会在新赛季首轮就遭遇开门黑， 但

输给巴萨也是情有可原， 随后他们立马

打出了一波三连胜的佳绩， 并且连续 3

场零封对手一球未失。 皇家社会此前只

有 2 次面对荷甲球队的经历， 上赛季欧

联杯小组赛对阵阿尔克马尔取得 1 胜 1

平的战绩。 皇家社会前锋奥亚萨瓦尔本

赛季已经在西甲打进了 4 粒进球， 状态

出色。 上轮联赛客场 2： 0 击败加的斯，

豪取三连胜， 且连续 3 场比赛完成了零

封， 防守出色。

竞彩受注赛程

马赛整体实力更胜一筹

周四004 欧罗巴 格拉斯哥流浪者VS里昂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指数“2.46

3.25 2.35”， 主队让一球“5.50 4.20

1.39”。

主队情报：

球队本赛季在欧冠附加

赛当中，遭到了马尔默的双杀，再次与

欧冠正赛无缘。幸好在此之后格拉斯哥

流浪者迅速找回状态，上轮联赛客场2：

1击败了圣约翰斯通， 最近6场正式赛

事，取得5胜1平的佳绩，期间还要4度零

封对手，防守质量相当不错，球队当前

士气状态重新回到巅峰当中，中场球员

奥福伯赫目前正处于养伤在状态无法

出场。

客队情报：

球队本赛季开局阶段的

表现也是很不理想，前3轮仅仅拿到2平1

负的战绩， 但最近两轮球队逐步找回最

佳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本赛季重新回归

球队的穆萨登贝莱也是展现出色的状

态，最近3场赛事总共打进4球之多，转会

窗关闭前签下了前德国国脚博阿滕，增

强了防线实力， 最近10个正式的客场赛

事，取得了5胜4平1负的战绩，客场战力

相当不错， 后卫埃莫森有伤在身无法出

战。 主队格拉斯哥流浪者近些年打进欧

战正赛的次数明显不及里昂， 更加看好

里昂取得不败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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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队情报：

贝尔格莱德红星上

轮联赛主场迎战普莱特尔，最终3：0

轻取对手豪取各项赛事5连胜，状态

极为出色。 主队本场比赛将继续坐

镇主场， 球队体能以及备战相比布

拉加更加充分。 主队近10场比赛仅

仅输给谢里夫，最近成绩不错。过去

10场比赛有7次至少打入3球， 进攻

能力极为出色。红星坐拥魔鬼主场，

各项赛事跨赛季至今保持连续16场

不败，本赛季3个欧战主场更是狂轰

10球。 阵中的塞尔维亚国脚卡泰状

态极为出色， 目前已经与红星续约

至2024年， 他本赛季为球队已经贡

献7球。主队本赛季原本出战欧冠资

格赛，然而爆冷不敌谢里夫，遗憾跌

入参加欧罗巴附加赛， 在附加赛中

双杀克卢日晋级小组赛。 主队近期

在各项赛事中打出一波五连胜，士

气正盛；进攻端稳定性上佳，新赛季

至今几乎是场场有进球入账， 场均

进球达到2球；最近整体踢法偏向奔

放，近5战总进球数全部大于3球；不

过近期赛程比较密集， 频繁奔走在

欧战资格赛之中， 体能储备会比较

吃亏。

客队情报：

布拉加是葡超球队，

上轮战平费雷拉后，保持连续4场不

败，状态不俗。 布拉加近10场比赛有

4次打出大比分， 期间有6次半场产

生进球，进攻能力不俗。 客战能力远

胜其主场， 本赛季至今客场未尝一

败。 过去3次迎战红星，取得1胜2平

保持不败。 过去5次迎战塞尔维亚球

队， 取得3胜2平保持不败， 堪称克

星。 上轮联赛进行了轮换调整，为这

场欧罗巴比赛进行留力，最终0：0战

平费雷拉。

欧罗巴 贝尔格莱德红星VS布拉加

北京单场赛事

欧罗巴 皇家贝蒂斯VS凯尔特人

主队情报：

主队上轮联赛2：1击

败格拉纳达， 迎来新赛季首场胜仗，

提高了士气。 夏窗期间，贝蒂斯免签

了米兰达、萨巴利以及格拉纳达第一

门将鲁伊席尔瓦，针对后防进行了补

强。 本赛季进攻端乏力，防守端也是

场场丢球， 赛季至今未有过零封场

次。 球队近10个主场赛事只输1场，主

场作战能力尚可。 球队的防守端相对

一般， 过去10场各项赛事失掉12球。

新加盟的后卫萨巴利有伤在身，无法

出战本场比赛。 上轮联赛击败格拉纳

达迎来新赛季首场胜仗， 士气振奋。

不过球队能进也能失，过去10场各项

赛事，打进17球同时失掉12球。

客队情报：

凯尔特人上轮联赛3：0

罗斯郡，结束此前2连败颓势，士气有

所提高。 近10场各项赛事一共打进29

球，锋线火力十足。本赛季引进的前锋

古桥亨梧至今打进3球，表现极佳。 球

队此前4场欧罗巴杯赢下了3场， 晋级

小组赛。球队本赛季的5场联赛打进16

球，丢3球，球队的攻防两端相当出色。

球队近10场赛事7胜3负， 胜负能力较

强。球队不擅长客场作战，近10个客场

仅胜2场，客场作战能力低。 两队历史

未有过交锋记录， 根据双方新赛季表

现来看， 两队近期整体表现都不算出

色，彼此均无必胜对手的绝对把握，此

番交战首选平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