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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VS巴拉圭 -1�� 4.70� 3.55� 1.55

哥伦比亚VS厄瓜多尔 -1�� 2.97� 3.15�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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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赛事

联赛 对阵 开赛时间 参考指数

周四001�世预赛 玻利维亚VS巴拉圭 10-15�04:00�� 2.09�2.92�3.15

周四002�世预赛 哥伦比亚VS厄瓜多尔 10-15�05:00�� 1.57�3.25�5.15

周四003�巴甲 圣保罗VS塞阿拉 10-15�06:00�� 1.63�3.20�4.68

联赛 对阵 开赛时间

世预赛 阿根廷VS秘鲁 10-15�06:00

世预赛 智利VS委内瑞拉 10-15�06:00

世预赛 巴西VS乌拉圭 10-15�06:00

北京单场

足

球

赛

事

提

点

2021.10.14��星期四

A14

INFORMATION TIMES

竞彩专版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63

3.20 4.68”， 主队让1球“3.10 3.35

1.93”。

主队情报：

巴甲第26轮比赛，主

队圣保罗最近的状态不佳， 球队最

近面对排名比自己低的对手都没能

获胜，取得了连平。 圣保罗最近3场

比赛中有2场比赛都有失球，球队的

防守水平有所下滑。 圣保罗25场比

赛后积30分排在第13， 领先保级区

和落后解放者杯附加赛区同为4分。

球队最近9场比赛1胜6平2负， 最近

更是遭遇了5连平，球队主要问题就

是进攻端比较糟糕， 球队进球太难

了，最近5场平局才打进了2个球，如

此糟糕的攻击力怎么可能帮助球队

赢球呢？ 圣保罗主教练克雷斯波球

员时代在国米、AC米兰， 切尔西等

豪门效力， 退役后在班菲尔德等球

队执教， 今年2月开始成为球队主

帅。虽说圣保罗实力和名气都在客队

之上，但两队本赛季联赛表现都差不

多。 圣保罗近期一胜难求，很可能又

是一个平局。

客队情报：

最近主要是世预赛在

进行，巴甲联赛也在同时进行，这对

国脚多的球队影响比较大，客队塞阿

拉也受到了影响。南美的球队一般主

场表现会很好，这一点在塞阿拉身上

体现得比较明显。目前塞阿拉的主场

成绩在整个巴甲中排名第三名，攻守

两端来看，球队防守稳健，至今丢21

球，而主场时防守更是坚固，至今只

丢了8球，是巴甲主场丢球第二少。之

前的比赛， 球队也是顺利在主场1：0

小胜沙佩科恩斯， 不过上一轮联赛，

球队客场不敌对手，最近3场比赛1胜

1平1负， 球队最近状态不太稳定。

何况这次又是客场比赛，客队拿到平

局也可以接受。

周四003� 巴甲 圣保罗VS塞阿拉

哥伦比亚为出线必须取胜

责编：范诗曼 美编：何建玲 校对：叶春晖

世预赛 智利VS委内瑞拉

主队情报：

南美传统强队中，表现

最差的就是智利。 之前客场挑战实力不

如自己的秘鲁，又遭一败，并且还是以

0：2惨败而归，在这场比赛失利后，智利

尴尬的连续不胜已经是扩大到了7场。

在最近的11场比赛中，智利也就只在弱

旅玻利维亚身上拿到了1胜， 这种表

现和战绩，完全无法匹配他们世界第

20名的排位。 对秘鲁的比赛结束后，

智利只有7分， 距离第五名的差距越

来越多。 虽然出线的难度高，但是智

利的斗志还不错。 上一轮比赛，智利

队主场2球战胜了巴拉圭队， 终于赢得

了久违的胜利，拿到了宝贵的3分，目前

积10分排名第8位。

客队情报：

客队委内瑞拉实力比较

弱，自然成绩也好不到哪里去。目前球队

积7分排名倒数第一，可以说早已失去了

晋级的希望，球队完全是为了荣誉而战。

上一轮联赛，委内瑞拉主场2：1战胜了厄

瓜多尔，背水一战的紧要关头，球队表现

不错。 全场比赛结束，委内瑞拉主场2：1

逆转了厄瓜多尔。 这场比赛客场挑战状

态反弹的智利，球队难度很大。

主队情报 ：

南美赛区，巴西是实

力最为强大的。 上一轮联赛，球队客

场对阵哥伦比亚， 结果和对手战平，

无缘预选赛10连胜。 巴西之前豪取9

连胜，狂进22球仅失3球，势头迅猛，

之前在内马尔停赛的情况下， 客场

3:1战胜委内瑞拉， 彰显了强劲的

实力。 上场比赛内马尔复出，结果

哥伦比亚的防守非常顽强，多次破

坏了巴西队的进攻。 巴西毕竟领先

第二名阿根廷已经多达6分， 出线

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这次回到主场

对阵乌拉圭， 双方之前首回合，巴

西曾客场2:0乌拉圭， 此役借助主

场之利， 巴西双杀对手可能性很

大。巴西坐拥主场迎战乌拉圭。双方

最近6次交手， 巴西5胜1平进15球失4

球未尝败绩。

客队情报：

乌拉圭其实实力不弱，

世预赛10战，4胜4平2负， 进13球失10

球暂居积分榜第4位， 和第3名厄瓜多

尔同分，比第5名哥伦比亚多1分，所以

球队还需要继续努力巩固优势。 之前

比赛， 乌拉圭主场0:0被哥伦比亚逼

平，非常可惜。 防守端乌拉圭场均失1

球稍显不稳，此役客战场均进2.4球的

巴西，前景不容乐观。客队进攻端还是

依靠老将苏亚雷斯、卡瓦尼领衔，不过

锋线老迈，破门能力有所衰减。此役客

战巴西，乌拉圭凶多吉少。

世预赛 巴西VS乌拉圭

主队情报：

阿根廷上轮主场3：0

大胜乌拉圭，近期在各项赛事已经连

续24场不败，目前在积分榜上暂时排

名第2，积22分，虽然比榜首的巴西少

了6分， 但是比第3名厄瓜多尔多了6

分之多。 梅西在上场进球之后，已经

为国家队打进80球，成为首位在国家

队打进80粒进球的南美球员，洛赛尔

索在本届预选赛也已经贡献了5次助

攻，与内马尔并列榜首。 美洲杯夺冠，

彻底释放了阿根廷， 除了梅西之外，

现在的阿根廷非常年轻化，没有多少

星味的阿根廷，更成熟更团结了。 梅

西年纪大了， 但是技术绝对炉火纯

青，年轻球员更积极跑动，让梅西能

安心组织进攻和制造威胁，梅西在国

家队的表现越来越好。

客队情报：

秘鲁目前积11分排名

第7名，距离积分榜第5的哥伦比亚，也

仅有4分差距，可见秘鲁依旧有望争夺

出线资格，因此并不会缺乏战意。上轮

比赛， 秘鲁客场0：1不敌弱旅玻利维

亚，对于士气和信心，造成一定程度的

打击。秘鲁最近10个客场赛事，仅仅只

击败过厄瓜多尔， 其余9场1平8负，而

且多达7次被对手零封；另外，全队身

价5330万欧元，跟阿根廷全队的7.259

亿基本没有可比性。 虽然说理论上还

是具备出线资格的， 但是现实却总是

那么残酷，秘鲁接下来对手都是硬仗，

这次对手是阿根廷， 秘鲁只能少输当

赢。

世预赛 阿根廷VS秘鲁

周四001� 世预赛 玻利维亚VS巴拉圭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2.09 2.92

3.15”，主队让1球“4.70 3.55 1.55”。

主队情报：

10月15日早上，2022

卡塔尔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最新一

轮比赛展开争夺。 主队玻利维亚上

一轮比赛表现不错，主场1：0力克秘

鲁。 虽然上轮取胜，但是玻利维亚仍

然处在倒数第二的位置， 基本上就

是重在参与的情况了。 虽然他们的

老将莫雷诺依然有不错的发挥，但

是无奈球队的整体实力不佳。 在目

前， 莫雷诺已经踢进了8个进球，在

射手榜单上是第一的位置， 排在他

后面的是巴西队的内马尔。 可以说，

目前玻利维亚基本上就是靠着莫雷

诺在苦苦支撑。 球队上轮彻底放开

来踢，还取得了久违的胜利，可见球

员们基本上是在享受比赛了， 毕竟

球队没可能出线，还不如放开了来踢

比赛。

客队情报：

巴拉圭是一支比较平

稳的球队，攻不强守不弱。 之前他们

在劣势中逼平了阿根廷队，爆出了大

冷门，他们也是南美外围赛中平局最

多的球队，平了6场，输给了巴拉圭和

巴西两场。 巴拉圭的进攻乏力，进球

少，结果上轮客场挑战智利，果然陷

入了被动，结果2球不敌主队。巴拉圭

最近4场世预赛，分别战平阿根廷、哥

伦比亚，战胜了委内瑞拉，输给了智

利，目前球队积12分排名第6，打进前

4名还是有一些希望的。 由于球队的

平局较多， 进攻端的表现并不算突

出，所以就需要球队聚精会神，每一场

比赛都像上次逼平阿根廷那样全力以

赴去踢才行。

周四002� 世预赛 哥伦比亚VS厄瓜多尔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1.57 3.25

5.15”，主队让1球“2.97 3.15 2.06”。

主队情报：

上一轮小组赛，在哥伦

比亚北部海滨城市巴兰基亚大都会体

育场进行的预选赛， 主场作战的哥伦

比亚队0:0逼平巴西队， 终结了对手九

连胜。 纵观全场，尽管哥伦比亚队控球

率仅为36%，射门次数却达12次，比对

手多3次。 此外，哥伦比亚队整场比赛

共有19次犯规，比巴西队多10次，并吃

到两张黄牌。 11轮小组赛比赛过后，巴

西、阿根廷、厄瓜多尔和乌拉圭队排前

四，哥伦比亚队3胜6平2负积15分列第

五。 哥伦比亚队接下来将主场迎战厄

瓜多尔队。 哥伦比亚世界排名第16，目

前世预赛南美区排名第5，对于一个世

界排名第16的国家， 这个成绩可以说

比较糟糕。 主队如果争取前4名出线机

会，这场比赛必须要拿下。

客队情报：

上一轮小组赛，厄瓜多

尔客场挑战积分垫底的委内瑞拉，结果

爆冷输球。厄瓜多尔本届世预赛表现还

不错， 但是上个月一度遭遇 2 轮不胜，

上一个主场，他们 3：0 大胜弱旅玻利维

亚，在阿根廷和乌拉圭未能赢球的情况

下，他们以净胜球优势升到第 3，和阿

根廷的分差缩小。厄瓜多尔的世界排名

是第 55 位， 在南美洲十支球队中排在

倒数第二，看似排名较低，但是世预赛

前 7 场比赛，厄瓜多尔成为黑马，取得

4 胜 3 负积 12 分打进 16 球失 10 球，

仅次于巴西和阿根廷，不过最近几轮比

赛，球队的实力暴露无遗，先是主场平

了智利，又在客场输给了乌拉圭，上轮

又输给委内瑞拉。这场对阵哥伦比亚又

是一场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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