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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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齐奥 11-26�01:45�� 4.55�3.55�1.57

周四002 欧罗巴 加拉塔萨雷VS马赛 11-26�01:45�� 2.62�3.15�2.27

周四003 欧罗巴 中日德兰VS布拉加 11-26�01:45�� 2.37�3.15�2.50 �

周四004 欧罗巴 莱切斯特城VS华沙军团 11-26�04:00�

周四005 欧罗巴 摩纳哥VS皇家社会 11-26�04:00�� 2.32�3.05�2.63

周四006 巴甲 桑托斯VS福塔雷萨 11-26�06:00�� 2.19�2.9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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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火车头VS拉齐奥 +1�� 2.02� 3.55� 2.77

加拉塔萨雷VS马赛 +1�� 1.46� 3.90� 5.05

中日德兰VS布拉加 -1�� 5.50� 3.95� 1.42 �

莱切斯特城VS华沙军团 -2�� 2.30� 4.00� 2.20

摩纳哥VS皇家社会 -1�� 5.55� 3.85� 1.43

桑托斯VS福塔雷萨 -1�� 5.30� 3.65�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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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胜平负指数“2.37 3.15

2.50”，主队让一球“5.50 3.95 1.42”。

主队情报：

这是欧罗巴小组赛F

组的比赛， 主队中日德兰是来自丹

麦超级联赛的强队， 最近的状态不

太稳定， 上轮联赛主场1:2不敌布隆

德比，主场输球爆出了一个冷门，上

一轮联赛客场作战，结果3球不敌主

队， 球队最近2轮联赛遭遇了连败，

之前的2连胜纪录也就此被终结，最

近9场比赛取得了4胜3平2负的战

绩，现时在丹麦超暂居榜首，不过已

经没有什么领先优势了。 主队在欧

罗巴杯的表现，就更加一般了，前4

轮仅仅拿到5分，本轮对于他们而言

是生死之战了，一旦不能赢球，基本

上意味着无法出线。 而对于他们稍

稍利好的是， 目前在国内联赛还保

持领先优势， 本场可以倾尽全力去

争取最后的一丝机会。 中日德兰近

10场比赛战绩为4胜3平3负， 其中，

主场2胜2平1负。 另外近10场主场战

绩为5胜3平2负。 本赛季所有主场比

赛总进球数为2个，总失球数为2个。

客队情报：

布拉加是来自葡超的

劲旅，在联赛被本菲卡6：1击败后，球

队在上场葡杯赛事以6：0大胜圣克拉

拉，强弱悬殊的交锋胜利让球队士气

有一定提升，而且球队在欧罗巴小组

赛里表现还算稳定， 目前在4场比赛

里3胜1负积9分排名小组第一，但前3

位的分数相差不算太大，所以球队目

前还不能掉以轻心。球队目前的头号

射手是本土前锋霍尔塔，在联赛打入

5球送出2个助攻的他，成为球队本赛

季锋无力的唯一进攻担当。不过布拉

加在小组赛客场表现一般，期间只取

得了1胜1负的成绩，球队后防的表现

不佳， 在近4场小组赛里失球达到5

球。球队虽在首次对阵中日德兰的比

赛里取胜，但对手小组赛主场保持不

败， 球队想在本场比赛继续取胜，恐

怕有一定难度，本场比赛不妨看好主

队主场不败。

周四003 欧罗巴 中日德兰VS布拉加

看好莱切斯特城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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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 彩 胜 平 负 指 数 “2.32 3.05

2.63”，主队让一球“5.55 3.85 1.43”。

主队情报：

法甲强队摩纳哥，上

轮联赛2：2战平了里尔，联赛遭遇了3

轮不胜， 联赛方面表现很不理想，不

过在欧罗巴赛事中的表现却很不错，

小组赛至今未有一败， 积8分暂列榜

首， 本场比赛为稳固自身的榜首地

位，争胜之心不可小觑。 球队进攻端

在欧罗巴赛事中打进了4球， 其中本

耶德尔新赛季各项赛事，至今已为球

队贡献9球，个人状态火热，本场将担

任首发，防守端在欧罗巴赛事中仅失

2球，是失球第二少的球队，可见防守

能力还是让人放心的。 最近9场比赛，

摩纳哥3胜4平2负，最近2轮联赛都收

获了平局，球队进攻端比防守端要稍

微差一点。

客队情报：

西甲球队皇家社会在

欧罗巴小组赛，1胜3平暂列第2， 积6

分，比榜首的摩纳哥少了2分，为了保

晋级，这场比赛球队也是全力争胜，球

队在之前的联赛中负于巴萨之后，已

经保持了各项赛事17场不败， 状态稳

定，球队客场作战能力不错，近8个客

场取得5胜3平的战绩， 其中奥亚萨瓦

尔和伊萨克两人便为球队贡献11球，

球队进攻端十分有保障， 不过上轮战

平巴伦西亚，被皇马追上，遗憾失去了

西甲联赛的榜首位置， 士气有一定影

响。

综合分析：

双方在小组赛中都未

曾有过败绩， 且两队分别位列小组第

一和第二，摩纳哥主力前锋缺席本场，

而皇家社会也有多名球员因伤无法出

战， 双方在小组赛首次交手中1：1战

平，此战又是晋级关键，双方定会不遗

余力，双方再次战平的可能性很大。

周四005 欧罗巴 摩纳哥VS皇家社会

周四001 欧罗巴 莫斯科火车头VS拉齐奥

竞彩胜平负指数“4.55 3.55

1.57”， 主队受让一球“2.02 3.55

2.77”。

主队情报：

虽然主场作战的莫

斯科火车头在俄超联赛中排名第四

位，也是俄超争冠行列的队伍，但是

他们在上赛季的欧冠比赛中6战未

尝一胜，止步于小组赛，本赛季在欧

罗巴比赛也是4场小组赛未尝一胜，

目前排名小组垫底位置， 基本出线

无望。 在俄超联赛中，火车头也只是

排在第四位，入球数只有21个，是俄

超前四球队之中最少的， 而他们此

役的对手又是意甲之中最为善于进

攻的队伍拉齐奥。 俄罗斯超级强队

莫斯科火车头上赛季获得季军，本

赛季暂列第四， 欧罗巴比赛小组倒

数第一， 球队主教练为德国教练吉

斯多，曾执教沙尔克04和德国科隆，

今年4月离开科隆，10月加入莫斯科

火车头。 球队本赛季进攻很差，目前

球队在联赛中打进21球， 在欧罗巴

小组赛的4场比赛中仅仅打进2球。

客队情报：

客场作战的拉齐奥在

上轮的意甲联赛中主场0：2输给了尤

文图斯，球队的头号射手因莫比莱由

于长时间多线作战而有伤病问题，他

在国家队比赛日期间选了休息，基本

确定无缘本场小组赛，而另一前锋佩

德罗也因为在训练时受伤而会缺席

本场小组赛。 过去几个赛季，因莫比

莱都是拉齐奥的头号射手，他大部分

的金靴都是在俱乐部获得的，此番他

缺战欧罗巴，对于蓝鹰的攻坚能力有

着较大的影响。 因为因莫比莱的缺

席，火车头的战斗力已经和蓝鹰平起

平坐了， 加上火车头又有主场优势，

此役拉齐奥客场作战不宜高估。拉齐

奥上赛季意甲排名第6， 本赛季暂列

第6，欧罗巴暂列小组第2，落后榜首3

分。球队主教练萨里执教过三支欧洲

强队，那不勒斯、尤文图斯和切尔西。

本赛季，他开始执教拉齐奥，球队最

近4场比赛中有3场进球超过1球，一

共打进7球。 在最近的两场客场比赛

中，都打进对手2个进球。

周四002 欧罗巴 加拉塔萨雷VS马赛

竞彩胜平负指数“2.62 3.15 2.27”，

主队受让一球“1.46 3.90 5.05”。

主队情报：

这是欧罗巴E组的另外

一场小组赛， 土耳其的加拉塔萨雷在

主场迎战法国球队马赛队。 加拉塔萨

雷最近连续2轮欧罗巴小组赛，对阵莫

斯科火车头取得了1胜1平战绩， 目前

以2胜2平，打进3球，失1球，以8个积分

的不败战绩排名小组第一。 本轮只要

保持不败， 加拉塔萨雷即可锁定一个

晋级的名额。 可以说，在这个小组进行

比赛之前，大家都不看好加拉塔萨雷，

毕竟意甲的拉齐奥和法甲的马赛实力

都比较强，另外毕竟这2支强队都是五

大联赛的球队，欧战经验很丰富，可是

不料加拉塔萨雷却成为这个小组最大

的黑马，目前积8分小组第一，比拉齐

奥还多了3分，这个形势对于加拉塔萨

雷来说晋级形势非常光明。

客队情报：

马赛小组赛前4场全部

打成平手， 进失球均为3个， 积4分落

后拉齐奥1分位列小组第三。 近期球队

连续7场赛事保持不败， 状态稳定。 上

周末联赛因为球迷的意外事件， 比赛

被迫中断改期进行， 本场欧罗巴小组

赛对决中， 马赛在体力上或会占有小

小优势。 两队近些年只有1次交锋， 小

组赛首回合， 马赛在主场和对手0:0战

平。 尽管马赛体能占优， 但进攻端的

绵软， 想要在土耳其的魔鬼主场拿分

实属不易， 说不定双方又会战成平局。

马赛本赛季最大问题就是进攻端比较

单调， 最近4场比赛， 马赛才打进了4

个球， 上一轮联赛， 马赛主场作战，

结果和梅斯互交白卷， 浪费了一个主

场拿3分的机会。

竞彩受注赛程

周四004 欧罗巴 莱切斯特城VS华沙军团

竞彩胜平负未开出指数， 主队让2

球“2.30 4.00 2.20”。

主队情报：

欧罗巴小组赛C组的焦

点大战。 主队莱切斯特城本赛季的表现

令人大跌眼镜， 上赛季还在争4行列的

他们，本赛季英超却位居中游，而欧罗

巴小组赛也表现一般，先是战平了那不

勒斯，随后又负于华沙军团。 好在近期，

莱切斯特城的表现逐渐回暖，先是在主

场4：2击败曼联， 而在此役帮助球队锁

定胜局的是达卡，在随后对阵莫斯科斯

巴达的小组赛更是完成大四喜，帮助莱

切斯特城4：3取胜。 此后英超2：1取胜了

布伦特福德，联赛杯对阵布莱顿，在轮

换阵容的情况下通过点球大战晋级，不

过接着未能如愿击败阿森纳，但这段时

间的整体表现，比起赛季之初已有不小

的进步。 主队上赛季曾是英足总杯的冠

军， 甚至在决赛战胜切尔西夺得冠军，

但新赛季表现却并不如上赛季，球队本

赛季在英超共计打进16球，其中有10球

都是在上下半场最后15分钟打进， 中场

战意不足，而近期球队又面临各项赛事5

场不胜的尴尬局面， 上轮对阵切尔西被

打进3球，球队急需一场胜仗挽回球队士

气。

客队情报：

华沙军团上赛季还是波

兰超级联赛的榜首， 本赛季却只能排在

中下游， 表现让人大跌眼镜， 近期又遭

遇了4连败， 士气低迷， 不过好在球队

在欧罗巴赛事中2胜2负暂列C组第2位，

目前晋级希望较为乐观， 主力卡普斯特

卡也因伤不能出战， 不过首战球队1： 0

战胜莱切斯特城， 心理上占据一定上

风。 华沙军团本赛季与上赛季相较， 退

步明显， 3胜10负叫人失望， 不过主队

莱切斯特城本赛季表现也不够出色， 两

队都是同病相怜， 双方在小组赛中排名

都是紧随其后， 但莱斯特城如今主场再

战华沙军团， 相信他们还是很有信心战

胜对手， 因此看好莱斯特城至多净胜2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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