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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队大胜有难度
德国 球半/两球 匈牙利 2022-09-24 02:45 竞彩不让球推荐:3

周五竞彩重点
场次提点·欧国联

亚盘初盘开出意大利平手,即时盘维持平手。欧赔初盘平
均值2.52、3.23、2.76,即时平均值2.82、3.17、2.59。英格兰小组赛
仅取得2和2负，并且此役对手意大利还是他们欧国联决赛的苦
主，英格兰实在凶多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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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竞彩重点场次提点·欧国联 意大利 平手 英格兰 2022-09-24 02:45 竞彩让球推荐:0

考察新人，意大利战意不强
三串四名家提点

竞彩分析师 木子
相关盘口数据

2022-06-15 欧国联A 德国 5-2(2-0)意大利 +0.5/1
2022-06-12 欧国联A 英格兰 0-0(0-0)意大利 +0.5
2022-06-08 欧国联A 意大利 2-1(2-0)匈牙利 -1/1.5
2022-06-05 欧国联A 意大利 1-1(0-0)德国 +0.5
2022-06-02 欧美超杯 意大利 0-3(0-2)阿根廷 +0/0.5

2022-06-15 欧国联A 英格兰 0-4(0-1)匈牙利 -1/1.5
2022-06-12 欧国联A 英格兰 0-0(0-0)意大利 -0.5
2022-06-08 欧国联A 德国 1-1(0-0)英格兰 +0/0.5
2022-06-05 欧国联A 匈牙利 1-0(0-0)英格兰 -1
2022-03-30 国际A级 英格兰 3-0(2-0)科特迪瓦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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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12 欧国联A 英格兰 0-0(0-0)意大利 +0.5
2021-07-12 欧洲杯 意大利 1-1(0-1)英格兰 +0/0.5
2018-03-28 国际A级 英格兰 1-1(1-0)意大利 +0.5
2015-04-01 国际A级 意大利 1-1(1-0)英格兰 0
2014-06-15 世界杯 英格兰 1-2(1-1)意大利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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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近期对战盘路

欧赔
威廉希尔:
伟德:
立博:
大小球
澳彩: 0.90 2/2.5 0.80 双方近期战绩盘路

亚盘初盘开出德国让球半/两球,即时盘维持让球半/两球。
欧赔初盘平均值1.25、5.58、11.29,即时平均值1.26、5.86、10.84。
匈牙利目前排名小组榜首，但球队往绩处于下风，而且从世界排
名来看，他们远不及对手，匈牙利此役不宜高估。

盘
路
解
析

亚盘
澳彩:
盈禾:
金宝博:
明升:
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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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15 欧国联A 德国 5-2(2-0)意大利 -0.5/1
2022-06-12 欧国联A 匈牙利 1-1(1-1)德国 -1/1.5
2022-06-08 欧国联A 德国 1-1(0-0)英格兰 -0/0.5
2022-06-05 欧国联A 意大利 1-1(0-0)德国 -0.5
2022-03-30 国际A级 荷兰 1-1(0-1)德国 +0/0.5

2022-06-15 欧国联A 英格兰 0-4(0-1)匈牙利 +1/1.5
2022-06-12 欧国联A 匈牙利 1-1(1-1)德国 +1/1.5
2022-06-08 欧国联A 意大利 2-1(2-0)匈牙利 +1/1.5
2022-06-05 欧国联A 匈牙利 1-0(0-0)英格兰 +1
2022-03-30 国际A级 北爱尔兰0-1(0-0)匈牙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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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12 欧国联A 匈牙利 1-1(1-1)德国 -1/1.5
2021-06-24 欧洲杯 德国 2-2(0-1)匈牙利 -2.5
2016-06-05 国际A级 德国 2-0(1-0)匈牙利 -2
2010-05-30 国际A级 匈牙利 0-3(0-1)德国 -1
2004-06-07 国际A级 德国 0-2(0-2)匈牙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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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近期对战盘路
欧赔
威廉希尔:
伟德:
立博:
大小球
澳彩: 0.85 3 0.85

双方近期战绩盘路

弗里克上任一年，带领德国队踢
了 13 场比赛，战绩为九胜四平，打进
42 球丢八球，看起来非常不错，但实
际上并不是那么美妙，世界杯预选赛
对罗马尼亚队只是2比1小胜，欧国联
小组赛三平一胜，热身赛1比1平荷兰
队，在面对强队的时候其实只主场赢
了意大利队一场，而那场比赛后者大
轮换，首发里甚至包括了效力于瑞士
俱乐部的球员。

弗里克面对的主要问题与目前拜
仁遇到的困境类似，德国队基本沿用
了拜仁的前场主力框架，穆勒、格纳布
里、萨内、格雷茨卡，穆夏拉等球员都
来自拜仁，但在最关键的9号位上，弗
里克执教一年也没能找到一个哪怕是
接近于莱万多夫斯基的前锋。

本次集训，弗里克的名单没有太

大新意，事实上到了这个阶段
也不可能再去搞什么战术试
验，倒是有意外，诺伊尔和格雷
茨卡这两位主力都因为感染新
冠病毒而退出，前者的位置会
由巴萨门将特尔斯特根顶上，
后者就有些麻烦，京多安是理
论上的头号替代者，但曼城球员的对
抗能力和覆盖能力要弱不少。

匈牙利队是一支特点非常鲜明的
球队，防守落位很深，三中卫加双后腰
把中路堵得密不透风。去年欧洲杯小
组赛平了法国队和德国队，世界杯预
选赛客场平了英格兰队，欧联杯小组
赛前三轮主场平了德国队，赢了英格
兰队，其中主场平德国队那场把弗里
克的球队逼得全场只有一次射正。

面对这样的对手，最简单的办法

其实就是上强力中锋，充分利用两个
边路的传中球，但遗憾的是德国队现
在最缺的就是攻城锤，维尔纳和哈弗
茨都是游走型。阵地战如果打不开局
势，就只能指望定位球，但匈牙利队的
身高并不吃亏，反倒是德国人自己的
定位球防守要小心。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拜仁近来表
现很糟，最近四轮联赛三平一负，不
仅是主教练，球员压力也很大，由于
罗伊斯受伤，布兰特重感冒，弗里克

在前场的调整余地很小，拜仁球员能
否拿出和在俱乐部时截然不同的精
神状态来还需观察。在后防线上，弗
里克很可能会给戈森斯一些机会，后
者自从转会国米后一直表现不好，这
也是个隐患。

本场比赛数据为德国队让两球，
总的来说并不看好弗里克能率队赢得
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胜负层面选择
主胜，竞彩选择让负，推荐比分1比0、
2比1。 ·谢勤德·

两队上次交锋是在今年6月，无缘
世界杯后开启重建的平民版意大利队
客场0比0战平了阵容豪华的英格兰
队，赢得一片好评，但年轻人的最大弱
点就是发挥不稳定，那场比赛仅仅三天
后，意大利队便2比5惨败于德国队。

本次再度集结，意大利队的星味
甚至比三个月前更淡，伤愈复出的扎
尼奥洛和斯皮纳佐拉都没有入选，曼
奇尼更倾向于让他们得到充分的休
息，反正已经无缘卡塔尔世界杯，没必
要赶时间。比赛还没开踢，维拉蒂、佩
莱格里尼与波利塔诺又因为伤病退
出，曼奇尼只能从斯帕尔、萨索洛和桑
普多利亚去补招球员。

蓝衫军现在的情况有些尴尬。无
缘世界杯后，理论上来说曼奇尼可以
顺势开启一个新的周期，开始为2024
欧洲杯做准备，但意大利足球近年来

人才不足，后场还是得依靠35
岁的博努奇，锋线上则要指望
32岁的因莫比莱，后者本已做
好了在国际比赛后退役的打
算，是曼尼奇说服他留了下来。

也是没办法，锋线是意大
利队的最弱环节，因莫比莱出
场55次打进15球，效率非常低，但在
这条锋线是顶梁柱。波利塔诺退出，
斯卡马卡去了西汉姆后碌碌无为，拉
斯帕多里转会那不勒斯后沦为替补，
至于泽尔宾、坎切利耶里和格里福这
三个名不见经传的名字，基本就是曼
奇尼碰运气，万一派上用场了呢？

索斯盖特选人的余地就宽裕得多，
拉什福德、桑乔以及新赛季在狼队表现
出色的中卫基尔曼都没有入选。大名
单中除了布伦特福德的前锋伊万·托尼
和埃弗顿的中卫考迪外，要么效力于豪

门，要么是这支三狮军团的常客老人。
上次踢成平局，一个不可忽视的

原因在于赛季刚结束，球员普遍疲惫，
索斯盖特也说了当时球队的主要任务
是考察球员，现在距离世界杯还有差
不多两个月时间，阵容已经大致敲定，
球队的主要任务是确立主力阵容，比
赛动力完全不一样。

索斯盖特直接就说了，现在有些球
员在俱乐部踢的比赛不多，这是个问题，
对这些球员来说接下来这几场国家队比
赛更要玩命表现，谁也不想在最后关头

掉队。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前四场
小组赛只拿到了两分排名垫底，欧国联
虽然不是什么重要赛事，但降级还是说
不过去，最后两轮肯定要全力以赴。

意大利队的斗志就没这么强烈，欧
国联降级可能性不大，拿冠军其实也没
啥指望，球员又不用为世界杯开展竞
争，曼奇尼肯定也是以考察新人为主，
场面和结果只要有一个过得去就行。
本场比赛数据为平手盘，看好英格兰队
小胜，胜负层面选择主负，竞彩选择让
负，推荐比分0比1、1比2。 ·谢勤德·

国家队赛事
信赖强队

今天我们选择2场欧国联和1场
友谊赛进行推荐。

巴西VS加纳
09-24 02:30
推荐：胜

这是今天竞彩所开售的热身赛中
实力最为悬殊的一场。实力强大的桑
巴军团坐镇主场迎战非洲劲旅加纳，
尽管客队近年来在足球领域进展迅
速，但与巴西相比还是差距明显。

巴西国家队已经3个月没有进行
过正式比赛了，上一次也是热身赛，他
们连续在客场击败了韩国和日本。在
此前的世预赛南美区比赛中，巴西与
阿根廷都保持不败，不过巴西多赢 3
场领先老对手6分锁定榜首。他们各
项赛事的上一次失利还是去年的美洲
杯决赛不敌阿根廷。

而加纳近 8 场比赛无胜，尽管惊
险地打进了卡塔尔世界杯，但球队的
整体前景并不被人看好。此番做客对
阵巴西，加纳更多是寻找自身的差距，
想要全身而退恐怕并不现实。高赔建
议选择让球胜。

意大利VS英格兰
09-24 02:45
推荐：胜/平

这是欧国联死亡小组的一场关键
对决，由第三名意大利主场对阵第四
名英格兰。考虑到后者对待本次赛事
并不重视，意大利主场取分概率较大。

4轮过后，英格兰2平2负一胜难
求，尽管并未派出主力出战，但如此惨
败也让国内舆论一片哗然。而意大利
则是1胜2平1负，需要注意的是，英
格兰在与意大利的首回合比赛中派出
了大部分主力，显然尽管并不在意是
否能晋级，但针对不同的对手他们有
不同的准备。

意大利目前排名第三，但距离身
前的两支球队差距只有1分和2分，且
最后一轮是客场对阵匈牙利，所以如
果能击败英格兰他们还是有争取小组
第一可能的。结合本组积分形势，建
议首选主胜，补防平局。

德国VS匈牙利
09-24 02:45
推荐：胜

几乎没有人能想到，在有德国、英
格兰、意大利的小组，4轮过后居然是
匈牙利位居榜首。不过，他们的“榜首
体验卡”恐怕也无力“续费”了。

匈牙利的两场胜利都是在英格兰
身上取得的，且不论三支豪强当时是
否尽遣主力，匈牙利取得的这个成绩
也足以自傲了。而德国则是在小组赛
三连平后开始发力，三场同样的1比1
与意大利、英格兰、匈牙利打平后，德
国上轮主场重拳出局5比2大胜意大
利，目前只落后匈牙利1分，只要本场
比赛主场取胜就可以登上小组榜首。

以两队的实力来看，德国优势非
常明显。考虑到小组的形势，此役德
国也不会过于托大，建议首选主胜，高
赔考虑让球胜。

0.98 平手 0.82
1.00 平手 0.88
1.04 平手 0.86
1.01 平手 0.91
1.02 平手 0.85

2.80 3.20 2.50
2.80 3.10 2.50
2.80 3.00 2.60

0.92 球半/两球 0.88
1.00 球半/两球 0.88
1.02 球半/两球 0.88
1.01 球半/两球 0.91
1.02 球半/两球 0.88

1.25 6.00 10.00
1.25 5.50 11.00
1.25 5.50 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