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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串四名家提点

竞彩不让球推荐:1、0

埃尔切 平手 赫塔费

维罗纳 受半球 罗马

竞彩不让球推荐:0

竞彩让球推荐:0

里斯本竞技 平半 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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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罗纳 受半球 罗马

竞彩不让球推荐:0

吉马良斯 平半 法马利康

竞彩不让球推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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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小组赛只剩下最后一轮，目
前只有 D 组尚未能产生一支出线球
队，热刺8分排名榜首，最后一轮做客
打马赛；两支7分的球队，里斯本竞技
主场打法兰克福。目前出线形势是这
样的，热刺打平肯定出线，马赛必须赢
才能出线。

里斯本此前客场3比0击败法兰
克福，因此只需要打平就能压住同分
的上届欧联杯冠军，哪怕热刺输球，最
终三家 8 分情况下，里斯本也能凭借
三家之间的互相交锋成绩出线，而法
兰克福，出线主动权也掌握在自己手
中，做客赢球就能出线，不然肯定出
局。

最后一轮，对于里斯本和法兰克
福来说，都是生死战，法兰克福上周末
德甲主场打多特蒙德，球队对阵容进

行了 3 人次的轮换，总体来说幅度不
算很大，在场面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况
下，法兰克福下半场被贝林厄姆打进
制胜进球。我认为这多少还是有些心
有旁骛的意思，本周欧冠生死战前，球
员很难完全集中精力拼一场联赛，因
此最终主场落败，其实也属于正常情
况。

相比之下里斯本轮换力度更大，
主力边翼卫波罗，主力中场乌加特和
两名主力攻击手爱德华兹、桑托斯也
是没有首发，做客打阿罗卡的比赛，里
斯本竞技同样有些心不在焉，最终 0
比 1 爆冷输球。从联赛情况来看，里
斯本已经被本菲卡拉开了多达 12 分
的差距，想要追赶的可能性已经不大
了，因此对于欧冠他们的态度肯定会
比较积极，此前虽然遭遇马赛双杀，但

是最后与热刺的比赛，他们靠着一些
运气最终逃过了终场前的绝杀，拿到
了关键的 1 分，否则占据主动权的就
变成了法兰克福。

本场比赛从数据来看，主让平
手半球搭配高回报并没有太大的问
题，双方首回合在德国的交锋，里斯
本爆冷 3 比 0 大胜，两队这段时间其
实都面临连续作战，双方轮换力度
都不算很大，都算是对主力阵容使
用比较狠的球队。两队风格来看，
里斯本竞技属于攻强守弱，而法兰
克福攻守平衡，客场必须取胜才能
晋级的情况下，法兰克福必须搏杀
才能突围，而主队也能够接受平局
晋级，这场比赛我还是倾向于客队
不败，竞彩稳妥选择让负，参考比分
1 比 1、1 比 2。

法兰克福生死战力创奇迹

上赛季38轮联赛，维罗纳以14胜
11平13负的战绩，最终位列联赛第9
位，这也是近年来，球队所取得的最好
成绩。但上赛季排名中游的维罗纳本
赛季一落千丈，新赛季联赛 11 轮战
罢，球队取得了1胜2平8负的糟糕战
绩，排名联赛倒数第二，球队的主要问
题还是出现在防守端，场均丢球数高
达2。近期维罗纳的表现也是一言难
尽，球队已经苦吞六连败，无论是面对
联赛劲旅还是面对联赛弱旅，维罗纳
都无一能够幸免，球队的后防线漏洞
百出，上轮联赛做客萨索洛，切凯里尼
好不容易率先完成破门，奈何还是被
对手给完成逆转，这场失利算是把球
队的心气彻底打没了。现在的维罗纳

士气低迷，即便是有着很大的保级压
力，球队仍旧无法止住颓势，球员教练
心有余而力不足。

罗马，近年在穆里尼奥率领之
下，球队的实力以及名气，还是有了
一定的提升。上赛季，除了能够保持
联赛前列的同时，也夺得了欧协杯的
冠军，经历了一个较为成功的赛季。
本赛季，罗马的表现尚可，与上赛季
大致持平。不过，上一轮联赛，主场
以 0 比 1 不敌那不勒斯之后，此前联
赛3连胜被终结。目前，过去的11轮
联赛，暂以7胜1平3负的表现，位列
联赛第 7 位，但是跟第四名的国际米
兰只有两分之差。换句话说，只要本
场比赛球队能够取胜维罗纳，罗马就

有机会暂时跻身联赛前四，从这一层
面上看，罗马的战意不言而喻，而且
球队刚刚在欧罗巴杯中拿捏了赫尔
辛基，整体势头向好，锋线大将亚伯
拉罕状态有所回暖。这对于罗马来
说无疑是个很好的消息，值得一提的
是，罗马近几次交手维罗纳都没有占
到便宜，此次交手状态不佳的对方，
正是罗马报仇的好时机，相信罗马不
会错过。

本场比赛数据方给到客场作战的
罗马支持力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罗
马近期的状态尚可。相反，维罗纳虽
然身处降级区，可攻防两端均没指望，
综合而言，还是倾向罗马能够顺利拿
到三分。

维罗纳主场不堪一击

本周，埃尔切将与赫塔费展开西
甲第12轮的较量。在此之前，两队本
赛季的地位都岌岌可危，都有降级的
风险。本场比赛究竟是埃尔切一转颓
势，还是赫塔费拿下胜利巩固地位，本
场比赛的结果值得期待。本场比赛将
于11月1日凌晨4点准时开始。

埃尔切本赛季的成绩相当糟糕，
目前11轮比赛下来仍未取胜，仅仅拿
到四平七负，这也是整个西甲联赛里
最差的战绩。目前，他们排名联赛倒
数第一，只有四个积分，距离上一名赫
罗纳都差整整五分。而赫塔费也并不
好过，目前他们也只拿到两胜四平五
负得十分，凭借着净胜球暂时排在加
的斯的头上。可以说，这两支垫底的

队伍想要成功保级，还需要多加努力。
从以往的交手来看，埃尔切和赫塔费
可以说是各有输赢。不过埃尔切也只
是2021赛季才重新回到西甲，在更早
的时间段里他们只有西乙的交手经
历。所以这样看来还是埃尔切占据着
相对优势。其实埃尔切在联赛里就是
一支纯粹的弱队，几个赛季以来的排
名一直都在降级区附近挣扎。而赫塔
费也仅仅是一支中下游球队，前两个
赛季同样勉强保级。

从最近的状态来看，赫塔费已经
保持了三场比赛的平局，他们的整体
防守状态还是可以过关的。即使面对
强大的皇家马德里，他们也只输了一
球，作为一支弱队，却很少踢出大差距

的比分，这点也足以证明他们的防守
能力尚可。而埃尔切整个九月都在巨
大的比分差距中度过，球队的防守能
力也是相当低下的。从数据上看埃尔
切也是丢球数最多的那支球队，进球
数是整个联赛里最少的。数据表现还
是赫塔费更占上风。

从身价方面来看，埃尔切的全队
身价仅为7200多万欧元，这个数字甚
至还达不到赫塔费的 1/2，球员的个
人能力还是更弱一些。指数方面已经
停留在了平手。结合双方历史交手记
录以及近期状态，更看好本场比赛赫
塔费保持不败。

赫塔费防守稳健力保不败

维罗纳VS罗马
维罗纳上轮联赛客场不敌萨索

洛是球队近期联赛的 6 连败，球队
自 9 月初主场取胜桑普多利亚以后
亦是近两月未尝胜绩，球队本赛季
在进攻方面表现乏力以后，防守上
亦是和上赛季表现一样糟糕。罗马
上周中的欧联杯客场取胜赫尔辛基
一泄上周末主场不敌那不勒斯的憋
屈，球队本赛季虽然是进攻方面的
表现较上赛季并无太大起色，但防
守方面莫里尼奥的改造逐渐有成
效，均场失球不足 1 球的表现亦是

能让球队在本赛季的成绩并未有掉
队。本场比赛欧洲平均赔率给出
4.271、3.584、1.851 的数据，三组数据
分布压缩在相对窄小的范围内，主
胜指数在后市的调整中出现明显的
下滑，对位的客胜指数在后市的调
整中协调性地小幅度拉高，居中的
平赔指数走势保持初盘的高水平分
布。盘口方面给出主受让半球的中
低水上盘，盘面浅开低水上盘，罗马
可以看高一线。

吉马良斯VS法马利康

吉马良斯上轮联赛主场顽强力
克博阿维斯塔，球队自 9 月初客场不
敌布拉加以后，近5轮联赛取得3胜2
平的不败走势，积分上球队也迅速爬
升到葡超联赛第 6 名。法马利康上
轮联赛主场取胜费雷拉迎来球队主
场的两连胜，只是球队客场的表现就
多少有点低迷，5 轮客场仅 1 平 4 负。
本场比赛欧洲平均赔率给出 2.081、
3.184、3.632的数据，保级球队之间对
阵的指数相对集中分布，主胜指数在
后市的调整中出现小幅度的拉高，对
位的平赔指数出现小幅度的上下震
荡的走势，居中的平赔指数初盘给出
了高水平分布，调整中有小幅度上下
震荡。盘口方面给出主让平半的中
水，上盘可博。

吉马良斯击退客场虫

罗马疲劳
作战需防平局
竞彩分析师 木子

今天我们选择1场意甲、1场瑞超
和1场葡超比赛进行推荐。

维罗纳VS罗马
11-01 01:30
推荐：平

本赛季综合表现不俗的罗马本轮
客场出战状态不佳的维罗纳，不论是
亚盘欧赔走势，还是客队连续作战的
隐患，都预示着本场比赛恐有冷门出
现。

在上周中客场小胜赫尔辛基后，
罗马以4胜1平2负结束了他们10月
份的比赛，两场失利都是在主场。而
在客场他们反而保持了连续5场的不
败，其中包括力挫国米。但同时我们
也需要注意到的是，罗马本赛季至今
5次客胜全部都是1球小胜，单场进球
最多不过2球，攻击端的统治力不足。

维罗纳上轮客场1比2负于萨索
洛惨遭联赛 6 连败，赛季仅有的胜利
还是主场2比1击败倒数第三的桑普
多利亚。不过上赛季，维罗纳两回合
对阵罗马1胜1平，最近2个赛季都在
主场击败了罗马。此役亚盘给出受半
球，欧赔则是一再提升客胜赔率，结合
两队本赛季的特点，建议高赔首选平
局。

埃尔夫斯堡VS赫尔辛堡
11-01 02:00
推荐：让球负

瑞超已经进入到最后 2 轮的较
量，目前位列第六的埃尔夫斯堡主场
迎战提前降级的赫尔辛堡，两队的比
赛结果对排名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本赛季28轮过后，埃尔夫斯堡11
胜10平7负拿到43分，距离第三名的
哈马比有 7 分差距，以微弱优势领先
身后的马尔默、哥德堡。总体来说，球
队的表现中规中矩。其中主场7胜5
平2负，输给了卡尔马和米亚尔比，反
倒是对阵传统强队时保持不败。而赫
尔辛堡近期6连败，4胜5平19负的成
绩显然不足以让他们继续留在瑞超。

本场比赛竞彩让两球，如果埃尔
夫斯堡仍有很强战意，打出上盘问题
不大。但主队也并无太多追求，反倒
是赫尔辛堡即使连败也并未崩盘，大
多都是小负。结合往绩来看，此役建
议首选让球负，补防让球平。

吉马良斯VS法马利康
11-01 04:15
推荐：胜/平

虽然只排名第六，但吉马良斯近
期的战绩颇为亮眼，此役他们在主场
面对同样状态不俗的法马利康完全有
能力力保不败。

本赛季吉马良斯的走势看起来有
一定的起伏，开局两连胜后遭遇三连
败，近5轮又是3胜2平保持不败。其
中包括主场0比0逼平状态大火的本
菲卡，击败圣克拉拉、费雷拉、博阿维
斯塔等。法马利康最近4场各项赛事
3胜1负，但他们本赛季在联赛客场1
平4负，甚至只在上个客场1比4惨败
给阿罗卡的比赛中打进一球，其他 4
场均被零封。

显然，坐拥主场之利且状态更好
的吉马良斯更值得看好，不过也不能
抛弃平局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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