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球赛事

赛事编号 联赛 主队

VS

客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三101�意大利杯 佛罗伦萨VS罗马 01-31�01:15��2.50��3.40��2.30

周三102�德乙 雷根斯堡VS帕德博恩 01-31�01:30��2.26��3.70��2.40

周三103�法联赛杯 斯特拉斯堡VS波尔多 01-31�01:45��2.20��2.90��3.05

周三104�国王杯皇家贝蒂斯VS西班牙人 01-31�02:30��1.73��3.25��4.10

周三105�葡超 塞图巴尔VS里斯本竞技 01-31�03:00��5.25��3.70��1.50

周三106�德乙 海登海姆VS基尔 01-31�03:30��2.30��3.40��2.50

周三107�德乙 汉堡VS桑德豪森 01-31�03:30��1.44��3.85��5.70

周三108�德乙 德累斯顿VS比勒费尔德 01-31�03:30��2.05��3.30��2.95

周三109�英超 伯恩茅斯VS切尔西 01-31�03:45��4.80��3.80��1.52

周三110�英超 南安普敦VS水晶宫 01-31�03:45��2.10��3.15��3.00

周三111�意大利杯 亚特兰大VS尤文图斯 01-31�03:45��3.50��3.20��1.89

周三112�苏超 凯尔特人VS圣约翰斯通 01-31�03:45��1.11��6.50�14.00

周三113�苏足总杯 考登比斯VS格拉斯哥流浪者 01-31�03:45��

周三114�比利时杯 奥斯坦德VS根特 01-31�03:45��3.65��3.55��1.75

周三115�英超 利物浦VS莱切斯特城 01-31�04:00��1.13��6.20�12.00

周三116�英超 托特纳姆热刺VS沃特福德 01-31�04:00��1.48��3.90��5.10

周三117�法甲 南特VS圣埃蒂安 01-31�04:00��2.53��2.95��2.53

周三118�葡超 波尔图VS比兰尼塞斯 01-31�05:15��1.12��6.25�13.00

周三119�解放者杯 亚松森国民VS曼塔海豚 01-31�05:15��1.77��3.30��3.85

周三120�圣保罗锦 欧斯蒂VS帕尔梅拉斯 01-31�07:00��

周三121�解放者杯 捍卫者竞技VS玻利瓦尔 01-31�07:30��1.72��3.50��3.85 �

周三122�阿甲 戈多伊克鲁斯VS河床 01-31�08:00��3.50��2.95��1.98

周三123�墨西哥杯 瓦哈卡VS莱昂 01-31�09:00��3.60��3.35��1.81

周三124�墨西哥杯 圣路易斯VS墨西哥美洲 01-31�11:00��5.00��3.7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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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竞彩受注赛程

竞彩胜平负“2.20 2.90 3.05”，

让球盘主让 1 球“5.00 3.65 1.53”。

法联杯半决赛， 斯特拉斯堡坐镇主

场迎战波尔多。 无独有偶， 斯特拉

斯堡在上轮联赛主场的对手正是波

尔多， 他们凭借着拉拉在终场前的

绝杀， 以 1:0 全取三分， 球队也斩

获联赛四连胜的佳绩， 目前上升至

积分榜第五位， 显然是本赛季的超

级大黑马。 斯特拉斯堡本赛季采用

积极的攻击战术， 21 轮联赛之后以

38 个进球成为法甲进攻力第二强的

队伍， 表现很出色。 客队波尔多在

输掉上轮联赛后， 球队两连胜的好

势头就此结束， 球员们在心态上和

士气上都有所打击， 本场再次面对

斯特拉斯堡， 波尔多需要好好调整

作客思路方可有机会晋级到最终决

赛。 在人员方面， 此前效力于英甲

桑德兰俱乐部的英格兰前锋乔希马

亚正式加盟波尔多， 这位 20 岁的

天才前锋也是俱乐部未来的准备。

而中场球员巴勃罗和卡鲁将会继续

缺阵。 波尔多在客场的成绩一般，

赛季 10 个联赛客场仅取胜 2 场，

同时以 7 个进球成为联赛客场进攻

力第三差的队伍之一， 缺乏足够强

大的气势和稳定性。

周三103 �斯特拉斯堡VS波尔多

胜负：胜 让球：平

竞彩胜平负“2.26 3.70 2.40”，

让球盘主让 1 球“4.45 4.20 1.50”。

德乙联赛， 雷根斯堡虽然近期状态

呈现出明显下滑趋势， 但在上轮面

对副班长因戈尔施塔特时， 主帅大

胆轮换了他们的双子星阿达米杨和

格吕特纳， 而恰恰这一改变让顶替

他们的加迪维大显了一番身手， 力

助球队取得最后胜利， 结束 4 轮不

胜的颓势， 积 26 分排名第 9 位。

客队帕德博恩上轮与达姆施塔特激

战， 特克佩泰大演帽子戏法， 盖伊

和米歇尔各进 1 球， 最终帕德博恩

6:2 大胜对手， 在经历了一段低迷

后， 球队在近 2 轮比赛轰进 9 球，

重拾进攻火力， 而在上轮获得大胜

后， 是帕德博恩在本赛季联赛第 7

次打进对手不少于 3 个进球。 雷根

斯堡目前已经遭遇连续 4 个联赛主

场不胜， 且全部都只打进 1 个进

球， 看起来雷根斯堡想取胜还得提

高进攻效率， 而帕德博恩在近 6 个

客场的战绩是胜负胜负胜负， 似乎

显得较为有规律， 而帕德博恩上一

次对阵雷根斯堡的比赛中， 帕德博

恩 2:0 获胜占优势。

周三102��雷根斯堡VS帕德博恩

胜负：平 让球：负

竞彩胜平负“2.50 3.40 2.30”，

让 球 盘 主 受 让 1 球 “1.47 4.15

4.80”。 佛罗伦萨上轮联赛作客对阵

副班长切沃， 球队两球领先曾一度

被追平且少一人作赛， 幸好小基耶

萨救主， 比赛末段时间连入两球稳

定战局， 最终他们 4:3 有惊无险地

胜出， 结束了 3 轮联赛不胜局面，

目前球队联赛排名暂时上升至地 9

位， 与欧战区的距离缩小至 3 分。

佛罗伦萨最近防守表现下滑较为严

重， 近两轮联赛都丢了 3 球， 最近

6 个主场仅有 1 胜， 与其防守问题

不无关系， 毕竟已经连续 6 个主场

未能保持不失， 至于往绩方面， 双

方最近 10 次交手平分秋色， 但罗

马最近 10 次客战佛罗伦萨拥有 8

成的不败率， 心理上占据优势。 罗

马最近 3 场比赛一共打进了 10 个

球， 攻击力很犀利。

周三101 �佛罗伦萨VS罗马

胜负：负 让球：平

竞彩胜平负“1.73 3.25 4.10”，让

球盘主让 1 球“3.35 3.35 1.88”。西杯

八强战第二回合， 皇家贝蒂斯坐镇

主场迎战西班牙人。 在双方首回合

交锋中， 皇家贝蒂斯凭借桑纳比亚

的进球，在客场 1：1 逼平对手，取得

一个客场进球的优势， 本场回到主

场作战可谓占据一定的优势。 在上

轮联赛中， 皇家贝蒂斯客场不敌毕

尔巴鄂竞技， 球队目前以净胜球的

劣势排名第 8 位， 处于一个无欲无

求的位置中， 而国王杯方面则是球

队迫切最求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

日前西班牙足协官方公布了 18-19

赛季国王杯决赛的举办地， 皇家贝

蒂斯的主场比利亚马林球场将承办

本场比赛。 贝蒂斯的战意尤为强烈。

西班牙人最近成为中国球迷最

爱的球队，他们在 28 号官方宣布签

下上海上港的主力前锋武磊， 一时

引爆中外各大媒体。 不过，这支球队

目前的近况相当堪忧， 在上轮联赛

中，西班牙人被皇马 4 球血洗，在过

去的十轮联赛中输掉了九场。 如今，

西班牙人仅领先降级区 3 分， 目前

处于水深火热阶段， 西杯对球队来

说显然是一个累赘。 此外，西班牙人

锋无力问题相当严重，上赛季 38 场

联赛他们仅取得了 36 球，本赛季 20

场比赛进球也只有 21 个，场均进球

数只有一球， 这在打法比较开放的

西甲球队中算是比较糟糕的数据，

西班牙人急需补强锋线客观上也为

引进武磊增加了更多必然性。

周三104 �皇家贝蒂斯VS西班牙人

胜负：胜 让球：平

竞彩胜平负“2.10 3.15 3.00”，让

球盘主让 1 球“4.30 3.80 1.58”。英超

联赛，南安普敦主场迎战水晶宫，南

安普敦本赛季英超联赛 5 胜 7 平 11

负，进 25 球失 40 球，排名英超联赛

第 15 名， 其中主场 2 胜 5 平 4 负，

进 13 球失 18 球， 主场排名英超联

赛第 17 名。 水晶宫本赛季英超联赛

6 胜 4 平 13 负，进 23 球失 32 球，排

名英超第 14 名，其中客场 4 胜 1 平

7 负，进 17 球失 21 球，客场排名英

超联赛第 11 名。 两队最近 10 次交

手，南安普敦 6 胜 4 负，进 15 球失

10 球， 最近 10 次在南安普敦的主

场，南安普敦 7 胜 3 负，进 19 球失 9

球。 南安普敦上一次交手取胜，终结

了连续 2 场不胜，最近交手中，南安

普敦交手占据了绝对优势， 交锋率

高达 60%， 最近一次交手是在 2018

年 9 月 1 日英超联赛， 南安普敦客

场 2 球大胜水晶宫。 上一轮联赛，南

安普敦上一场主场 2:1 战胜了埃弗

顿，水晶宫则是在主场 2:0 战胜了热

刺，水晶宫上一个英超客场则是 3:4

不敌利物浦， 险些把榜首的红军拉

下马。

周三110 �南安普敦VS水晶宫

胜负：平 让球：负

竞彩胜平负“4.80 3.80 1.52”，让

球盘主受让 1 球“2.22 3.45 2.57”。切

尔西目前虽然还是处在一个前四名

的位置，但并不是很安全，后面的兵

工厂以及红魔都已经追赶上来了，

这场比赛如果不能够顺利拿下的

话，就比较危险了。 伯恩茅斯上场凭

借威尔逊和约舒亚金的进球， 球队

以 2:0 完胜西汉姆联， 终于拿下 3

分， 同时也结束 5 场不胜的尴尬局

面，本赛季伯恩茅斯属于高开低走，

近期状态相当低迷，特别是防守端，

失球数字相当多， 防守存在比较大

的问题，而且队中有几名主力受伤，

实力遭到比较大的削弱。

客队方面，切尔西上场以 3:0 击

败谢周三，伊瓜因迎来首秀，虽然表

现中规中矩， 但球队获胜才是最重

要的。 近来切尔西英联杯和足总杯

双双晋级，球队迎来两连胜，一洗之

前伦敦德比失利的阴霾， 球队补强

之后，前锋用人上得到缓解，虽然本

赛季夺冠希望不大， 但目前球队主

要确保联赛第 4， 取得一个欧冠资

格。 虽然切尔西最近赛程上比较密

集，体力上处于下风，但伯恩茅斯阵

中有多名伤员，球队实力大打折扣，

阵容上无疑客队更为完整， 而且过

往 9 次交手切尔西拿下 7 胜， 往绩

优势明显。

周三109 �伯恩茅斯VS切尔西

胜负：负 让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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