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2.25

3.15 2.72”， 让球盘主让 1球“5.00

3.80 1.50”。 德乙联赛第20轮的一场

比赛。 双方最近一次交手是在2018

年8月24日德乙联赛上，杜伊斯堡客

场0:3不敌达姆施塔特。 这是一场主

弱客强的比赛， 主队目前位于德乙

联赛积分榜的副班长， 形势岌岌可

危，客队则位居中下游，暂时还是比

较安全。 两队最近9次交手，杜伊斯

堡1胜1平7负，进9球失22球，最近4

次在杜伊斯堡的主场，杜伊斯堡1平

3负，进5球失12球。

主队：

杜伊斯堡本赛季乙级联赛3

胜4平12负，进17球失35球，排名乙级联

赛第18名，其中主场1胜0平8负，进6球失

18球，主场排名乙级联赛第18名。

客队：

达姆施塔特本赛季乙级

联赛6胜4平9负， 进25球失34球，排

名乙级联赛第13名， 其中客场1胜2

平6负，进10球失23球，客场排名乙

级联赛第18名。

周五103 �杜伊斯堡VS达姆施塔特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88

3.30 3.40”， 让球盘主让 1 球“3.85

3.50 1.72”。德乙联赛第 20 轮的一场

比赛。 双方最近一次交手是在 2018

年 8 月 25 日德乙联赛上，因戈尔施

塔特客场 1:1 战平了马格德堡。双方

目前积分上仅仅相差 1 分， 所以这

也是一场六分大战。

主队：

因戈尔施塔特本赛季乙

级联赛 2 胜 7 平 10 负， 进 18 球失

35 球， 目前排名乙级联赛第 17 名，

其中主场 1 胜 4 平 5 负，进 11 球失

15 球，主场排名乙级联赛第 17 名。

客队：

马格德堡本赛季乙级联

赛 2 胜 8 平 9 负， 进 21 球失 35 球，

目前排名乙级联赛第 15 名，其中客

场 1 胜 2 平 6 负， 进 10 球失 22 球，

客场排名乙级联赛第 17 名。

周五102 �因戈尔施塔特VS马格德堡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2.35

3.50 2.40”， 让球盘主让 1 球“4.75

4.30 1.46”。 澳超联赛第 17 轮比赛，

西悉尼漫步者主场迎战纽卡斯尔喷

气机。 双方最近一次交手是在 2018

年 11 月 23 日， 西悉尼漫步者主场

0:2 不敌纽卡斯尔喷气机，最近 9 次

交手西悉尼漫步者 4 胜 3 平 2 负，

双方目前积分上相差 5 分， 不过名

次很接近。 两队近 10 次交手，西悉

尼漫步者 4 胜 3 平 3 负，进 13 球失

15 球。

主队：

西悉尼漫步者本赛季，过

去 16 轮联赛里，2 胜 4 平 10 负，进

23 球失 35 球，排名联赛都 8 名。

客队：

纽卡斯尔喷气机本赛季

联赛 4 胜 3 平 9 负， 进 15 球失 22

球，排名联赛第 7 名。

周五101 �西悉尼漫步者VS纽卡斯尔喷气机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92

2.95 3.71”，让球盘主让1球“4.25 3.35

1.68”。第二场半决赛，卡塔尔队4：0战

胜东道主阿联酋队，与日本队会师本

届亚洲杯决赛， 决赛将于北京时间2

月1日22时进行。 以往两队交锋日本

队占据优势，近些年来两队总共交锋

4场，日本队取得2胜2平的不败成绩，

处于绝对上风。

日本队：

日本队是亚洲传统的

强队之一，其历史上总共有4次获得

亚洲杯杯赛的冠军， 可见实力非一

般。 本届在亚洲杯的赛场上表现同

样是威风凛凛，之前的6场亚洲杯赛

事全部取得胜利， 特别是最后一场

含金量十足， 以3:0大胜夺冠最大的

热门队伍伊朗队6。 日本队目前排在

世界足联第50位，近来状态正佳，各

种赛事近五场全部取胜。

卡塔尔队：

并不是亚洲的传统强

队，就是一支非常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的队伍， 之前在亚洲杯最好的成绩

是进入八强，没有太大的说服力。 卡

塔尔是中东本地的， 虽然没有主场

之利， 但是其气候天气和阿联酋接

近，所以不存在水土不服的因素，面

对亚洲的其他队伍， 甚至有半个主

场之利，这是一大优势。

本届的亚洲杯赛场上， 卡塔

尔队扮演着一匹极为出色的黑

马， 之前的六场亚洲杯赛事全部

取胜，而且有两场含金量不低，分

别是一球小胜韩国队， 四球大胜

东道主阿联酋队， 展现出极佳的

竞技状态， 这是历史上首次晋级

决赛。 卡塔尔队目前排在在世界

足联第93位，近来状态极佳，各种

赛事近五场全部取胜。

周五051 日本VS卡塔尔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70

3.20 4.40”， 让球盘主 受 让 1 球

“3.353.251.91”。 法甲第 23 轮联赛，

里尔主场迎战尼斯。 这两支球队目

前都排名积分榜前列， 这是一场强

强对话。

里尔：

法甲传统球队里尔前几

个赛季本来沦落到年年保级， 去年

夏天大肆卖人，用中场比苏马、后腰

阿马杜、右后卫马尔屈、左后卫门迪

尔等人换来 6020 万，可是引援花销

只有 890 万，不过中锋雷米和莱昂、

左边锋班巴、 中卫丰特都是超值交

易，这 4 人总共才花了 140 万，本赛

季表现神勇高居次席， 成为本赛季

法甲联赛的最大黑马。 尤其是后防

丰特，此前啊曾经在中超效力，到了

里尔之后，发挥非常好，成为球队后

防中坚。 不过此前里尔也陷入了一

段低谷， 连续多场胜利后球队有了

一段振荡期，不过上一轮联赛，里尔

客场 2:1 战胜了传统豪门马赛，球队

士气大振，最近 3 场再次取得连胜，

目前虽然距离榜首的大巴黎相差甚

远，不过领先第三名里昂还有 3 分，

优势比较明显。 本赛季 22 轮联赛，

里尔 13 胜 4 平 5 负， 进 36 球失 22

球， 其中主场 7 胜 3 平 1 负， 进 21

球失 9 球，主场排名法甲第 3 名。

尼斯：

本赛季表现也不错，目前

9 胜 7 平 6 负， 进 18 球失 19 球，排

名法甲第 7 名，其中客场 4 胜 5 平 2

负，进 9 球失 8 球，客场排名法甲第

4 名。 尼斯目前在法甲排名第 7 位，

积分上距离欧冠区也仅有几分之

差， 球队冲击前三的希望还是很大

的， 不过球队主要还是进攻力不是

太犀利，导致球队平局太多。

周五125 �里尔VS尼斯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5.50 4.20

1.41”， 让球盘主受让 1 球“2.45 3.50

2.30”。德甲第 20轮联赛，这也是一场主

队弱客队强的比赛， 主队汉诺威 96目

前处于保级边缘。不过两队最近 3次德

甲联赛上的交手，都是莱比锡红牛取得

胜利，胜率高达 100%。

主队：

汉诺威 96本赛季德甲联赛

2胜 5平 12负，进 18球失 41球，排名

德甲联赛第 17名，其中主场 2胜 1平 6

负，进 7球失 15球，主场排名德甲第 18

名。 目前仅积 11分，距离降级区还有 4

分，形势岌岌可危。 另外，由于最近成绩

糟糕， 上一轮联赛客场惨败给多特蒙

德，所以汉诺威 96刚刚经历了换帅，新

帅上任，球队有望迎来反弹。

客队：

莱比锡红牛本赛季德甲联赛

10胜 4平 5负，进 35球失 18球，排名

德甲第 4名， 其中客场 3胜 2平 4负，

进 11球失 11球， 客场排名德甲第 10

名。目前第 4名，比身后的法兰克福领

先 3 分。 红牛上一轮联赛客场 4 球

大胜杜塞尔多夫， 球队之前的客场

五连败就此结束，状态有所回升。

周五122 �汉诺威96VS莱比锡红牛

足球赛事

赛事编号 联赛 主队

VS

客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五051��亚洲杯 日本VS卡塔尔 02-01�22:00��1.92��2.95��3.71

周五101��澳超 西悉尼漫步者VS纽卡斯尔喷气机 02-01�16:50��2.35��3.50��2.40

周五102��德乙 因戈尔施塔特VS马格德堡 02-02�01:30��1.88��3.30��3.40

周五103��德乙 杜伊斯堡VS达姆施塔特 02-02�01:30��2.25��3.15��2.72

周五104��法乙 勒阿弗尔VS布雷斯特 02-02�03:00��2.34��3.00��2.72

周五105��法乙 欧塞尔VS圣旺红星 02-02�03:00��1.46��3.55��6.15

周五106��法乙 尼奥尔VS南锡 02-02�03:00��2.16��2.92��3.10

周五107��法乙 洛里昂VS阿雅克肖 02-02�03:00��1.62��3.20��5.10

周五108��法乙 索肖VS克莱蒙 02-02�03:00��4.00��2.88��1.88

周五109��法乙 阿雅克肖GFCOVS瓦朗谢纳 02-02�03:00��2.02��3.00��3.32

周五110��法乙 沙托鲁VS格勒诺布尔 02-02�03:00��2.52��2.82��2.65

周五111��法乙 巴黎FCVS奥尔良 02-02�03:00��1.82��2.90��4.30

周五112��法乙 梅斯VS特鲁瓦 02-02�03:00��1.50��3.40��6.00

周五113��荷甲 格拉夫夏普VS布雷达 02-02�03:00��2.23��3.30��2.65

周五114��荷乙 多德勒支VS阿贾克斯青年队 02-02�03:00��4.30��4.20��1.52

周五115��荷乙 特温特VS海尔蒙特 02-02�03:00��1.16��5.66��11.00

周五116��荷乙 福伦丹VS鹿特丹斯巴达 02-02�03:00��3.03��3.60��1.92

周五117��荷乙 前进之鹰VS埃因霍温FC 02-02�03:00��1.58��3.95��4.15

周五118��荷乙 马斯特里赫特VS特尔斯达 02-02�03:00��1.74��3.55��3.66

周五119��荷乙 奈梅亨VS乌德勒支青年队 02-02�03:00��1.16��5.80��10.50

周五120��荷乙 瓦尔韦克VS登博思 02-02�03:00��2.50��3.60��2.22

周五121��荷乙 罗达JCVS阿尔梅勒城 02-02�03:00��1.76��3.75��3.40

周五122��德甲 汉诺威96VS莱比锡红牛 02-02�03:30��5.50��4.20��1.41

周五123��比甲 穆斯克龙VS沙勒罗瓦 02-02�03:30��2.55��3.15��2.38

周五124��英冠 普雷斯顿VS德比郡 02-02�03:45��2.12��3.23��2.88

周五125��法甲 里尔VS尼斯 02-02�03:45��1.70��3.20��4.40

周五126��苏超 基尔马诺克VS哈茨 02-02�03:45��2.35��2.95��2.75

周五127��西甲 韦斯卡VS巴利亚多利德 02-02�04:00��2.05��2.95��3.30

周五128��葡超 里奥阿维VS通德拉 02-02�04:30��1.85��3.25��3.56

周五129��阿甲 拉普拉塔体操VS老虎竞技 02-02�06:00��2.15��3.00��3.02

周五130��阿甲 铁路工场VS班菲尔德 02-02�08:10��2.00��2.80��3.70

周五131��阿甲 图库曼圣马丁VS防御与正义 02-02�08:10��3.35��2.90��2.06

周五132��墨超 莫雷利亚VS阿特拉斯 02-02�09:00��2.34��3.10��2.65

周五133��墨超 普埃布拉VS内卡萨 02-02�11:00��2.38��2.95��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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