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球胜平负

费内巴切 VS 圣彼得堡泽尼特 -1�� 5.25� 3.85� 1.41

罗马 VS 波尔图 -1�� 3.60� 3.60� 1.66

曼彻斯特联 VS 巴黎圣日尔曼 -1� 4.35� 3.95� 1.48

足球赛事

赛事编号 联赛

��������

主队

VS

客队

��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二001 欧罗巴 费内巴切VS圣彼得堡泽尼特 02-13�01:55���2.27���2.85���2.72

周二002 英冠 伯明翰VS博尔顿 02-13�03:45

周二003 英冠 赫尔城VS罗瑟汉姆 02-13�03:45

周二004 英冠 米尔沃尔VS谢菲尔德星期三 02-13�03:45

周二005 英冠 布里斯托尔城VS女王公园巡游者 02-13�03:45

周二006 欧冠 罗马VS波尔图 02-13�04:00���1.83����3.15���3.40

周二007 欧冠 曼彻斯特联VS巴黎圣日尔曼 02-13�04:00���2.11����3.20���2.68

周二008 英冠 西布罗姆维奇VS诺丁汉森林 02-13�04:00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学钢）

未来

一个竞彩周期

（

2

月

12

日

~2

月

14

日）

，将

迎来欧洲冠军联赛和欧罗巴联赛。 周

二的重头戏要属欧洲冠军联赛曼联和

巴黎圣日尔曼及罗马和波尔图的对

话。 而在周三的赛事里，最引人关注的

则是欧冠阿贾克斯和皇家马德里及托

特纳姆热刺和多特蒙德的对话。 周四

则将展开欧罗巴联赛的较量。 本期单

固比赛预计开售3场， 包括2场欧洲冠

军联赛、1场欧罗巴联赛， 总计3场比

赛。 具体销售安排购彩者们可登录竞

彩网，获悉最新的单固场次开售动态，

尽享竞猜乐趣。 2月12日至2月14日，竞

彩胜平负单固预计开售场次如下

（具

体销售安排以实际开售情况为准）

：

2

月

12

日（周二）

1

场

欧冠曼联vs巴黎圣日耳曼 2-13 04:00

2

月

13

日（周三）

1

场

欧冠 托特纳姆热刺vs多特蒙德

2-14 04:00

2

月

14

日（周四）

1

场

欧罗巴 雷恩 vs皇家贝蒂斯 2-15

01:55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2.11 3.20

2.68”， 让球盘主让 1球“4.35 3.95

1.48”。 尽管曼联赛季初表现低迷，但

随着前主帅穆里尼奥下课、 救火教练

索尔斯克亚的上任， 曼联摒弃一味的

防守反击战术，更加注重于进攻。换帅

后曼联渐入佳境，9胜1平的优异战绩

和强大的火力都增添了球队的信心。

门神德赫亚表现很好， 早已走出去年

世界杯的短暂低谷，屡献神扑。博格巴

与拉什福德近期同样状态火热， 连场

制造进球。相反，曾经的锋线霸主卢卡

库却因表现糟糕沦为替补席常客。

法甲霸主巴黎圣日尔曼先后以天

价引进内马尔、姆巴佩，与卡瓦尼组成

极强的锋线组合，横扫法甲。 本赛季，

主帅图赫尔将内马尔安排在不同位置

灵活使用，令对手无法猜透意图，而内

马尔的表现也并未受到影响。 不过巴

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日前发布公告称，

经过医疗专家小组会诊， 对此前右脚

受伤的内马尔采取保守治疗方案，但

巴西球星将因此缺席10周， 这意味着

他无缘与英超曼联队的欧冠16强战两

回合比赛。 如果大巴黎晋级八强，巴西

球星也或将缺席四分之一决赛。 内马

尔2017年加盟巴黎圣日耳曼， 本赛季

他在23场比赛中攻入20球。 在其养伤

期间， 大巴黎将更加仰仗另外两位锋

线主力姆巴佩与卡瓦尼的状态。 这对

于巴黎而言无疑是个巨大打击。 在外

界看来，巴黎整体实力略占优，但法甲

较弱的竞争力使巴黎相对其他豪门劲

旅缺乏打硬仗的经验， 面对目前这支

如猛虎初醒的曼联， 谁将晋级下一轮

仍难以猜测。

周二007 �曼彻斯特联VS巴黎圣日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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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马尔因伤无缘红魔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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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英冠比赛，伯明翰主场

迎战博尔顿。 伯明翰本赛季冠军联赛

11胜13平7负，进49球失39球，排名冠

军联赛第8名，其中主场6胜7平2负，进

24球失14球， 主场排名冠军联赛第11

名。 博尔顿本赛季冠军联赛5胜8平18

负，进20球失47球，排名冠军联赛第23

名，其中客场2胜4平9负，进10球失26

球，客场排名冠军联赛第20名。

两队最近10次交手， 伯明翰4胜2

平4负，进8球失9球，最近10次在伯明

翰的主场，伯明翰5胜1平4负，进11球

失10球。 最近交手中，博尔顿并不惧怕

伯明翰，上一次交手是在2018年8月22

日英冠联赛， 伯明翰客场一球不敌博

尔顿。上一场比赛，伯明翰客场4:3战胜

了女王公园巡游者， 博尔顿则是在主

场1:2不敌普雷斯顿。

周二002 �伯明翰VS博尔顿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2.27

2.85 2.72”， 让球盘主让 1球“5.25

3.85 1.41”。 费内巴切和圣彼得堡泽

尼特实力比较接近，他们遭遇，可以

说对于他们来说都不是好事情，两

队各有特点，相互牵制在一起，所以

他们的比赛会十分艰苦。

费内巴切在土耳其超级联赛的

实力属于中上游水平， 但是本赛季

他们的成绩一般， 这很可能和他们

的球员阵容不整齐有一定的关系。

本赛季费内巴切的伤病问题比较多

一些， 所以他们的实力受到很大影

响， 不过近期费内巴切开始有所起

色，他们的实力开始逐渐恢复。 泽尼

特是俄罗斯超级联赛的强队， 他们

属于强队，在欧洲范围来说，也是一

支比较强的队伍。 泽尼特是一支进

攻能力极强的队伍， 他们的进攻十

分迅速， 而且在高空球方面占据很

大的优势， 同时他们的右路进攻比

较的强悍。

费内巴切近期的比赛明显开始

回升， 他们取得2胜2平1负的成绩，

球队的进攻端开始有所建树， 中场

的控制能力得到提高。 泽尼特目前

在俄罗斯超级联赛中排名第一位，

他们的优势在于， 国内联赛的成绩

比较稳定， 所以能够全力以赴准备

后期的比赛。 总体来看泽尼特实力

更强大一些， 主要是在球队的稳定

性方面要强，另外也比较稳定。

周二001 �费内巴切VS圣彼得堡泽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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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83

3.15 3.40”， 让球盘主让 1球“3.60

3.60 1.66”。 罗马上赛季的欧冠之旅

充满惊喜， 大胜强大的巴萨完成惊

天逆转晋级四强。 然而，本赛季纳英

戈兰、 阿利森等主力球员的离开对

球队防守影响极大。 近期，罗马经历

了在3球领先的情况下被连扳3球追

平， 又经历了1：7的大比分惨遭血

洗， 防守的问题是罗马晋级之路上

的一大障碍。 波尔图则是唯一一支

晋级十六强的葡萄牙劲旅， 其最大

的特点是出色的防守。 本赛季波尔

图打出创造队史纪录的各项赛事18

连胜， 在葡超也高居榜首， 势头正

猛。 锋线大将马雷加表现出色，亦入选

欧冠小组赛最佳阵容。 37岁的门将卡西

利亚斯仍然宝刀未老，而冬窗签下的中

后卫佩佩为球队后防又贡献了新鲜的

战力。 尽管罗马与波尔图在十六强

中实力偏弱，但两队实力相当，两队

的交锋毫无疑问会相当激烈。

周二006 �罗马VS波尔图

赛事信息：

英冠比赛，赫尔城主

场迎战罗瑟汉姆。 赫尔城本赛季冠

军联赛12胜7平12负， 进43球失40

球，排名冠军联赛第12名，其中主场

7胜3平5负，进23球失13球，主场排

名冠军联赛第13名。 罗瑟汉姆本赛

季冠军联赛5胜12平14负，进29球失

49球，排名冠军联赛第21名，其中客

场0胜5平10负，进8球失25球，客场

排名冠军联赛第23名。

两队最近10次交手，赫尔城3胜

3平4负，进15球失17球，最近8次在

赫尔城的主场， 赫尔城3胜3平2负，

进12球失9球。 最近交手中，罗瑟汉

姆可以说是赫尔城的克星， 交手不

败率高达70%。 最近一次交手是在

2018年8月21日英冠比赛，赫尔城客

场3:2获胜。上一轮联赛，赫尔城客场

0:2不敌德比郡， 罗瑟汉姆上一场主

场1:1战平维冈竞技。

周二003 �赫尔城VS罗瑟汉姆

赛事信息：

英冠比赛，米尔沃尔主

场迎战谢菲尔德星期三。 米尔沃尔本

赛季冠军联赛7胜9平14负， 进34球失

45球，排名冠军联赛第20名 ，其中主

场6胜5平4负，进20球失18球，主场

排名冠军联赛第18. 谢菲尔德星期

三本赛季冠军联赛10胜9平11负，进

34球失45球，排名冠军联赛第16名，

其中客场5胜2平 8负， 进16球失26

球，客场排名冠军联赛第14名。

两队最近10次交手，米尔沃尔1胜

3平6负，进12球失18球，近9次在米尔

沃尔的主场， 米尔沃尔4胜1平4负，进

12球失10球。 米尔沃尔上一次主场交

手取胜，终结了连续2场不胜。 最近

交手中， 谢菲尔德星期三也可以说

是米尔沃尔的克星， 交手不败率高

达90%。 最近一次交手是在2018年8

月22日英冠联赛，米尔沃尔客场1:2

不敌对手。上一轮联赛，米尔沃尔客场

0:1不敌斯旺西， 谢菲尔德星期三则是

主场0：0战平了雷丁。

周二004 �米尔沃尔VS谢菲尔德星期三

足球单固早知道：

售3场欧洲赛事 红魔迎巴黎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