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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二001 亚冠 山东鲁能VS鹿岛鹿角 03-12�15:30���2.20� 3.15� �2.58

周二002 亚冠 广岛三箭VS墨尔本胜利 03-12�18:00���1.90� 3.20���3.15

周二003 亚冠 大邱FCVS广州恒大 03-12�18:30���2.94� 3.15� �2.00

周二004 亚冠 棉农VS吉达阿赫利 �03-12�21:00���1.74� 3.10� �3.85�

周二005 亚冠 德黑兰独立VS阿布扎比艾因 03-12�23:30���2.10� 3.00� �2.87

周二006 亚冠 利雅得希拉尔VS多哈杜海勒 03-12�23:45���1.95� 3.30� �2.92

周二007 亚冠 多哈萨德VS波斯波利斯 03-12�23:45���1.49� 3.60� �4.80

周二008 法甲 第戎VS巴黎圣日尔曼 �03-13�02:00

周二009 英冠 布莱克本VS维冈竞技 �03-13�03:45

周二010 英冠 布里斯托尔城VS伊普斯维奇 03-13�03:45

周二011 英冠 谢菲尔德联VS布伦特福德 03-13�03:45

周二012 欧冠 尤文图斯VS马德里竞技 03-13�04:00���1.52� 3.40� �4.85

周二013 欧冠 曼彻斯特城VS沙尔克04 �03-13�04:00

周二014 英冠 博尔顿VS谢菲尔德星期三 03-13�04:00

周二015 英冠 雷丁VS利兹联 �03-13�04:00

周二016 解放者杯 亚松森奥林匹亚VS康塞普西翁大学 03-13�06:15

周二017 解放者杯 博卡青年VS托利马体育 03-13�06:15

周二018 解放者杯 帕尔梅拉斯VS梅尔加 03-13�06:15

周二019 解放者杯 水晶体育VS戈多伊克鲁斯 03-13�08:30

周二020 解放者杯 蒙得维的亚国民VS米内罗竞技 03-13�08:30

周二021 解放者杯 格雷米奥VS亚松森自由 03-13�08:30

篮球赛事

赛事编号 联赛 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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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队

���

比赛时间

周二301 美职篮 纽约尼克斯VS印第安那步行者 03-13�07:00

周二302 美职篮 洛杉矶湖人VS芝加哥公牛 03-13�08:00

周二303 美职篮 圣安东尼奥马刺VS达拉斯独行侠 03-13�08:00

周二304 美职篮 波特兰开拓者VS洛杉矶快船 03-1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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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上赛季日职亚军，迎战

澳超季后赛冠军。 前者是第 5 次参加

亚冠联赛

（上次是

2016

年）

，后者则是

第 7 次参加亚冠联赛

（上次是

2018

年）

。 双方没有直接交手记录。

主队情报：

广岛三箭首轮小组赛

客场 0:2 不敌新政之下的广州恒大，随

后回到联赛客场 1:0 小胜大阪樱花，他

们近 5 场正式比赛 1 胜 3 平 1 负，总

体表现一般。

客队情报：

墨尔本胜利首轮小组赛

主场1:3大败给了亚冠新军大邱FC，不过

虽然比分很悬殊，但他们在场面数据方

面，却是占据了比较明显的优势。 球队

近5场正式比赛2平3负状态相对比较低

沉。 另外，球队目前头号球星，就是来

自日本的本田圭佑。 两支首轮都失利

的球队交手， 主场作战的广岛三箭人

气会稍稍占优， 但事实上两队实力很

接近，不妨捧墨尔本胜利客场抢分。

周二002���广岛三箭VS墨尔本胜利

赛事信息：

中超季军对阵日职

季军，后者是亚冠卫冕冠军。 双方都

是第 9 次参与亚冠联赛。

主队情报：

山东鲁能首轮小组

赛客场 2:2 战平韩职亚军庆南 FC，

随后回到国内联赛主场被河南建业

2:2 逼平。 球队近 4 场正式比赛 2 胜

2 平打进了 9 球，进攻方面还是比较

出色。

客队情报：

鹿岛鹿角首轮小组

赛主场 2:1 战胜马来超冠军柔佛，随

后回到国内联赛主场 1:0 小胜湘南

海洋， 他们近 5 场正式比赛 3 胜 1

平 1 负算是中规中矩。

由于中超球队在亚洲赛场，外

援阵容都是有着极大优势， 因而即

便对手是亚冠冠军， 山东鲁能也不

见得会弱多少。 在对手近期状态也

只是一般的情况下， 鲁能主场应能

保平争胜。

周二001����山东鲁能VS鹿岛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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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意甲榜首队迎战西

甲积分榜第 2 位球队。 两队近 3 次

交手，马竞技 2 胜 1 平不败，此次 1/

8 决赛首回合主场 2:0 胜出。

主队情报：

尤文图斯本赛季在

意甲 24 胜 3 平仍保持不败，近 5 轮

连胜过后， 已经领先第 2 位球队 18

分之多。 上轮联赛，他们只有 6 名主

力首发，基耶利尼、博努奇、C 罗、曼

朱基齐、迪巴拉、坎塞洛、皮亚尼奇

等主力都一定程度得到休息。 头号

射手 C 罗已经连续 4 场比赛没有取

得进球。 中场赫迪拉因伤继续缺阵，

边锋科斯塔依然受到伤病困扰上阵

成疑。

客队情报：

马德里竞技最近取

得了 5 连胜， 他们在西甲落后榜首

的巴萨 7 分，上轮在同城战当中，主

场 1:0 小胜了莱加内斯， 该场比赛，

球队同样只派出 6 名常规主力首

发，中场萨乌尔、勒马尔、菲利佩等

主力得到了休息。 后卫埃尔南德斯、

戈丁、路易斯、中锋迭戈·科斯塔受

到伤病困扰上阵成疑。 尤文图斯虽

然在国内联赛大杀四方， 但阿莱格

里似乎对西蒙尼执教下的马竞技没

有太多的办法， 此番主场要战胜对

手恐怕还是有点困难。

周二012����尤文图斯VS马德里竞技

赛事信息：

韩国杯赛冠军，迎战

中超联赛亚军，前者是亚冠新军，后

者则是第 8 次参赛， 并且是 2 届亚

冠冠军得主。

主队情报：

大邱FC首轮小组赛

在场面被压制的情况下，客场逆转3:

1大胜澳超季后赛冠军墨尔本胜利，

继续谱写黑马传奇。 随后，他们回到

联赛又主场2:0完胜济州联队， 新赛

季3场比赛2胜1平，包括联赛首轮客

场逼平了韩职卫冕冠军全北现代，

状态方面可以说是比较良好。

客队情报：

广州恒大首轮小组

赛主场 2:0 完胜日职亚军广岛三箭，

虽然球队新政限制了外援在中超的

上场机会， 但亚冠赛场进球依然主

要靠外援，2 粒进球由塔利斯卡和保

利尼奥包办， 于汉超则是贡献了 2

次助攻。 随后在中超联赛当中，恒大

又是主场 1:0 小胜了天津泰达，新赛

季以来 3 场正式比赛全胜并且保持

了零失球，状态也算比较良好。

虽然大邱 FC 黑马气质很足，但

实力上跟恒大还不在一个层面，本

轮即便有主场之利， 爆冷应也止于

平局。

周二003����大邱FCVS广州恒大

赛事信息：

积分榜倒数第 3 迎战

榜首队，大巴黎积分领先 50 分优势太

悬殊。 近 9 次交手，大巴黎 8 胜 1 负占

优，近 6 次交手全胜，本赛季联赛首回

合主场 8:0 狂胜，法国杯当中也是主场

3:0 大胜。

主队情报：

身陷降级区的第戎，头

13 轮主场只拿到 12 分，主场成绩位居

法甲倒数第 3。 近 6 场比赛，他们 1 平

5 负连续不胜，上轮联赛主场 1:1 战平

兰斯。 球队目前没有伤停困扰，基本可

以最强阵容应战。

客队情报：

大巴黎在少赛 2 轮的

情况下， 已经领先法甲积分榜第 2 位

球队 14 分，联赛卫冕已经只是时间问

题。上周中，他们在主场 1:3 不敌曼联，

使得首回合客场 2:0 的优势荡然无存，

最终以客场入球劣势无缘欧冠 8 强。

主力前锋内马尔继续缺阵， 主力中场

德拉克斯勒、 替补后卫恩索基受到伤

病困扰上阵成疑。

本场比赛两队实力差距过于悬

殊，即便在欧冠士气受挫，但大巴黎客

场拿下保级队应该没有太多问题。

周二008��第戎VS巴黎圣日尔曼

赛事信息：

英超榜首队，迎战德甲

积分榜第 14 位。 两队近 2 次交手，都

是曼城胜出， 本次 1/8 决赛首回合交

手，曼城客场 3:2 赢球。

主队情报：

曼城在联赛取得 6 连

胜之后，在英超积分榜已领先利物浦 1

分， 两队争冠依然非常激烈。 上轮联

赛，他们主场 3:1 大胜沃特福德，不过

该场比赛他们有 8 名常规主力得到了

首发，拉波尔特、萨内、热苏斯出现在

替补席。 受伤病困扰的主力球员斯通

斯、德布劳内、费尔南迪尼奥没有进入

上轮联赛的大名单，本场仍上阵成疑。

替补门将布拉沃将继续缺阵。

客队情报：

沙尔克目前在德甲联

赛当中， 已经陷入到了要为保级而战

的境地， 他们最近 10 场正式比赛，仅

仅在主场胜出 2 场， 近 6 战 1 平 5 负

刚 4 连败。 上周末联赛当中，他们在轮

换了近半数主力的情况下，客场 2:4 大

败给了不来梅。 替补中场马斯卡雷尔、

绍普夫及主力中场卡利朱里受到伤病

困扰，本战上阵成疑。

综合比较之下， 本场比赛曼城优

势非常明显， 状态糟糕的沙尔克恐怕

是少输当赢了。

周二013����曼彻斯特城VS沙尔克04���

赛事信息：

积分榜第 17 迎战第

20， 布莱克本积分领先 8 分稍有优

势。 两队都是升班马，上赛季在英甲

2 回合交手都是平局，本赛季首回合

维冈竞技主场 3:1 赢球。

主队情报：

布莱克本头 18 轮主

场 7 胜 6 平 5 负， 主场胜率不足 4

成。 他们近 7 轮联赛 1 平 6 负连续

不胜，上轮主场 0:1 不敌普雷斯顿。

客队情报：

维冈竞技头 18 轮客

场 1 胜 3 平 14 负仅拿到 6 分，客场

成绩位居英冠倒数第 1。他们近 6 战

4 平 2 负也是连续不胜，近 2 轮在客

场遭遇连败。 由于交战双方近期状

态都非常糟糕， 排名靠前的布莱克

本显得更加低迷， 因而本场比赛平

负方向拉力并不弱。 不妨捧主队反

弹拿下客场虫。

周二009��布莱克本VS维冈竞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