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开出指

数“1.94 3.35 2.90”，让球盘主让 1 球

“3.80 3.70 1.60”。欧冠淘汰赛八分之

一决赛第二回合比赛。

主队情报：

拜仁上轮德甲联赛

主场挑战沃尔夫斯堡， 拜仁的总射

门次数是对方的 5 倍，最终以 6:0 屠

杀对手，而对上一轮对战门兴，拜仁

以 5:1 拿下对手，2 场 11 个进球是

本场最有力的武器。 拜仁在历史上

两场挑战利物浦均未尝胜绩， 上回

合交手，拜仁客场逼平对手，这场比

赛双方控球率基本持平两队表现不

相伯仲， 回到主场拜仁信心会有所

增强，毕竟球队斩获了主场 7 连胜，

总进球数高达 23 球而仅失 3 球。

客队情报：

利物浦上轮英超联

赛主场对战伯恩利， 球队在开局

仅 6 分钟就先丢一球， 幸好球队

临危不乱， 在上半场就连续打进

2 球反超对手， 下半场球队依然

保持优势并且在 67 分钟扩大比

分至 3:1，在奠定胜局后球队换下

3 名主力为欧冠留力， 临完场时

候双方在各进一球， 利物浦带走

3 分。 不过利物浦最近状态很不

稳定，再加上利物浦两线作战，对

于球队考验非常大。

周三019 �拜仁慕尼黑VS利物浦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开出指

数“1.15 5.50 9.25”，让球盘主让 1 球

“1.56 4.15 3.65”。欧冠淘汰赛八分之

一决赛第二回合比赛。

主队情报：

巴塞罗那上轮西甲

联赛主场以 3:1 拿下巴列卡诺，再夺

3 分， 球队目前领先马竞有 7 分差

距，虽然球队日前在加泰杯上落败，

但显然球队是没有太大的战意，球

队对于这场欧冠杯次回合较量更为

看重， 上一场球队在阵容上并没有

太大的调整， 梅西和苏神仍旧打满

全场，虽然球队双线作战，但连续坐

阵主场之利对球队体能还是相当有

利。 球队首回合与里昂交锋中虽然

没有取得入球，但却取得 25 次射门

比对手多出 20 次，在客场有如此大

的差距，不难看好两队实力的情况。

此役巴塞只需要小胜便可晋级，从

理论上来看应该是不难的。

客队情报：

里昂在小组赛中胜

率不高， 球队取得 1 胜 5 平不败成

绩以第二位出线， 虽然球队取得 12

个入球但也有 11 个失球，日前球队

进攻火力仍旧出色， 近三战打入 10

球取得 2 胜 1 平的不败成绩， 不过

球队在国内赛事中已经连续 8 场失

球， 而值得一说的是球队客场的失

球数要比主场多出一倍， 可见在客

场作战下的防守能力明显下降。

周三018 �巴塞罗那VS里昂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开出指

数“1.84 3.25 3.25”，让球盘主让 1 球

“3.55 3.55 1.68”。亚冠小组赛第 2 轮

的比赛。

主队情报：

北京中赫国安上轮

中超联赛，和重庆斯威打对攻，结果

北京国安毫不手软，客场 4:0 大胜对

手，拿到联赛两连胜。 不过球队在亚

冠首轮小组赛中出师不利， 虽然在

控球率和进攻数据方面要更胜于全

北， 可惜未能形成更多有威胁的射

门，反而被对手接连反击取得进球，

防守端在与强力对手交锋时还是有

些捉襟见肘。

客队情报：

浦和红钻在小组赛首

轮主场 3:0 轻取武里南，面对技术流

的泰国对手，球队展现出了强大的控

制能力，技术性击败了对手。 不过浦

和红钻新赛季的开局并不理想，前三

轮联赛一球未进，只拿到一分，直到

上周末面对升班马松本山雅，才拿到

了联赛首胜， 这才放下了心理包袱。

不过浦和红钻主客场战绩相差不小，

亚冠的客场防守能力比较一般。

周三010 �北京国安VS浦和红钻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开出指

数“1.88 3.35 3.05”，让球盘主让 1 球

“3.65 3.60 1.65”。日联赛杯小组赛第

2 轮比赛。

主队情报：

大阪钢巴上轮主场

2:3 不敌新赛季势头凶猛的名古屋

鲸八， 球队在两度落后两度扳平的

情况下， 最后时刻送出乌龙球， 最

终导致落败， 对球队士气打击极

大。 球队本场比赛再次与对手打出

大比分， 三场联赛丢了 8 个失球，

后防问题目前已经成为球队急需改

善的重点。 球队在上轮日联杯比赛

中以替补出战， 最终 0:1 不敌磐田

喜悦。

客队情报：

松本山雅上轮主场

在场面占据优势的情况下， 被浦和

红钻一记点球击败， 三轮不败的势

头被打断，比较可惜。 作为升班马，

松本山雅的开局还算不错， 从潜在

的保级对手大分三神和磐田喜悦身

上拿得了 4 分。 小组赛首轮比赛中

2:1 击败了清水鼓动，目前以进球数

名列小组第一。 松本山雅还是上赛

季日乙防守最佳的球队， 不过客场

成绩没有主场成绩好。

周三007 �大阪钢巴VS松本山雅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开出指

数“3.15 3.40 1.83”，让球盘主受让 1

球“1.69 3.60 3.45”。日联赛杯小组赛

第 2 轮比赛。

主队情报：

湘南海洋在上轮日

职联客战鹿岛鹿角， 最终球队少踢

一人以 0:1 败下阵来， 在新赛季联

赛首战 2:0 击败札幌冈萨多后， 湘

南海洋遭遇各项赛事三连败， 包括

日联杯小组赛首战 1:2 不敌长崎航

海， 连续遭遇这三场败仗， 湘南海

洋在进攻方面的表现十分糟糕。 湘

南海洋主场取胜能力欠缺， 近 11

场各项赛事主场录得 3 胜 6 平 2

负。

客队情报：

横滨水手新赛季状

态不俗，4 场正式比赛录得 2 胜 2 平

保持不败，但最近遭遇两连平，先是

日联杯落后下 1:1 扳平了札幌冈萨

多， 接着上周末联赛在两度落后下

两度扳平川崎前锋， 这 4 场比赛均

未能力保球门不失，共丢了 6 球。 防

守仍是横滨水手本赛季最大短板。

横滨水手最近 8 场各项赛事客场，6

胜 2 负，且场均进球达到 2 球，呈现

出较强的客战抗衡力。

周三003 �湘南海洋VS横滨水手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开出指

数“1.15 5.00 11.25”，让球盘主让 2

球“3.05 3.65 1.80”解放者杯小组赛

第二轮比赛。

主队情报：

作为卫冕冠军的河

床， 在首轮小组赛中却被本组实力

公认最弱的利马联盟 1:1 战平，未能

获得开门红，士气难免受到打击，不

过球队联赛及时回勇， 面对直接竞

争对手图库曼竞技， 凭借费雷拉的

一箭定江山， 最终以 1:0 击败对手，

从而升上积分榜第 4 位， 呈现极其

强大的战意， 加上河床最近主场表

现亦相当勇锐， 近 3 个主场都击败

联赛中强大的对手且共打进 8 球，

含金量十足， 可见其主场具备十足

的威胁性。

客队情报：

巴勒斯坦人在解放

者杯小组赛首轮就面对实力较为强

大的巴西国际， 最终下半场最后时

刻失守，以 0:1 告负，是该小组中唯

一没有积分的球队，士气大受打击，

但球队亦在联赛中及时回勇， 主场

以 4:1 横扫对手，终结了各项赛事两

连败的尴尬局面， 整体状态有所回

升，但值得一提的是，球队的防守依

然令人担忧， 本赛季 9 场比赛全部

有失球。

周三025 �河床VS巴勒斯坦人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开出指

数“1.21 4.40 9.50”，让球盘主让 1 球

“1.91 3.20 3.10” 解放者杯小组赛第

二轮比赛。

主队情报：

弗拉门戈在小组赛

首轮以 1:0 小胜圣荷西体育会，赢得

开门红，士气大受鼓舞，之后在巴西

里约州锦标赛中继续客场征战，可

惜与瓦斯科达伽马 1:1 战成平手，未

能延续连胜的佳绩， 不过球队亦保

持各项赛事 4 场不败， 竞技状态良

好，具备充足的战意。

客队情报：

基多体育大学在首

轮比赛，主场以2:0完胜佩纳罗尔，目

前以净胜球的优势力压弗拉门戈排

名小组第一，然而回到国内联赛，基

多体育大学却以0:3惨败在马卡拉脚

下，遭遇新赛季的首场败仗，对球队

打击甚大， 难免会影响球队的备战

状态，此役又是客场出征，要知道球

队的客场作战能力很一般，新赛季3

场客场比赛中，仅取得了1个进球。

周三026 弗拉门戈VS基多体育大学

足球赛事

赛事编号 联赛 主队

VS

客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三001�亚冠 川崎前锋VS悉尼FC 03-13�18:00��1.31��4.20��6.35

周三002�亚冠 蔚山现代VS上海上港 03-13�18:00��2.30��3.25��2.40

周三003�日联赛杯 湘南海洋VS横滨水手 03-13�18:00��3.15��3.40��1.83

周三004�日联赛杯 仙台七夕VS东京FC 03-13�18:00��2.95��3.30��1.94

周三005�日联赛杯 名古屋鲸八VS大分三神 03-13�18:00��1.88��3.50��2.93

周三006�日联赛杯 神户胜利船VS大阪樱花 03-13�18:00��1.96��3.30��2.90

周三007�日联赛杯 大阪钢巴VS松本山雅 03-13�18:00��1.88��3.35��3.05

周三008�日联赛杯 清水鼓动VS磐田喜悦 03-13�18:00��2.00��3.25��2.85

周三009�亚冠 布里兰VS全北现代 03-13�19:00��4.90��3.70��1.46

周三010�亚冠 北京国安VS浦和红钻 03-13�20:00��1.84��3.25��3.25

周三011�荷甲 阿贾克斯VS兹沃勒 03-14�01:30��

周三012�英冠 诺丁汉森林VS阿斯顿维拉 03-14�03:45��2.22��3.17��2.54

周三013�英冠 伯明翰VS米尔沃尔 03-14�03:45��2.03��2.92��3.10

周三014�英冠 德比郡VS斯托克城 03-14�03:45��2.14��2.90��2.88

周三015�英冠 米德尔斯堡VS普雷斯顿 03-14�03:45��1.87��3.00��3.45

周三016�英冠 诺维奇VS赫尔城 03-14�03:45��1.44��3.95��4.75

周三017�英冠 女王公园VS罗瑟汉姆 03-14�03:45��1.66��3.30��3.95

周三018�欧冠 巴塞罗那VS里昂 03-14�04:00��1.15��5.50��9.25

周三019�欧冠 拜仁慕尼黑VS利物浦 03-14�04:00��1.94��3.35��2.90

周三020�英冠 西布罗姆维奇VS斯旺西 03-14�04:00��1.72��3.40��3.55

周三021�解放者杯 圣洛伦索VS巴兰基亚青年 03-14�06:15��1.93��2.75��3.60

周三022�解放者杯 克鲁塞罗VS拉腊 03-14�06:15��

周三023�解放者杯 天主大学VS罗萨里奥中央 03-14�08:30��1.83��2.92��3.70 �

周三024�解放者杯 巴西国际VS利马联盟 03-14�08:30��

周三025�解放者杯 河床VS巴勒斯坦人 03-14�08:30��1.15��5.00�11.25

周三026�解放者杯 弗拉门戈VS基多体育大学 03-14�08:30��1.21��4.40��9.50

竞彩专版

2019.3.13��星期三

INFORMATION TIMES

A26

责编：范诗曼 美编：唐湘莹 校对：叶春晖

利物浦双线作战压力大

足

球

赛

事

提

点

今日竞彩受注赛程

广东体彩官方微信

竞彩官网网址：http://www.sporttery.cn/

本版推介

/

数据 信息时报记者 陈学钢

体彩服务热线 95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