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球赛事

赛事编号 联赛 主队

VS

客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五001�澳超 阿德莱德联VS珀斯光荣 03-15�16:50��2.63��3.25��2.12

周五002�俄超 安郅马哈奇卡拉VS苏维埃之翼 03-16�00:30��4.80��3.05��1.61

周五003�德乙 海登海姆VS柏林联合 03-16�01:30��2.88��3.10��2.05

周五004�德乙 基尔VS奥厄 03-16�01:30��1.56��3.65��4.10

周五005�法甲 尼斯VS图卢兹 03-16�02:00��1.90��2.88��3.55

周五006�法乙 贝济耶VS欧塞尔 03-16�03:00��3.55��2.80��1.92

周五007�法乙 勒阿弗尔VS阿雅克肖 03-16�03:00��1.83��2.80��3.95

周五008�法乙 尼奥尔VS梅斯 03-16�03:00��3.80��2.80��1.86

周五009�法乙 索肖VS特鲁瓦 03-16�03:00��2.62��2.68��2.48

周五010�法乙 格勒诺布尔VS南锡 03-16�03:00��1.95��2.88��3.35

周五011�法乙 沙托鲁VS巴黎FC 03-16�03:00��2.86��2.57��2.38

周五012�法乙 圣旺红星VS克莱蒙 03-16�03:00��3.95��2.80��1.82

周五013�法乙 瓦朗谢纳VS奥尔良 03-16�03:00��2.28��3.00��2.58

周五014�荷甲 福图纳锡塔德VS埃门 03-16�03:00��1.88��3.50��2.95

周五015�荷乙 阿尔梅勒城VS鹿特丹斯巴达 03-16�03:00��3.55��3.55��1.68

周五016�荷乙 多德勒支VS罗达JC 03-16�03:00��2.08��3.40��2.60

周五017�荷乙 奥斯VS阿贾克斯青年队 03-16�03:00��3.65��3.80��1.61

周五018�荷乙 特温特VS福伦丹 03-16�03:00��1.30��4.40��6.30

周五019�荷乙 海尔蒙特VS前进之鹰 03-16�03:00��5.60��4.20��1.35

周五020�荷乙 马斯特里赫特VS瓦尔韦克 03-16�03:00��1.94��3.45��2.85 �

周五021�荷乙 奈梅亨VS登博思 03-16�03:00��1.72��3.60��3.35

周五022�荷乙 坎布尔VS埃因霍温青年队 03-16�03:00��1.95��3.50��2.80

周五023�德甲 门兴格拉德巴赫VS弗赖堡 03-16�03:30��1.47��3.70��4.80

周五024�意甲 卡利亚里VS佛罗伦萨 03-16�03:30��3.00��3.10��2.00

周五025�法甲 里尔VS摩纳哥 03-16�03:45��1.96��3.00��3.20

周五026�西甲 皇家社会VS莱万特 03-16�04:00��1.75��3.30��3.51

周五027�葡超 里斯本竞技VS圣克拉拉 03-16�04:30��1.18��4.80��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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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客场有优势

足

球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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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开出指

数“1.88 3.50 2.95”，让球盘主让 1 球

“3.45 3.90 1.63”。荷甲第 26 轮联赛，

福图纳锡塔德主场迎战埃门。 这也

是两支弱旅之间的较量。

主队情报：

福图纳锡塔德最近

状态糟糕，遭遇联赛 4 连败，先后不

敌赫拉克莱斯、海伦芬、艾克马亚和

阿贾克斯。 在积分榜上，福图纳锡塔

德跌至第 14 位， 仅高出降级区 1

分，情况十分严峻，本轮联赛他们回

到主场迎战陷入降级区的埃门将会

是球队最佳的抢分机会。 在上轮联

赛，在克鲁伊夫球场 0:4 不敌豪门阿

贾克斯，实力悬殊太大，输球情理之

中。

客队情报：

和主队相比，埃门最

近状态更糟糕，过去 6 场联赛输了 4

场， 先后不敌艾克马亚、SBV 精英、

维迪斯和费耶诺德， 这 4 场败仗总

失球数高达 14 个，期间 3 次被对手

零封，攻防表现都一塌糊涂。 在积分

榜上，埃门跌至倒数第三位，深陷降

级区，距离第 15 位的 SBV 精英只差

1 分。 在上轮联赛，埃门主场 1:1 战

平上游球队赫拉克莱斯， 止住联赛

三连败。 这是一场 6 分大战，双方都

会全力以赴死拼对手。

周五014 �福图纳锡塔德VS埃门

今日竞彩受注赛程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开出指

数“4.80 3.05 1.61”，让球盘主受让 1

球“1.93 3.15 3.10”。 俄超第 20 轮联

赛， 安郅马哈奇卡拉主场迎战苏维

埃之翼。 这是一场难兄难弟之间的

比赛。

主队情报：

安郅上轮主场迎战

卫冕冠军莫斯科火车头， 比赛中球

队全面受压， 最终上下半场各失一

球，以 0:2 完败收场。全失 3 分后，安

郅排名积分榜倒数第 3，领先直接降

级区 2 分， 比少赛一轮的苏维埃之

翼队少 3 分， 这场是保级大战，6 分

大战，对双方而言都十分重要。 值得

一提的是， 球队本赛季攻防都很糟

糕，目前进攻和防守均是俄超倒数。

客队情报：

苏维埃之翼上轮联

赛，坐镇主场迎战副班长，比赛中火

力全开，最终以 4:0 大胜对手。 连续

3 轮联赛保持不败拿到 7 分，虽然仍

排名倒数第 4 处于保级附加赛区，

但他们少赛一轮仅落后身前的乌拉

尔 2 分，保级形势比较有利。 冬歇归

来后球队有所回升，2 轮联赛打进 6

球，要知道他们前 16 轮也仅打进了

10 球。

周五002 �安郅马哈奇卡拉VS苏维埃之翼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开出指

数“2.63 3.25 2.12”，让球盘主受让 1

球“1.50 3.90 4.25”。 澳超第 22 轮联

赛，阿德莱德联主场迎战珀斯光荣。

主队情报：

阿德莱德联近期走

势低迷，过去 4 场联赛，仅仅取得 2

平 2 负，没有尝到胜利滋味，在积分

榜上，他们排在第 5 位，落后本场对

手珀斯光荣 17 分之多，两队实力差

距非常明显。 在上轮联赛，阿德莱德

联在客场 0:2 不敌排名第 2 的悉尼

FC，他们在上下半场各丢 1 球，状态

依旧比较糟糕。 不过球队主场方面，

球队过往成绩还是非常不错， 在上

个联赛主场输给西悉尼漫游者前，

他们取得了 3 胜 2 平的好成绩。 在

交锋纪录方面， 阿德莱德联本赛季

前 2 次对阵珀斯光荣， 取得 1 平 1

负，并没有什么优势，这次主场再战

领头羊阿德莱德联是一场硬仗。

客队情报：

珀斯光荣本赛季表

现整体非常出色， 最近势头还稍微

有所减缓，过去2场联赛先后遭遇平

局， 先后和西悉尼漫游者以及墨尔

本城都握手言和。 在积分榜上，珀斯

光荣依然排在榜首， 由于上轮被墨

尔本城逼平，使得球队和第2位的悉

尼FC积分差距已经缩小到6分。在上

轮联赛，珀斯光荣在落后2球的情况

下最终扳平比分。 值得一提的是西

班牙射手卡斯特罗近期保持火热的

入球状态，过去4场联赛收获3球。 总

的来说， 珀斯光荣本赛季整体战绩

非常抢眼，过去12轮联赛保持不败。

周五001 �阿德莱德联VS珀斯光荣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开出指

数“1.95 3.50 2.80”，让球盘主让 1 球

“3.70 3.90 1.58”。荷乙第 29 轮联赛，

坎布尔主场迎战埃因霍温青年队。

主队情报：

坎布尔上轮联赛客

场挑战瓦尔韦克，最终以 2:0 的比分

凯旋而回。 依靠这宝贵的 3 分，坎布

尔终结了长达 6 轮联赛不胜的尴尬

之旅，士气大大提升。 联赛排名也因

此升上第 13 位，与升级附加赛区的

分差缩小至 4 分，仍有很大希望。 整

体来看本赛季坎布尔的进攻端表现

一般， 但防守还不错， 迄今场均失

1.29 球，排名荷乙防守榜第 7，最近

他们就连续零封了奥斯和瓦尔韦

克。 不过坎布尔主场成绩糟糕，目前

已经连续 8 轮未尝胜绩。

客队情报：

埃因霍温青年队上

轮联赛对手是副班长乌德勒支青年

队，凭借主场之利球队 64 分钟就取

得 3 球领先，最终 3:1 获胜。 最近两

轮联赛， 青年队分别对阵排名后两

位的球队， 他们毫无悬念地收获 2

连胜，目前以 14 胜 8 平 6 负的成绩

位居积分榜第 5 位。 截止第 28 轮，

已经打进 63 个球，场均 2.25 球的进

攻非常厉害， 即使是在客场亦没有

丝毫减弱。

周五022 �坎布尔VS埃因霍温青年队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开出指

数“3.00 3.10 2.00”，让球盘主受让 1

球“1.56 3.65 4.10”。 意甲第 28 轮联

赛，卡利亚里主场迎战佛罗伦萨。

主队情报：

卡利亚里爆冷主场

战胜国米后， 上周末却输给了保级

份子博洛尼亚，以0:2的比分输球。全

失3分的卡利亚里仍居积分榜第14

位， 但与降级区的反差已经被缩小

至6分，联赛还剩11轮，球队依然有

被逆转降级的危险， 接下来每场比

赛都并不能掉以轻心。 卡利亚里最

近的防守漏洞较大，球队已经连续9

轮联赛都有失球， 所以这场比赛后

防很重要，虽然主场之利，可是客队

实力强，主队并没与什么优势。

客队情报：

佛罗伦萨上周末坐

镇主场迎战拉齐奥，结果球队 1:1 惊

险战平对手，平局来之不易。 至此，

佛罗伦萨各项赛事 4 场不胜， 而联

赛 3 轮未尝胜绩后， 球队尽管仍居

积分榜第 10 名，但与欧战区的差距

已经被拉大到 7 分， 可以说基本上

已经没有可能了。 佛罗伦萨在过去

10 次面对卡利亚里稍微占据一点优

势， 尤其是他们最近 3 次客场都获

得了胜利， 且还打进 10 球之多，客

队占据心理优势。

周五024 �卡利亚里VS佛罗伦萨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开出指

数“1.47 3.70 4.80”，让球盘主让 1 球

“2.41 3.50 2.18”。德甲第 26 轮联赛，

门兴主场迎战弗赖堡。

主队情报：

门兴最近发挥大失

水准，状态断崖式下滑，近 5 轮联赛

1 胜 1 平 3 负，3 场败仗均发生在客

场且均净输 3 球或以上， 令人大跌

眼镜。 在之前，门兴联赛主场可是豪

取 9 连胜， 这在德甲中是独一无一

的。 门兴战绩下滑主要原因就是进

攻端不在状态，5 场比赛只有 3 个进

球， 上周末客场 1:0 击败美因茨，进

球的还是后卫队员。 不过这场胜利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士气。 由于最近

成绩下滑， 门兴排名从第 3 跌至第

4， 与身后法兰克福的差距缩至 3

分。

客队情报：

弗赖堡上轮联赛主

场 2:1 击败柏林赫塔， 幸运拿到 3

分。 最近 6 轮联赛，弗赖堡 2 胜 3 平

1 负，状态有所提升，排名也上升至

第 12 位，与保级附加赛区的差距拉

开至 11 分， 大大缓解了保级压力。

但是，弗赖堡拿分主要体现在主场，

客战成绩比较糟糕， 冬歇期回来后

客场还未尝胜绩， 最近两战更是颗

粒无收。

周五023 �门兴格拉德巴赫VS弗赖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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