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球赛事

赛事编号 联赛 主队

VS

客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日001�日职 鸟栖沙岩VS磐田喜悦 03-17�12:00��2.23��3.00��2.65�

周日002�日职 札幌冈萨多VS鹿岛鹿角 03-17�13:00��2.35��3.40��2.28�

周日003�日职 神户胜利船VS清水鼓动 03-17�13:00��1.55��3.80��4.00�

周日004�日乙 冈山绿雉VS福冈黄蜂 03-17�13:00��2.70��2.92��2.25�

周日005�日乙 岐阜FCVS鹿儿岛联 03-17�13:00��2.38��3.15��2.38�

周日006�日乙 京都不死鸟VS柏太阳神 03-17�13:00��3.85��3.30��1.68�

周日007�日乙 水户蜀葵VS千叶市原 03-17�13:00��1.86��3.30��3.15�

周日008�日乙 山形山神VS大宫松鼠 03-17�13:00��2.58��3.05��2.26�

周日009�日乙 甲府风林VS长崎航海 03-17�13:00��1.99��3.00��3.10�

周日010�日乙 金泽塞维根VS町田泽维亚 03-17�13:00��2.20��2.96��2.73�

周日011�韩职 大邱FCVS蔚山现代 03-17�13:00��2.50��3.00��2.35�

周日012�澳超 惠灵顿凤凰VS西悉尼漫步者 03-17�14:00��1.83��3.60��2.98�

周日013�日职 川崎前锋VS大阪钢巴 03-17�14:00��1.37��4.20��5.25�

周日014�日职 大分三神VS横滨水手 03-17�15:00��2.68��3.50��2.00�

周日015�日乙 爱媛FCVS山口雷诺法 03-17�15:00��2.30��3.16��2.45�

周日016�澳超 悉尼FCVS墨尔本城 03-17�16:00��1.80��3.15��3.50�

周日017�日职 湘南海洋VS仙台七夕 03-17�16:00��2.20��3.20��2.55�

周日018�西甲 埃瓦尔VS巴利亚多利德 03-17�19:00��1.43��3.50��5.75�

周日019�俄超 乌法VS格罗兹尼 03-17�19:00

周日020�荷甲 芬洛VSPSV埃因霍温 03-17�19:15��9.75��5.35��1.15�

周日021�意甲 热那亚VS尤文图斯 03-17�19:30��7.00��3.88��1.32�

周日022�德甲 勒沃库森VS云达不来梅 03-17�20:30��1.47��3.95��4.45�

周日023�德乙 比勒费尔德VS波鸿 03-17�20:30��2.03��3.30��2.75�

周日024�德乙 杜伊斯堡VS科隆 03-17�20:30��5.40��4.00��1.38�

周日025�德乙 帕德博恩VS因戈尔施塔特 03-17�20:30��1.70��3.50��3.50�

周日026�法甲 里昂VS蒙彼利埃 03-17�21:30��1.32��4.10��6.40�

周日027�荷甲 阿尔克马尔VS阿贾克斯 03-17�21:30��4.50��4.20��1.43�

周日028�俄超 莫斯科火车头VS克拉斯诺达尔 03-17�21:30

周日029�意甲 恩波利VS弗洛西诺内 03-17�22:00��1.63��3.35��4.05�

周日030�法甲 兰斯VS南特 03-17�22:00��2.02��2.78��3.30�

周日031�英超 富勒姆VS利物浦 03-17�22:15�10.00�5.50��1.14�

周日032�葡超 阿维斯VS沙维什 03-17�23:00��1.85��2.95��3.60�

周日033�葡超 葡萄牙国民VS里奥阿维 03-17�23:00��2.38��3.15��2.38�

周日034�西甲 西班牙人VS塞维利亚 03-17�23:15��2.25��3.25��2.46�

周日035�荷甲 SBV精英VS兹沃勒 03-17�23:45��2.65��3.30��2.10�

周日036�法甲 波尔多VS雷恩 03-18�00:00��2.30��2.82��2.70�

周日037�俄超 莫斯科斯巴达VS圣彼得堡泽尼特 03-18�00:00

周日038�英超 埃弗顿VS切尔西 03-18�00:30��3.70��3.25��1.72�

周日039�德甲 拜仁慕尼黑VS美因茨 03-18�01:00

周日040�意甲 那不勒斯VS乌迪内斯 03-18�01:00��1.10��6.10�12.00�

周日041�西甲 巴伦西亚VS赫塔费 03-18�01:30��1.74��3.00��4.00�

周日042�葡超 摩雷伦斯VS本菲卡 03-18�01:30��5.70��3.85��1.38�

周日043�美职足 纽约城VS洛杉矶FC 03-18�03:00

周日044�意甲 AC米兰VS国际米兰 03-18�03:30��2.28��2.95��2.62�

周日045�西甲 皇家贝蒂斯VS巴塞罗那 03-18�03:45��5.55��4.4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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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近 6 次交手， 切尔西 4

胜 2 平不败， 但近 2 次交手都是 0:0 平

局收场，本赛首回合主场 0:0 闷平。

主队情报：

埃弗顿本赛季主场表现

中规中矩。 他们近 6 战 1 胜 1 平 4 负状

态不佳， 上轮联赛客场 2:3 不敌纽卡斯

尔， 近 3 轮联赛 1 平 2 负连续不胜，但

德比战主场 0:0 逼平了利物浦。 替补后

卫拜恩斯、主力中卫祖玛缺阵，主力边

卫科尔曼、 替补后卫贾杰尔卡上阵成

疑。

客队情报：

切尔西头 14 轮客场 8

胜 1 平 5 负， 客场成绩位居英超第 5

位，客场平局明显偏少。 本周四，他们客

场 5:0 大炒基辅迪纳摩， 以 8:0 的总比

分晋级欧罗巴 8 强。近 7 场比赛，他们 5

胜 2 平不败，联赛仅上轮主场被狼队逼

平。 主力前锋伊瓜因、替补边卫扎帕科

斯塔上阵成疑。

切尔西虽然是一周双赛，但在对手

状态平淡同时后防又存在隐患的情况

下，本轮客场应该是坐和望赢的局面。

周日038���埃弗顿VS切尔西

赛事信息：

两队近10次交手，红军

7胜1平2负占优，近5场交手全胜，本赛

季首回合在主场2:0完胜升班马对手。

主队情报：

富勒姆目前位居英超

倒数第2位，他们本赛季主场成绩也是

排在倒数第3位，表现比较疲软。 近10

场比赛他们1胜9负没有平局，近6战更

是遭遇连败。 上轮客场1:3不敌莱切

城。替补门将贝蒂内利、半主力中卫梅

森因伤缺阵。

客队情报：

利物浦目前在积分榜

落后卫冕冠军曼城1分屈居次席，他们

近10战5胜5平不败， 但相对来说胜率

偏低。 上轮联赛主场4:2大胜伯恩利之

后， 本周中欧冠次回合客场3:1大胜德

甲卫冕冠军拜仁， 以总比分3:1晋级欧

冠8强。 该场比赛边锋马内梅开二度，

中卫范迪克也打进1球，而另外一名中

卫马蒂普则向拜仁送上1粒乌龙球。替

补中卫戈麦斯仍将因伤缺阵， 其余球

员暂时没有传出确切伤停消息。

虽然富勒姆保级心切， 但以他们

糟糕的状态， 应该很难从同样战意旺

盛的红军身上捞分。

周日031���富勒姆VS利物浦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勒沃2胜3平1

负稍稍占优， 本赛季首回合客场6:2大

胜。

主队情报：

勒沃头12轮主场仅1场平

局，主场成绩位居德甲第5位。 他们近10

战6胜2平2负总体表现尚可，近2轮连胜，

近3轮主场也是取得连胜。替补中卫雷索

斯、替补中锋波扬帕洛上阵成疑。

客队情报：

不来梅头12轮客场4胜4

平4负，客场成绩位居德甲第9位。他们冬

歇期后9战3胜6平连续不败，上轮在主场

4:2大胜沙尔克，不过他们客场已是遭遇4

连平。半主力中锋大勇迫也、替补中锋约

翰松、半主力中卫兰坎普上阵成疑。

本场比赛， 主胜和平局两个位置

的投注人气都是比较充足。 总体实力

和状态占优的勒沃主场全取 3 分机会

较大。

周日022��勒沃库森VS云达不来梅

赛事信息：

双方近6次交手，尤文4

胜1平1负占优， 本赛季首回合主场被

对手1:1逼平。

主队情报：

热那亚头14轮主场5胜

6平3负，主场成绩位居意甲第12位，不

过相对来说主场不败率还是很高。 他

们近6战1胜4平1负，上轮客场0:1不敌

帕尔马，近3轮主场1胜2平不败。 主力

中场希耶马克因伤缺阵， 主力门将拉

杜受到伤病困扰上阵成疑。

客队情报：

尤文本赛季在意甲联

赛尚无败绩， 他们近4场比赛取得连

胜。 在首回合客场0:2输球的不利情况

下，本周中，他们欧冠1/8决赛次回合

在主场3:0大胜马德里竞技，小组赛仅

1球进账的C罗，此战大放异彩上演帽

子戏法， 几乎以一己之力带领尤文逆

袭晋级欧冠8强，他们在欧冠夺冠的呼

声仅落后曼城、巴萨位居8强球队第三

位。 中场赫迪拉、边锋夸德拉多、边锋

科斯塔、 后卫德西利奥、 巴尔扎利缺

阵。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毫无疑问主要

会落在客胜位置， 以热那亚近期平淡

的表现，恐怕很难阻挡尤文连胜势头。

周日021���热那亚VS尤文图斯

赛事信息：

本周末最受关注的同城

德比大战。双方近6次交手，国米2胜4平

保持不败， 本赛季首回合在其主场1:0

胜出。

主队情报：

米兰近10战7胜3平状态

良好，在意甲积分榜也已经超过同城对

手，跃居到第3位，并且只落后第2位的

那不勒斯6分。 近5轮联赛，他们去的连

胜，打进12球只丢了2球，不过期间只有

亚特兰大是实力比较强的对手。替补中

场博纳文图拉因伤缺阵。

客队情报：

国米目前积分上只落后

同城对手1分，他们近10场比赛5胜2平3

负，总体状态一般。 本周四，他们主场0:

1不敌法兰克福，两回合总比分0:1被对

手挤出欧罗巴8强。主力前锋伊卡尔迪、

替补边卫弗尔萨里科、 替补中卫米兰

达、攻击型主力中场纳英戈兰缺阵，主力中

场布罗佐维奇上阵成疑。 虽然最近几次

米兰在德比战都没有讨到便宜， 不过在自

身状态良好， 对手又一周双赛的情况

下，此番德比战应该有希望扳回一城。

周日044���AC米兰VS国际米兰

赛事信息：

近 6 次交手，那不勒

斯保持了全胜记录， 本赛季首回合

客场 3:0 大胜。

主队情报：

本周四，那不勒斯客

场 1:3 不敌萨尔茨堡红牛，但仍然以

4:3 的总比分晋级欧罗巴 8 强。 近 2

轮联赛当中， 他们先是主场不敌榜

首尤文，随后客场又被萨索洛逼平。

主力中卫阿尔比奥尔因伤缺阵，主

力中锋因西内上阵成疑。

客队情报：

乌迪内斯头 12 轮客

场仅得 1 胜， 客场成绩位居意甲倒

数第 4 位。 他们近 7 轮联赛 2 胜 1

平 4 负总体表现不佳，上轮客场 1:4

惨败给了尤文。 本场比赛，他们有多

达 6 名球员伤停缺阵， 其中半数以

上是比较常规主力， 另外还有 1 名

替补前锋受到伤病困扰上阵成疑。

近期赛程紧密的那不勒斯，虽

然状态只算一般， 但是主场面对阵

容不整的保级球队， 全取 3 分难度

应该不会大。

周日040���那不勒斯VS乌迪内斯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拜仁5胜1

平优势大，本赛季首回合客场2:1胜出。

主队情报：

拜仁虽然重回联赛榜

首，但积分上只是与多特持平。 他们

本周中主场1:3负于利物浦， 并以1:3

的总比分无缘欧冠8强。 不过近10轮

联赛， 他们9胜1负抢分效率超高，期

间仅客场不敌勒沃。

客队情报：

美因茨本赛季客场表

现一般， 他们12轮客场只拿到11分。

近6场比赛，他们1胜5负表现不佳，期

间仅主场战胜过低迷的沙尔克， 近2

轮联赛又遭遇连败。

本场比赛， 双方人气差距很悬

殊， 即便拜仁欧冠出局士气受到影

响，近期状态糟糕的美因茨，在客场

爆冷的希望似乎也不会太大。 拜仁很

可能以一场大胜来重振士气。

周日039���拜仁慕尼黑VS美因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