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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

未有指数。 意大利杯 1/8 决赛，那不

勒斯主场迎战佩鲁贾。

主队情报：

那不勒斯近期状态

略显低迷，球队遭遇主场五轮不胜；

那不勒斯上周末联赛客战拉齐奥的

比赛占据场面优势， 但迟迟未能斩

获入球， 最后时刻门将奥斯皮纳出

现了一次后场带球失误， 被因莫比

莱反断后打空门得手，最终以 0:1 的

比分败走麦城。 球队士气有所下滑。

冬歇归来后， 那不勒斯依然为走出

低迷， 连续输给国米和拉齐奥遭遇

两连败。这也是新帅加图索执教的 4

轮联赛中的第 3 场败仗， 球队目前

已经被米兰反超跌至第 11 位。 整体

状态并不令人满意， 球队急需做出

改变。

客队情报：

佩鲁贾近期状态有

所回暖，球队取得两连胜。 佩鲁贾连

续 5 个赛季排名意乙前十之内，表

现十分稳健。 本赛季表现依然不俗，

不过冬歇前的一轮联赛中， 他们主

场 9 人应战以 0:1 负于威尼斯，排名

下滑至第 8， 频临跌出升级附加赛

区。因此球队问题困难重重。在本赛

季的意乙联赛中， 佩鲁贾攻防两端

整体表现并不突出。

周二001 那不勒斯VS佩鲁贾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未

有指数。 意大利杯 1/8 决赛，拉齐奥主

场迎战克雷莫纳。

主队情报：

拉齐奥近期状态有所

回暖，球队目前取得两连胜；拉齐奥上

周末的联赛主场 1:0 力克那不勒斯，豪

取打破队史纪录的意甲 10 连胜，蓝鹰

目前少赛一轮落后第 2 的国米 4 分、

落后榜首尤文 6 分， 正式成为争冠球

队。 其实与那不勒斯一役，拉齐奥场面

落于下风。 拉齐奥已经连续两轮意甲

在不占优的情况下获胜。 拉齐奥本次

以卫冕冠军征战意杯赛事， 本赛季联

赛也有机会尝试争冠， 双线作战也不

会轻易放弃。 拉齐奥还是意甲联赛主

场防守最佳的球队之一，7 粒失球与国

米并列最少。 而且蓝鹰本赛季意甲主

场还未尝败绩， 只有尤文的 8 胜 1 平

比他们好。

客队情报：

克雷莫纳近期状态一

般，一胜一负已成为常态。 克雷莫纳从

意丙升胜意乙两个赛季以来均有不俗

的表现，上赛季排名第 9。 但本赛季的

发挥令人失望， 冬歇期最后一轮客场

0:1 负于波德诺内，目前排名意乙第 17

名，处于降级区当中。 球队的最大问题

在于进球乏力，他们在过去 18 轮意乙

联赛中仅攻入 13 球，是意乙联赛入球

最少的球队， 阵中入球最多的球员也

只不过 2 球。

周二002 拉齐奥VS克雷莫纳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

未有指数。 2019/2020 英足总杯第

三轮重赛， 布莱克浦主场迎战雷

丁。

主队情报：

布莱克浦上周末英

乙联赛轮空， 球队得到了圣诞新年

至今难得的休息时间。 而他们上一

场比赛正是足总杯客场对阵雷丁，

虽然凭借德尔福内索和南古利特两

个进球两次取得领先， 但最终还是

未能拿下对手， 才有这场两周后的

重赛。 虽然回到主场，但他们近 5 个

主场输了 3 场，形势不见得很乐观。

主场比赛平局也不多，最近 22 个主

场的赛事只有 3 场打出了平局，球

队最近成绩糟糕， 最近 6 场英甲联

赛不胜，其中 2 场还遭遇了零封，状

态低迷。

客队情报：

雷丁在战平布莱克

浦之后， 回到英冠联赛又凭借压哨

绝杀 1:1 惊险逼平诺丁汉森林，该队

已连续 8 场比赛不败， 其中客场 2

胜 2 平。 前锋卢卡斯若昂继续伤缺。

雷丁最近迎来一波高潮， 最近 8 场

比赛不败不说， 其中 4 场还实现了

零封，对手中不乏实力很强的球队，

状态不错。 球队主要是上半程成绩

太差，导致目前积分不理想。 另外球

队客场成绩差， 属于典型的主场龙

客场虫的球队。

周二003 �布莱克浦VS雷丁

更多赛事信息关注《信息时报》彩票公

众号“金狮好运”！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

未有指数。 2019/2020 英足总杯第三

轮重赛， 纽卡斯尔联主场迎战罗奇

代尔。

主队情报：

凭借刚刚伤愈复出

的阿尔米隆的进球， 纽卡斯尔联

在上周末英超客场 1:1 艰难战平狼

队， 该队本来就人员短缺， 上轮英

超不到半场前锋盖尔和杜米特就

先后受伤被换下， 加上后卫舍尔、

中场谢尔维、 寄诚庸和前锋武藤

加纪等， 球队目前伤兵接近可以组

成一支完整球队， 布鲁斯表示在他

的执教生涯从未经历过这么严重

的伤病潮。 纽卡斯尔在英超前景

略显渺茫， 不过球队近期成绩有

所起色， 连续 5 轮联赛收获 4 胜 1

平。

客队情报：

罗奇代尔在上轮英

甲主场 2:0 完胜博尔顿，取得联赛两

连胜。 该队近年在足总杯客场战绩

彪炳，不仅对阵低级别球队如此，即

便作为不被看好的一方出现的 6 场

比赛，他们也只是输过 1 场，适逢纽

卡伤兵满营，此战或许会有意外。 上

场面对纽卡斯尔时， 罗奇代尔在落

后三球的情况下将比分扳平， 表现

出了十足的韧性。

周二005 �纽卡斯尔联VS罗奇代尔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未有

指数。 2019/2020 英足总杯第三轮重

赛， 什鲁斯伯里主场迎战布里斯托尔

城。

主队情报：

什鲁斯近 3 场比赛取

得 2 平 1 负不胜战绩，球队状态糟糕；

什鲁斯是英甲中下游球队， 该队阵容

实力不强，且打法注重防守。 此外，该

队近 21 场各项赛事有 9 场零封，对手

从英超到英乙各个层次的都有， 因此

其实力还是不错的。 但是，什鲁斯近期

战绩不佳， 近 5 场比赛取得 3 平 2 负

不胜战绩，其中 1 场还被对手零封，对

手各个层次的都有， 状态上并不是很

好。 值得一提的是， 该队近期平局偏

多， 近 20 场各项赛事就有 8 场打平，

该队需要注意防平。

客队情报：

布城近 3 场比赛取得 1

胜 1 平 1 负，球队状态一般。 近 8 场比

赛就有 5 场败局， 且对手各个层次的

都有该队状态并不好， 且其中败局就

有 3 场被对手零封，锋无力现象明显。

而该队历史打足总杯成绩糟糕，自

2010 年以来， 球队最好的成绩也就止

步第 5 轮，晋级能力其实偏差。 什鲁斯

是英甲级的球队， 而相反布城是英冠

级的球队， 因此后者阵容实力上要强

于对手太多。

周二006 什鲁斯伯里VS布里斯托尔城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未

有指数。 2019/2020 英足总杯第三轮

重赛， 考文垂主场迎战布里斯托尔流

浪。

主队情报：

考文垂近期的比赛成

绩不错，近 5 场正赛连续不败，而且进

攻端 5 场一共轰进 12 球， 效率惊人。

球队本赛季主强客弱明显， 开局各项

赛事至今球队一共输 5 场， 其中主场

只占 1 场，对手中不乏实力型球队。 考

文垂近期的比赛平局偏多，近 20 场各

项赛事 9 场打出平局，概率近半，其中

不乏 0:0。 历史打足总杯次数也不少，

但成绩也不好。

客队情报：

布流浪近期状态不佳，

一胜一负已成为常态。 开局各项赛事

至今球队一共打出 11 场平局，其中客

场只占 2 场。 近期成绩不好，近 7 场正

赛连续不胜，其中 5 场还惨遭零封，状

态越打越低迷。 球队打足总杯成绩糟

糕，自 2010 年以来，球队最好的成绩

也就止步第 3 轮，属于典型的酱油队。

双方实力相差无几， 两队历史交锋上

布流浪占据大优势。

周二004 �考文垂VS布里斯托尔流浪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

未有指数。 意大利杯1/8决赛，国米

主场迎战卡利亚里。

主队情报：

国际米兰上周末意甲

主场1:1平亚特兰大，积分被尤文反超

降至意甲第二， 近3个赛季意杯他们

都止步于8强； 卢卡库在联赛中助攻

劳塔罗破门， 本赛季两人在联赛中

已联手贡献24球， 门将汉达诺维奇

扑出对方点球， 在意甲他79次面对

点球扑出24次， 扑救成功率达30%，

俱乐部已基本敲定曼联中场阿什利

扬及切尔西前锋吉鲁的转会， 同时

他们还在追求热刺中场埃尔克森，

在上周末意甲停赛的后卫什克里尼

亚尔本场有可能进入首发阵容。

客队情报：

卡利亚里上周末意

甲主场0:2不敌AC米兰， 遭遇联赛4

连败且单场至少丢掉2球，上赛季打

进意杯第5轮已是他们近期的最好

成绩； 本赛季因伤一直休养的门将

克拉尼奥复出进入上周末意甲大名

单但没有出场， 中场比尔萨和前锋

帕沃莱蒂仍在养伤。

周二008 �国际米兰VS卡利亚里

足球赛事

赛事编号 联赛

�

主队

VS

客队

��

比赛时间

周二001 意大利杯 那不勒斯VS佩鲁贾 01-14�22:00

周二002 意大利杯 拉齐奥VS克雷莫纳 01-15�01:00

周二003 英足总杯 布莱克浦VS雷丁 01-15�03:45

周二004 英足总杯 考文垂VS布里斯托尔流浪 01-15�03:45

周二005 英足总杯 纽卡斯尔联VS罗奇代尔 01-15�03:45

周二006 英足总杯 什鲁斯伯里VS布里斯托尔城 01-15�03:45

周二007 英足总杯 特兰米尔VS沃特福德 01-15�03:45

周二008 意大利杯 国际米兰VS卡利亚里 01-15�03:45

周二009 英足总杯 托特纳姆热刺VS米德尔斯堡 01-15�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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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齐奥主场成绩上佳

今日足球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