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球赛事

赛事编号 联赛

�

主队

VS

客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一001 荷乙 阿贾克斯青年队VS多德勒支 01-21�03:00��2.90��3.25��2.05

周一002 荷乙 乌德勒支青年队VS罗达JC �����01-21�03:00��2.18��3.65��2.34

周一003 意甲 亚特兰大VS费拉拉SPAL �����01-21�03:45��1.12��6.25�11.00

周一004 英冠 西布罗姆维奇VS斯托克城 01-21�04:00��1.68��3.35��4.00

赛事编号 联赛

�

客队

VS

主队 比赛时间

周一301 美职篮 底特律活塞 VS�华盛顿奇才 01-21�03:00

周一302 美职篮 多伦多猛龙 VS�亚特兰大老鹰 01-21�03:30

周一303 美职篮 费城76人 VS�布鲁克林篮网 01-21�04:00

周一304 美职篮 奥兰多魔术 VS�夏洛特黄蜂 01-21�06:00

周一305 美职篮 纽约尼克斯 VS�克利夫兰骑士 01-21�06:00

周一306 美职篮 新奥尔良鹈鹕 VS�孟菲斯灰熊 01-21�06:00

周一307 美职篮 萨克拉门托国王 VS�迈阿密热火 01-21�06:00

周一308 美职篮 芝加哥公牛 VS�密尔沃基雄鹿 01-21�06:00

周一309 美职篮 洛杉矶湖人 VS�波士顿凯尔特人 01-21�08:30

周一310 美职篮 丹佛掘金 VS�明尼苏达森林狼 01-21�09:00

周一311 美职篮 圣安东尼奥马刺 VS�菲尼克斯太阳 01-21�10:00

周一312 美职篮 印第安那步行者 VS�犹他爵士 01-21�10:00

周一313 美职篮 金州勇士 VS�波特兰开拓者 01-21�11:00

篮球赛事

让球胜平负

主队

VS

客队 让球

��

胜 平

�

负

阿贾克斯青年队VS多德勒支 -2�� 1.78� 4.25� 2.84

乌德勒支青年队VS罗达JC��� -1� 4.20� 4.25� 1.48

亚特兰大VS费拉拉SPAL��� -2�� 2.29� 4.05� 2.15

西布罗姆维奇VS斯托克城 -1�� 3.22� 3.40�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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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2.90

3.25 2.05”， 让球盘主让 2球“1.78

4.25 2.84”。荷乙常规赛第22轮比赛，

阿贾克斯青年队主场迎战多德勒

支。

主队情报：

阿贾克斯青年队在

冬歇期之前豪取一波联赛4连胜，并

且有3场零封对手， 状态热得发烫。

但是冬歇期归来首场比赛， 球队就

遭遇当头一棒，客场0：0被埃因霍温

青年队逼平，仅仅拿到1分。 好在球

队最近8轮联赛仍然能够保持不败，

状态相对稳定。 目前荷乙联赛战罢

21轮，阿贾克斯青年队取得13胜4平

4负，打进54球，失掉26球，积43分排

名联赛第2位，本场比赛如果能够拿

下3分将登上榜首位置。 值得一提的

是，球队的攻击力一向出众，最近防

守表现也是越来越好。 阵容方面，前

锋皮纳达斯上轮联赛替补上阵被红

牌罚下，此役被罚停赛。

客队情报：

多德勒支在冬歇期

之前5轮联赛输掉了4场， 状态相当

低迷。 而冬歇期归来首场比赛，球队

就爆出了一个冷门， 主场1：1战平

SBV精英，算是终结了颓势。 但需要

注意的是，球队防守极差，过去的21

轮联赛中只有2场能够保持不失球，

如今已经失掉了52球， 是联赛失球

数最多的球队， 也是唯一一支失球

数超过50球的球队。 目前荷乙联赛

战罢21轮， 多德勒支取得2胜6平13

负，打进26球，失掉52球，积12分排

名联赛垫底，深陷降级区难以自拔。

值得一提的是， 球队本赛季客场仅

有1胜， 几乎没有太大的竞争能力。

两队最近六场比赛交锋记录， 阿贾

克斯青年队取得5胜1平占据上风。

周一001 阿贾克斯青年队VS多德勒支

亚特兰大或小胜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2.18 3.65

2.34”， 让球盘主让 2 球“4.20 4.25

1.48”。 荷乙常规赛第 22 轮比赛，乌德

勒支青年队主场迎战罗达 JC 。

主队情报：

乌德勒支青年队在冬

歇期之前的状态不温不火， 虽然败仗

不多，但胜场也是屈指可数。 而新年的

首场比赛， 乌德勒支青年队客场挑战

强敌格拉夫夏普， 在先入 1 球的情况

下被对手 2：1 逆转击败，无缘拿分。 经

过短暂冬歇期的调整， 乌德勒支青年

队的状态依旧没有太大的改观。 目前

荷乙联赛战罢 21 轮，乌德勒支青年队

取得 7 胜 7 平 7 负，打进 31 球，失掉

32 球，积 28 分排名联赛第 12 位，在 4

支青年队当中仅次于强大的阿贾克斯

青年队。 值得一提的是，乌德勒支青年

队的主场战绩十分惊艳， 目前主场仅

有 1 场败仗， 其余 9 战录得 5 胜 4 平

保持不败，主场气势强大。

客队情报：

罗达JC在冬歇期之前

连续8轮联赛未尝胜绩， 毫无状态可

言。 本以为经过冬歇期的调整，球队的

状态能有所改观，然而新年首战，球队

在主场2:2战平马斯特里赫特， 依旧是

一胜难求， 唯一值得称赞的地方是球

队落后2球也没有放弃比赛，拼搏精神

值得夸奖。 目前荷乙联赛战罢21轮，罗

达JC取得4胜9平8负，打进26球，失掉

34球，积21分排名联赛第15位。 值得一

提的是，罗达JC本赛季进攻力疲软，但

头号射手埃克乌戈博上轮联赛打入1

球，打破了长达4轮的进球荒，状态开

始复苏。 两队最近三场比赛交锋记录，

乌德勒支青年队取得1胜2负处于下

风。 罗达JC上轮对阵马斯特里赫特，球

队凭借临完场前2分钟内连扳两球，新

年首战主场在落后两球的情况下最终

以2比2惊险战平马斯特里赫特， 联赛

依然处于不胜状态，需要留意的是，罗

达JC本赛季攻击力甚至疲软， 迄今场

均入球只有1.24球，在荷乙处于倒数之

列， 本次想要在乌德勒支青年队身上

取分恐怕不易。

周一002 �乌德勒支青年队VS罗达JC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12

6.25 11.00”， 让球盘主让2球“2.29

4.05 2.15”。意甲第20轮比赛，亚特兰

大主场迎战费拉拉SPAL。

主队情报：

本赛季的亚特兰大

成绩还是比较稳定的，目前以10胜5

平4负的表现，积35分，排名第4位，

球队还处于欧冠参赛区域。 最近9场

比赛，亚特兰大6胜1平2负。 最近3轮

联赛，亚特兰大2胜1平，一共打进了

11个进球， 其中主场连续以5:0大胜

了对手AC米兰和帕尔马，上一轮联

赛， 亚特兰大客场和目前排名第二

名的国米战成了平局， 这场平局也

是非常宝贵， 客观上狙击了国米追

赶尤文的步伐， 帮助斑马军团继续

稳居榜首。 上周中的意大利杯赛，亚

特兰大作客1：2负于佛罗伦萨被淘

汰出局， 这样的表现也算是意料中

的事。 在欧冠晋级淘汰赛后，亚特兰

大没有必要为了杯赛， 消耗球队的

精力。 这是球队的战略放弃，可以把

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意甲联赛上。 这

次主场面对弱旅费拉拉， 全力以赴

为了联赛的亚特兰大肯定不会放过

全取3分的好机会。

客队情报：

费拉拉是联赛的副班

长，球队目前3胜3平13负，仅仅积12

分，排名联赛第20位，打进12球失29

球，球队攻守失衡比较严重，在最近6

轮联赛，费拉拉输了其中5场之多。 虽

然和前面的布雷西亚、热那亚仅仅相

差2分，但是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费

拉拉几乎是很难保级的球队了。 最近

9场比赛，仅仅2胜，其余1平6负，最近5

轮意甲联赛， 费拉拉仅仅战胜了都

灵， 其余4轮联赛全部告负，2个主场

也输球，上周中的意大利杯赛，费拉

拉也是客场3球不敌AC米兰，大比分

失利更是雪上加霜。 这两支球队实力

有明显差距， 不过在费拉拉升以来5

次对阵亚特兰大的成绩为1胜2平2

负，但从没有输球达到2球以上，本场

亚特兰大指数开出2球， 这个指数对

于亚特兰大来说恐怕是太乐观，本场

可重心费拉拉不会输2球以上。

周一003 亚特兰大VS费拉拉SPAL

更多赛事信息关注《信息时报》彩票公

众号“金狮好运”！

今日受注赛程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68

3.35 4.00”， 让球盘主让 1 球“3.22

3.40 1.84”。 英冠第 28 轮比赛，西布

罗主场迎战斯托克城。

主队情报：

北京时间周二凌晨，

英冠联赛将进行本轮最后一战，西

布罗本赛季发挥不错，联赛 27 轮过

后积 53 分，排在榜首，赛季至今仅

有 2 场失利，为联赛最少，而他们的

总进球数是联赛最多， 是本赛季夺

冠升超的最大热门之一， 但需要注

意的是， 西布罗自从进入圣诞快车

后，球队表现有所下滑，特别是防守

端，最近 4 次比分领先下，他们有 3

场最终与对手战平， 此役即使对阵

斯托克城也绝对不能大意。 球队最

近 9 场比赛，3 胜 5 平 1 负， 最近 3

轮英冠联赛，西布罗 1 负 2 平，主场

输给了目前排名中下游的米堡，爆

出大冷；随后又主场 1:1 平了第二名

利兹联，客场 2:2 平了中下游球队查

尔顿，连续失分，状态出现了明显的

下滑。 之前的足总杯比赛上，球队总

算一球小胜查尔顿，赢得了胜利，否

则真得很难向球迷交代。 目前第二

名利兹联比自己仅仅少了 1 分，西

布罗必须扭转下滑局势。

客队情报：

斯托克城本赛季迎

来降级危机， 现时他们排在积分榜

倒数第 4 位，仅领先降级区 1 分，目

前积 25 分， 比垫底的卢顿多 4 分，

比倒数第 3 位的巴恩斯利就多了 1

分。 虽然降级区的巴恩斯利本轮失

分，但斯托克城本场对手是西布罗，

球队想要取分同样不易， 此役走访

山楂球场，斯托克城恐怕凶多吉少。

斯托克城最近 9 场比赛，3 胜 2 平 4

负，还好最近 2 轮联赛 1 胜 1 平，保

级的压力面前， 球队似乎有了一些

反弹。 鉴于西布罗近期表现低迷，不

排除本场比赛看好斯托克城全身而

退。

周一004 �西布罗姆维奇VS斯托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