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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赛事

联赛 对阵 开赛时间 参考指数

周四001 荷甲 海伦芬VS瓦尔韦克 01-15�01:45�� 1.42�4.25�5.00

周四002 荷甲 特温特VS阿贾克斯 01-15�03:00�� 7.50�5.60�1.21

周四003 西超杯 皇家马德里VS毕尔巴鄂竞技 01-15�04:00�� 1.53�3.60�4.85

周四004 荷甲 威廉二世VS格罗宁根 01-15�04:00�� 2.95�3.1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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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芬VS瓦尔韦克 -1�� 2.28� 3.70� 2.33��

特温特VS阿贾克斯 +1� 3.25� 4.10� 1.70

皇家马德里VS毕尔巴鄂竞技 -1� 2.63� 3.45� 2.13

威廉二世VS格罗宁根 +1�� 1.53� 3.80� 4.50

北单赛事

更多赛事信息关注《信息时报》彩票公众号“金

狮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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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42

4.25 5.00”， 主队让1球“2.28 3.70

2.33”。 荷甲第16轮。

主队情报：

主队最近9场比赛1

胜4平4负， 成绩不太理想。 海伦芬

近5场比赛取得0胜2平3负， 胜率

0%； 近10场比赛取得2胜4平4负，

胜率20%； 近5场主场比赛取得1胜1

平3负， 胜率20%。 海伦芬前锋亨克

维尔曼目前以10球位居射手榜第3，

表现相当出色； 海伦芬目前积20

分， 排名荷甲第8名， 海伦芬目前

已经打进23个联赛进球， 这一数据

比本场对手高出10个。 上轮联赛，

海伦芬主场1:3不敌福图纳， 球队延

续了连败的颓势。 海伦芬虽然近况

不佳， 球队连续多轮不胜， 但整体

排名还是高于瓦尔韦克。

客队情报：

瓦尔韦克近况糟糕，

正处于4连败的颓势中， 士气低迷。

瓦尔韦克连续5场比赛失球，防守端

漏洞百出； 瓦尔韦克本赛季至今仅

仅打进13个联赛进球， 是荷甲攻击

力最差的球队。 双方最近5次交锋，

瓦尔韦克取得1平4负的战绩， 全面

处于下风。 瓦尔韦克近5场比赛取得

1胜0平4负，胜率20%；近10场比赛取

得2胜2平6负，胜率20%；近5场客场

比赛失球数为7球。 球队是目前荷甲

攻击力最差的球队， 且近期处于连

败的颓势中，士气低迷。 两队近期的

状态都不理想， 不过海伦芬交锋往

绩上占据明显优势， 看好主队反

弹。

周四001 �海伦芬VS瓦尔韦克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7.50 5.60

1.21”，主队受让1球“3.25 4.10 1.70”。

荷甲第16轮。

主队情报：

短暂冬歇期归来的首

场比赛，特温特客场4：1大胜目前在荷

甲垫底的埃门， 延续着本赛季荷甲黑

马的本色， 上赛季排名倒数第5的他

们，15轮过后8胜3平4负高居第6，不过

他们最近的主客场失衡也很厉害，客

场4连胜，而主场1平3负，则连续4场不

胜； 他们曾经在12月份的交锋中客场

爆冷击败过阿贾克斯，而过去7次主场

1胜5平1负也不落下风，球队目前人员

齐整，无伤停困扰。 特温特近5场比赛

取得3胜0平2负，胜率60%；

特温特近5场比赛一共打入9球，

近5场主场比赛取得1胜1平3负， 胜率

20%；近5场主场比赛一共打入7球。

客队情报：

阿贾克斯上周末主场

2：2战平死敌埃因霍温，连续两轮战平

后继续以1分优势力压后者领跑；本月

从西汉姆联加盟的中锋阿莱上轮替补

出场完成首秀， 边锋内雷斯和前锋拉

斯纳特劳雷有伤， 其中前者相对更有

机会复出。 阿贾克斯最近2场比赛未能

取胜，状态相较之前有所下滑；阿贾克

斯自12月中旬在主场4：0击败泽沃勒

之后，球队场场被对手洞穿球门，后防

线并不能令人放心。 阿贾克斯近5场比

赛取得3胜2平0负，胜率60%；近5场比

赛一共打入16球，近5场客场比赛取得

3胜1平1负，胜率60%；近5场客场比赛

一共打入13球。 阿贾克斯近期后防线

状态一般，防平局。

周四002 �特温特VS阿贾克斯

皇马明显占上风，可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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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2.95 3.13

2.08”，主队受让1球“1.53 3.80 4.50”。

荷甲第16轮。

主队情报：

威廉二世上轮联赛在客

场1：2负于芬洛，近6战1平5负，球队状态

十分低迷；威廉二世近10场主场比赛取

得2胜2平6负，胜率仅为20%，主战能力

不佳；近10场比赛失球数为24球，后防

线防守能力可谓漏洞百出。 威廉二世本

赛季主场战绩居积分榜第15位，进球10

个，失球15个；威廉二世近10场主场比

赛一共打入11球； 近5场比赛失球数为

13球。 威廉二世近况十分低迷，近期6场

赛事1平5负难求一胜，在积分榜上也来

到排名倒数第二的位置，而从球队的表

现来看，并没有反弹的势头。

客队情报：

格罗宁根面对近况糟

糕的威廉二世， 抢分欲望自然不在话

下，战意毋庸置疑。 格罗宁根近10场客

场比赛一共打入16球， 客战进攻能力

还是值得肯定。 格罗宁根上轮赛事在

客场2球领先的情况下，被乌得勒支2：

2逼平，球队只能遗憾收获一分，对整

体士气略有打击。 双方总共在荷甲有

33次交锋， 格罗宁根14胜7平12负，往

绩优势并不明显。 格罗宁根近10场比

赛一共打入14球， 近10场客场比赛失

球数为14球； 格罗宁根本赛季客场战

绩居积分榜第7位，进球12个，失球11

个。 客队格罗宁根虽然上轮赛事在两

球领先的大好局面下被对手逼平，遗

憾的只能带走一分， 但球队目前处在

积分榜中上游的位置， 整体实力跟表

现还是要优于威廉二世， 相信此役他

们不会放过这样全取3分的好机会，看

好客队取胜。

周四004 �威廉二世VS格罗宁根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53

3.60 4.85”， 主队让1球“2.63 3.45

2.13”。 西超杯比赛。

主队情报：

皇家马德里也是改

制后的西超杯的首个冠军， 本届将

为卫冕而战， 而这次的比赛被安排

在了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大区

进行。上周末联赛面对奥萨苏纳，皇

马在漫天大雪中被对手逼平，近3轮

仅拿到1胜2平的他们，在多赛3场的

情况下，还落后领头羊马德里竞技1

分，右后卫卡瓦哈尔上周末受伤，但

应该可以赶得及这场比赛， 如果不

行，巴斯克斯将是替代者首选；加盟

以来俨然已经成为“玻璃人”的中场

阿扎尔已经康复， 是否首发出战则

要看齐达内的选择了。 皇家马德里

目前状态正佳，近期已连续9场比赛

保持不败，期间胜率接近8成。 皇马

目前处于主场5连胜之中，主场攻守

能力俱佳，他们已连续9个主场取得

进球，而且多达8场比赛单场进球数

超过1球，防守端，近5个主场也只丢

1球。皇马近17次主场对阵毕尔巴鄂

竞技，取得15胜2平的优势战绩。

客队情报：

“巴斯克雄狮” 毕尔

巴鄂竞技上轮客场与马竞的比赛，

则因天气原因飞机无法降落被迫返

航而临时推迟； 主力左后卫尤里贝

尔奇切目前肌肉有伤， 是否出场要

到临场方可确定； 中卫耶莱阿尔瓦

雷斯刚刚伤愈恢复训练， 乌奈努涅

斯有可能会继续顶替他首发。 毕尔

巴鄂竞技最近表现一般， 近4场比

赛输足2场， 仅得1胜； 毕尔巴鄂竞

技不擅客战， 他们已连续7个西甲

客场不胜， 期间输足4场； 毕尔巴

鄂竞技客场防守端错漏百出， 已连

续10个正赛客场丢球。 毕尔巴鄂竞

技近5场比赛取得2胜1平2负， 胜率

40%； 毕尔巴鄂竞技近5场比赛一

共打入6球， 毕尔巴鄂竞技近5场比

赛失球数为5球。 本场比赛皇马无

论在实力、 近况， 还是交锋往绩上

都占据上风， 毕尔巴鄂竞技要想逆

转难度很大。

周四003 �皇家马德里VS毕尔巴鄂竞技

竞彩受注赛程

主队情报：

亚特兰大目前状态

正佳， 他们已连续9场比赛保持不

败；亚特兰大在主场表现强势，近期

已勇夺主场4连胜；亚特兰大主场进

攻端火力全开，近4个主场共打进15

球。 亚特兰大上赛季止步于意大利

杯第5轮； 近5场比赛取得4胜1平0

负，胜率80%；亚特兰大近5场比赛

一共打入18球，亚特兰大近5场比赛

失球数为5球。亚特兰大最近的表现

真的是很棒， 特别是在主场有超神

发挥， 他们最近豪取主场4连胜，而

且强大的进攻让客队都完全无法招

架， 何况本场比赛客队卡利亚里后

防形同虚设，此役主队可高看一线。

客队情报：

卡利亚里目前状态

低迷，近期刚刚惨遭4连败；卡利亚

里客战表现低迷，近期已连续6个客

场不胜，其中输足4场。 卡利亚里客

场比赛，后防形同虚设，近12个客场

仅有1场能够零封对手， 期间多达8

场比赛单场失球数超过1球； 卡利

亚里近4次客战亚特兰大， 成绩也

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优势。 卡利亚

里上赛季止步于意大利杯第5轮，

卡利亚里近5场比赛取得0胜1平4

负， 胜率0%； 卡利亚里近5场比赛

一共打入5球， 近5场比赛失球数为

11球。 卡利亚里目前联赛上已经下

滑至保级集团了， 目前为了保级苦

苦挣扎， 球队对杯赛应该也没有太

大战意。 本场比赛北单开出了主队

让2球的指数， 目前这一指数对主

队更有信心。

意大利杯 亚特兰大VS卡利亚里

北单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