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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特VS帕德博恩 -1�� 3.80� 3.75� 1.64

柏林联合VS勒沃库森 +1�� 1.66� 3.65� 3.80

拉齐奥VS罗马 +1�� 1.53� 4.05� 4.20

帕尔梅拉斯VS格雷米奥 -1�� 5.60� 3.75� 1.44

维尔茨堡踢球者VS不伦瑞克 -1�� 4.65� 3.95� 1.49

联赛 对阵 开赛时间 参考指数

周五001 德乙 菲尔特VS帕德博恩 01-16�01:30�� 1.93�3.55�2.95

周五002 德甲 柏林联合VS勒沃库森 01-16�03:30�� 3.20�3.30�1.92

周五003 意甲 拉齐奥VS罗马 01-16�03:45�� 2.65�3.45�2.12

周五004 法甲 蒙彼利埃VS摩纳哥 01-16�04:00��

周五005 巴甲 帕尔梅拉斯VS格雷米奥 01-16�08:30�� 2.29�2.90�2.80

周五006 德乙 维尔茨堡踢球者VS不伦瑞克 01-16�01:30�� 2.17�3.32�2.65

足球赛事

周五006 �维尔茨堡踢球者VS不伦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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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IMES

竞彩专版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1.93

3.55 2.95”， 主队让1球“3.80 3.75

1.64”。 德乙第16轮。

主队情报：

菲尔特本赛季表现

不错，近11场德乙联赛，球队赢下

了其中的8场，状态非常神勇。菲尔

特上个联赛主场，2：1小胜圣保利，

结束此前主场2连败， 士气得到鼓

舞。 不过上一轮联赛，菲尔特客场

遗憾地输给了卡斯鲁厄。菲尔特近

5场比赛取得2胜1平2负，胜率40%；

菲尔特近5场主场比赛取得3胜0平

2负，胜率60%；菲尔特近10场主场

比赛失球数为14球。 菲尔特近18个

联赛主场，仅4场零封对手，主场防

守表现很一般；两队近10次交锋记

录，菲尔特5胜3平2负，往绩较占上

风。

客队情报：

帕德博恩近7场德

乙联赛，仅获2胜，状态发挥一般；

帕德博恩本赛季近8个联赛客场仅

拿下2场胜利，客场士气低迷；帕德

博恩近7场德乙有6场遭遇失球，防

守能力欠佳。 帕德博恩近5场比赛

取得3胜1平1负，胜率60%；近5场客

场比赛取得2胜0平3负， 胜率40%；

近10场客场比赛失球数为10球。 本

场比赛开始前， 菲尔特积27分，名

列第4名；客队则积21分，名列第11

名，很明显，主队排名领先客队帕

德博恩7个身位， 心理层面上自然

优势明显。 综合两队近况和相关数

据分析，本场比赛看好菲尔特主场

告捷。

周五001 �菲尔特VS帕德博恩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2.65

3.45 2.12”，主队受让1球“1.53 4.05

4.20”。 意甲第18轮。

主队情报：

新年开始的3轮联

赛，拉齐奥2胜1平拿到7分，近两轮

连胜佛罗伦萨和帕尔马；头号射手

因莫比莱上轮结束连续5轮进球的

势头， 射手榜上以11球位居C罗和

卢卡库之后。 拉齐奥近5场比赛一

共打入9球，进攻端发挥稳健。 拉齐

奥主场比赛， 最近4次交锋2胜2平

不败。 拉齐奥近6个主场赛事取得3

胜2平1负，球队主战状态尚可。 拉

齐奥近10场比赛取得4胜4平2负，胜

率40%；近10场比赛一共打入16球；

近10场比赛失球数为12球。 两队近

5场交锋，拉齐奥取得1胜3平1负，双

方平分秋色。

客队情报：

罗马上轮逼平国米

2：2，洛伦佐佩莱格里尼和小曼奇尼

为球队建功，但丰塞卡执教下，依旧

没能走出对战强队难胜的怪圈，此

前他带队两度出战德比， 皆与拉齐

奥战平1：1；中场核心姆希塔良本季

17场意甲贡献8球8助， 近期将和球

队商量续约。罗马目前排名联赛第3

名，球队仍需抢分巩固排名优势，战

意十足；罗马近5场比赛一共打入10

球，失球数为9球，攻防两端发挥失

衡。 罗马近10场比赛取得6胜2平2

负，胜率60%；近10场比赛一共打入

22球；近10场比赛失球数为15球。罗

马近期客战状态有所起伏， 本场客

场恐怕难有胜机，看好拉齐奥不败。

周五003 拉齐奥VS罗马

周五002 �柏林联合VS勒沃库森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3.20 3.30

1.92”，主队受让1球“1.66 3.65 3.80”。

德甲第16轮。

主队情报：

上周末主场面对沃尔

夫斯堡， 柏林联合未能把握领先且多

打一人的优势， 最终只收获2：2平局，

前锋舍拉尔多贝克新年后两战都有进

球， 而他之前12次出场也只打入1球，

主力中场安德里奇也攻入个人一个半

月来的首球； 上轮停赛的中场普罗梅

尔解禁复出，伤兵群中，中场老将根特

纳有可能复出，前锋博扬帕洛、中场克

鲁泽和后卫施罗特贝克都得继续缺

席。 柏林联合近5场德甲取得2胜3平，

球队未尝败绩状态火热；近5场比赛一

共打入10球，失球数为8球，攻防两端

发挥失衡；两队近4次交手，柏林联全

部落败，往绩并不占优。

客队情报：

勒沃库森上周末联赛

主场爆冷被云达不来梅逼平， 新年后

联赛两战皆不胜； 不过， 周中德国杯

他们主场4： 1逆转大胜法兰克福， 边

锋穆萨迪亚比梅开二度， 伤愈复出的

前锋阿拉里奥终结4场球荒， 他目前

得重新向主力位置发起挑战； 众多伤

兵中， 斯文本德是唯一有机会复出

的， 前锋保利尼奥和贝拉拉比、 后卫

辛克赫拉芬等人都将继续缺席。 勒沃

库森近5场比赛一共打入11球， 场均

进球超过2球， 进攻端发挥稳健； 勒

沃库森本赛季主要依靠客场拿分， 本

赛季8个联赛客场取得5胜2平1负， 客

场积分要多于多特和拜仁。 勒沃库森

近10场比赛取得6胜2平2负， 胜率

60%。 勒沃库森目前的客场积分还是

不错的， 看好客队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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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甲大战捧拉齐奥不败

竞彩受注赛程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

未开出指数。

主队情报：

蒙彼利埃上轮主场

1： 1被南特逼平， 本赛季首次遭遇

5轮不胜； 35岁的后防老将孔格雷

完成代表球队第300次出场， 中场

费里上轮比赛中受伤， 将无缘本轮

比赛， 后卫佩德罗门德斯养伤， 中

场萨瓦尼耶和马维迪迪此前都因新

冠处于隔离中。 蒙彼利埃近4个主

场全部不胜， 球队主战状态不佳；

近5场比赛一共打入6球， 失球数为

11球， 攻防两端发挥失衡； 两队近

5场交锋， 蒙彼利埃取得2胜2平1

负， 往绩占优。 蒙彼利埃近10场比

赛取得4胜2平4负， 胜率40%； 近10

场比赛一共打入17球， 近10场比赛

失球数为19球。

客队情报：

摩纳哥在新年回归

后的两轮比赛中取得连胜， 并且一

共打入8球， 球队排名也上升到第4

位； 后卫马里潘在新年后的两轮比

赛中都取得进球， 德国前锋沃兰更

是连续4轮进球； 主教练科瓦奇称

赞球队上轮3： 0击败昂热是本赛季

以来表现最好的一场； 队内两名伤

兵是中场法布雷加斯和门将勒肯

特。 本场比赛也是法甲的“地中海

德比”， 蒙彼利埃近些年主场对摩

纳哥1胜5平7负处于明显劣势， 主

场唯一胜仗发生在上赛季。 摩纳哥

近4场比赛取得3胜1平， 近期球队

状态不俗； 近5场比赛一共打入11

球， 进攻端发挥稳健。 摩纳哥近10

场比赛， 取得6胜 1平3负， 胜率

60%； 近10场比赛一共打入21球，

失球数为14球。 摩纳哥状态不俗，

看好客胜。

周五004 �蒙彼利埃VS摩纳哥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2.17

3.32 2.65” ， 主队让 1球“4.65 3.95

1.49”。 德乙第16轮。

主队情报：

维尔茨堡踢球者上场

德乙联赛， 客场3： 2险胜奥斯纳布鲁

克， 结束此前联赛6轮不胜， 士气有

所提升。 维尔茨堡踢球者本赛季近8

个联赛主场， 仅获1胜， 主场发挥一

般。

维尔茨堡踢球者近15场德乙均有

丢球， 防守能力低下； 踢球者近5场

比赛取得1胜1平3负， 胜率20%。 维尔

茨堡踢球者近5场主场比赛， 取得了1

胜1平3负， 胜率20%。 维尔茨堡踢球

者近10场主场比赛失球数为24球。 双

方有过8次交手记录， 维尔茨堡踢球

者1胜4平3负， 不占上风。 维尔茨堡

踢球者上场联赛， 艰难拿下了对手，

结束了此前联赛不胜， 士气大振。 虽

然近期状态不理想， 但本场坐镇主场

优势。 主队目前积8分， 排名积分榜

垫底， 客队目前积13分， 名列倒数第

三， 所以说这是一场难兄难弟之间的

比赛。 尽管双方最近的状态都很低

迷， 但相对来说， 还是更看好维尔茨

堡踢球者， 在主场有望拿下状态更差

的不伦瑞克。

客队情报：

不伦瑞克近15场德乙

仅获3胜， 发挥糟糕。 不伦瑞克本赛

季近7个联赛客场遭遇不胜， 客场表

现非常低迷。 不伦瑞克近15场联赛仅2

场能零封对手， 防守形同虚设。 不伦

瑞克近5场比赛取得0胜2平3负， 胜率

0%。 不伦瑞克近5场客场比赛取得0胜

2平3负， 胜率0%； 不伦瑞克近10场客

场比赛失球数为23球。 不伦瑞克近况

非常低迷， 球队近7个德乙客场未尝

胜绩， 不擅客战的他们此役凶多吉

少。 本场比赛看好维尔茨堡踢球者主

场拿下不伦瑞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