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赛 对阵 开赛时间 参考指数

周三001 日职 川崎前锋VS大阪樱花 03-03�17:00����1.27�5.00�6.60

周三002 日联杯 福冈黄蜂VS札幌冈萨多 03-03�17:00����3.25�3.45�1.85 �

周三003 日联杯 东京FCVS德岛漩涡 03-03�17:00����1.72�3.35�3.85

周三004 日联杯 柏太阳神VS横滨FC 03-03�17:00����1.55�3.80�4.35 �

周三005 日联杯 横滨水手VS仙台七夕 03-03�17:00����1.41�4.55�4.80

周三006 日职 名古屋鲸八VS大阪钢巴 03-03�18:00����1.92�3.40�3.10 �

周三007 日联杯 鹿岛鹿角VS鸟栖沙岩 03-03�18:00����1.51�3.75�4.75

周三008 日联杯 广岛三箭VS清水鼓动 03-03�18:00����1.59�3.85�4.00 �

周三009 英冠 诺维奇VS布伦特福德 03-04�01:30����1.98�3.22�3.10 �

周三010 意甲 萨索洛VS那不勒斯 03-04�01:30����3.20�3.50�1.85 �

周三011 英超 伯恩利VS莱切斯特城 03-04�02:00����3.65�3.10�1.85

周三012 英超 谢菲尔德联VS阿斯顿维拉 03-04�02:00����3.22�3.10�1.98

周三013 法甲 圣埃蒂安VS朗斯 03-04�02:00���

周三014 法甲 尼斯VS尼姆 03-04�02:00

周三015 法甲 里昂VS雷恩 03-04�02:00

周三016 英冠 沃特福德VS威科姆 03-04�03:00����1.23�4.80�8.50

周三017 英冠 布里斯托尔城VS伯恩茅斯 03-04�03:45����4.40�3.45�1.61

周三018 德国杯 莱比锡红牛VS沃尔夫斯堡 03-04�03:45���

周三019 意甲 佛罗伦萨VS罗马 03-04�03:45����3.35�3.45�1.82 �

周三020 意甲 亚特兰大VS克罗托内 03-04�03:45��� � �

周三021 意甲 贝内文托VS维罗纳 03-04�03:45����2.85�3.2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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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1.27

5.00 6.60”， 主队让1球“1.88 3.80

2.90”。 日职联赛第11轮。

主队情报：

川崎前锋上赛季的

表现十分火爆， 收获联赛和天皇杯

双料冠军。 而新赛季球队的状态依

然火热，季前的日超杯上，球队击败

了大阪钢巴获得赛季首冠， 联赛揭

幕战主场2：0赢下横滨水手，顺利取

得开门红。 由于要备战亚冠赛事，联

赛第11轮的比赛被提前至周三进

行， 球队基本适应了一周双赛的节

奏，体能方面不需要担忧。

客队情报：

大阪樱花新赛季的揭

幕战，坐镇主场迎战柏太阳神，2：0完

胜对手取得开门红。 最近几个赛季，

大阪樱花在主帅洛蒂诺的带领下成

为了联赛防守最稳健的球队之一，不

过本赛季球队的主帅更换为库尔皮，

好在其曾4次执教大阪樱花， 不需要

适应过程。 球队新赛季变化很大，引

进了不少新人。

周三001 川崎前锋VS大阪樱花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3.20

3.50 1.85” ， 主队受让 1球“1.72

3.70 3.50”。 意甲第25轮。

主队情报：

萨索洛在上轮长达

60分钟多打一人的情况下， 最终只

是1： 1战平博洛尼亚， 他们除了赛

季初前3轮， 已长达半年时间没有

尝过连胜滋味。 连意大利杯在内，

萨索洛最近4个主场仅取得2平2负；

2021年以来主场只战胜过热那亚。

中场保尔比亚和边锋博加因伤倦

勤； 基里凯什病愈复出， 此战有望

首发对阵老东家。

客队情报：

那不勒斯在上轮主

场2： 0完胜贝内文托， 各项赛事取

得两连胜， 其中主场3连胜， 不过

在客场他们却遭遇了5连败。 后卫

库利巴利两黄一红被罚下， 周中停

赛。 锋线上洛萨诺和奥西姆亨还在

养伤， 因西涅和默滕斯将连续首

发。 另外中后卫马诺拉斯也伤缺。

球队目前积43分列第六位， 只要提

高客场成绩， 挤进前四也还是大有

希望的。

周三010 萨索洛VS那不勒斯

周三006 名古屋鲸八VS大阪钢巴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1.92 3.40

3.10”，主队让1球“4.05 3.60 1.63”。 日

职联赛第11轮。

主队情报：

名古屋鲸八新赛季首

战，客场挑战升班马福冈黄蜂，凭借外

援马特乌斯的梅开二度，球队反客为主

2：1顺利取得开门红。 从上赛季的表现

上看，名古屋鲸八进攻能力一般，仅仅

排名联赛中游，不过在主帅菲卡登蒂的

执教下， 球队的防守功力突飞猛进，成

为了联赛防守最好的球队。 在阵容方

面，多名轮换球员离队，但影响不大。

客队情报：

大阪钢巴上赛季在联

赛和天皇杯赛场收获2个亚军，表现是

值得肯定的。 而在新赛季伊始，球队似

乎突然断电，先是日超杯2：3不敌川崎

前锋丢掉冠军，联赛揭幕战客场0：1不

敌神户胜利船，遭遇了2连败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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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杯巴萨逆转难度大

竞彩受注赛程

（部分）

周三025 巴塞罗那VS塞维利亚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未

开出指数。 国王杯赛事。

主队情报：

这是一场背靠背比赛，

双方在上周末的联赛才刚刚有过一次

交手， 巴塞罗那凭借梅西在客场贡献

传射，2：0完胜塞维利亚。 不过在3周前

的西班牙国王杯半决赛首回合比赛

中，塞维利亚在主场以相同的2：0比分

击败了巴萨， 巴萨要逆转要净胜3球。

球队目前伤兵比较多， 佩德里和阿劳

霍在上轮先后伤退，另外后卫罗贝托、

中场皮亚尼奇、 库蒂尼奥和边锋法蒂

都还在养伤。

客队情报：

塞维利亚在2月中旬之

前， 一度取得了各项赛事8连胜佳绩，

但最近3场输了两场。 中场奥坎波斯和

后卫阿库纳伤缺。 考虑到上周末完败，

主帅洛佩特吉或许会寻求变阵。 由于

第一回合优势比较明显， 球队即使小

负照样晋级。

赛事信 息 ：

竞彩胜平负“7.00

4.20 1.32”， 主队受让1球“2.70 3.40

2.11”。 英超第29轮。

主队情报：

水晶宫在上周末英超

主场0：0战平富勒姆，这是他们在2021

年的第二场平局，近5场比赛首次零封

对手，但也连续两个主场未能取得入

球。 水晶宫目前伤兵不少，后卫萨科、

汤姆金斯、弗格森、中场麦克阿瑟、施

鲁普和前锋扎哈都有伤在身。

客队情报：

曼联在上轮客场0：0

战平切尔西，连欧罗巴联赛在内连续

两场都是打出0：0比分。 红魔已经连

续9场不败，在英超排名第2，不过他

们落后榜首的曼城12分，而身后的莱

切斯特城只落后曼联1分。 后卫菲尔

琼斯和前锋卡瓦尼伤缺。 双方最近20

次交锋水晶宫只赢过2场，其中主场9

次对阵曼联3平6负未尝胜绩，红魔优

势非常明显。

周三029 水晶宫VS曼彻斯特联

周三013 圣埃蒂安VS朗斯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未

开出指数。 法甲第28轮。

主队情报：

上轮联赛，圣埃蒂安1：

2不敌洛里昂， 最近两场比赛未尝胜

绩，状态一般；圣埃蒂安本赛季的进攻

较为乏力，联赛至今仅仅攻入27球；球

队最近3个主场保持不败，1胜2平，主

场战斗力尚可。 球队近5场比赛取得2

胜1平2负，胜率40%；近5场主场比赛取

得1胜3平1负，胜率20%。

客队情报：

朗斯上一场2：2战平了

昂热，已经7场比赛保持不败了，状态

可圈可点；朗斯最近6个客场的战绩为

3胜3平，客场表现相当不错。 在双方最

近一次交锋中， 朗斯2：0击败圣埃蒂

安，心理占优。 朗斯近5场比赛取得2胜

3平0负，胜率40%，近5场客场比赛取得

3胜2平0负，胜率60%。 朗斯近期状态稳

定，客场的战斗力也是相当不错的，有

望不败。

周三018 莱比锡红牛VS沃尔夫斯堡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

未开出指数。 德国杯赛事。

主队情报：

莱比锡红牛在上轮

德甲主场两球落后的情况下，3：2逆

转击败门兴， 这是该队队史首次落

后两球逆转， 他们目前只落后榜首

的拜仁2分。 名宿马特乌斯认为红牛

若保持这样的势头有机会反超拜仁

夺冠。 上周末为球队建功的是恩坤

库、波尔森和索尔洛特，另外恩坤库

和索尔洛特还分别贡献助攻。 扎比

策累积5张黄牌周末德甲停赛，但不

影响周中德国杯上阵。

客队情报：

沃尔夫斯堡在上周

末德甲主场2：0完胜柏林赫塔，后卫

拉克鲁瓦打进一球， 还有一球为对

方乌龙。 中后卫庞格拉西奇两黄一

红被罚下，不过不影响杯赛出战。 布

雷卡洛是狼堡目前唯一伤兵。 球队

最近状态非常好，最近9场比赛7胜2

平， 可以说是德甲所有球队中表现

最出色的了，这场比赛非常有看头，

上一次在联赛上和红牛交手战成平

局。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

未开出指数。 法甲第28轮。

主队情报：

尼斯上一场2：1击败

雷恩，重新回到胜利的轨道上，一定

程度上提升了士气。 尼斯最近4个主

场输足3场， 主场状态明显令人担

忧。 尼斯近5场比赛取得2胜0平3负，

胜率40%；近5场比赛当中只有1场进

球数超过2球，近5场主场比赛取得1

胜1平3负，胜率20%。

客队情报：

尼姆上一场1：1战平

了南特，最近4场比赛取得3胜1平的

不败战绩。 球队最近3个客场输了2

场，球队的客场状态一般。 本赛季的

进攻较为乏力， 联赛至今仅仅攻入

26球，本赛季的防守漏洞较大，联赛

至今丢了52球。 在双方最近一次交

锋中，尼姆1：3不敌尼斯，心理处于

劣势。 尼姆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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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尼姆近期

状态尚可， 但是球队的整体实力还

是明显不如对手， 这次客场凶多吉

少。

周三014 尼斯VS尼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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