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事编号 联赛 主队

VS

客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六001 澳超 阿德莱德联VS墨尔本城 01-15�16:45�� 4.00� 3.80� 1.60

周六002 澳超 悉尼FCVS布里斯班 01-15�16:45�� 1.39� 3.95� 6.00

周六003 英超 曼彻斯特城VS切尔西 01-15�20:30�� 1.53� 3.60� 4.80 �

周六004 英冠 加的夫城VS布莱克本 01-15�20:30���

周六005 德乙 圣保利VS奥厄 01-15�20:30��� 1.32� 4.55� 6.20 �

周六006 德乙 纽伦堡VS帕德博恩 01-15�20:30��� 2.13� 3.35� 2.70 �

周六007 德甲 斯图加特VS莱比锡红牛 01-15�22:30�� 5.10� 3.95� 1.45 �

周六008 德甲 美因茨VS波鸿 01-15�22:30�� 1.59� 3.45� 4.55 �

周六009 德甲 科隆VS拜仁慕尼黑 01-15�22:30�� 7.50� 5.60� 1.21

周六010 德甲 柏林联合VS霍芬海姆 01-15�22:30�� 2.75� 3.25� 2.14 �

周六011 德甲 沃尔夫斯堡VS柏林赫塔 01-15�22:30�� 1.80� 3.25� 3.65 �

周六012 英超 狼队VS南安普敦 01-15�23:00�� 2.08� 2.95� 3.15 �

周六013 英冠 普雷斯顿VS伯明翰 01-15�23:00��

周六014 英冠 女王公园巡游者VS西布罗姆维奇 01-15�23:00

周六015 国王杯 马洛卡VS西班牙人 01-15�23:00��� 2.28� 2.80� 2.92 �

周六016 法甲 圣埃蒂安VS朗斯 01-16�00:00�� 3.55� 3.30� 1.81 �

周六017 英超 阿斯顿维拉VS曼彻斯特联 01-16�01:30�� 2.63� 3.15� 2.27 �

周六018 德甲 门兴格拉德巴赫VS勒沃库森 01-16�01:30�� 2.47� 3.55� 2.22 �

周六019 国王杯 赫罗纳VS巴列卡诺 01-16�01:30�� 2.58� 2.90� 2.47 �

周六020 法乙 索肖VS卡昂 01-16�02:00��

周六021 法乙 图卢兹VS波城FC 01-16�02:00

周六022 法乙 甘冈VS格勒诺布尔 01-16�02:00

周六023 葡超 本菲卡VS摩雷伦斯 01-16�02:00��� 1.11� 6.10� 13.50 �

周六024 荷甲 费耶诺德VS维迪斯 01-16�03:00��� 1.36� 4.30� 5.90 �

周六025 荷甲 特温特VS海伦芬 01-16�03:00��� 1.76� 3.36� 3.65 �

周六026 法甲 巴黎圣日尔曼VS布雷斯特 01-16�04:00��� 1.14� 5.85� 11.00 �

周六027 荷甲 前进之鹰VS瓦尔韦克 01-16�04:00�� 1.90� 3.30� 3.25 �

周六028 国王杯 皇家贝蒂斯VS塞维利亚 01-16�04:30�� 2.42� 2.88� 2.65 �

周六029 非洲杯 几内亚比绍VS埃及 01-16�03:00

足球赛事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指数“1.80

3.25 3.65”， 主队让 1 球“3.55 3.45

1.76”。

主队情报：

沃尔夫斯堡历史上与

柏林赫塔 10 次交锋中，胜多败少占据

着上风，具备着一定的心理优势，不过

近期状态走势不佳， 最近 10 场比赛仅

在友谊赛上击败过德乙队伍柏德博

恩，上一轮更是被波鸿实现零封，球队

目前被出示了 37 张黄牌，2 张红牌，踢

法方面较为激进， 对禁区的防守形同

虚设，容易出现致命失误甚至犯规。

客队情报：

柏林赫塔目前排在联

赛第 13 名的位置， 最近 2 场比赛都有

斩获入球，进攻端上有所回暖，然而球

队并不擅长客场作战， 过去 10 个客场

仅取得 3 场胜利， 而且攻防两端不均

衡，18 场联赛过后打入 17 球总共丢失

了 38 球，刚刚被科隆以 3 球完胜，士气

方面受到打击， 但是球队战意依旧不

低，相信同样会死战到底。 由于双方的

实力差距不大，但是考虑到沃尔夫斯堡

走势不佳，后防线较为薄弱，容易产生

丢失球，存在着隐患，想要取胜难度不

小，反观柏林赫塔进攻有所回暖，看好

客队不败。

周六011 德甲 沃尔夫斯堡VS柏林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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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指数

“2.63 3.15 2.27”，主队受让 1 球

“1.46 3.95 5.00”。

主队情报：

此役在主场作战

的维拉， 近期的联赛中表现飘

忽，球队在在上场比赛被升班马

布伦特福德击败后，杰拉德的球

队已经在联赛中遭遇 2 连败的

颓势了，这让杰拉德执教以来累

积的士气都逐渐消散。球队近期

主场表现反复，在近 3 个主场比

赛里仅取得 1 胜 2 负，这对球队

主场抢分有一定影响。球队后防

表现漏洞百出， 他们在近 10 场

比赛场均失球也高达 1.6 球之

多。 而球队锋线表现一般近 10

场比赛只有 15 球打入， 这和球

队前锋沃特金斯缺席有一定的

关系。

客队情报：

红魔场上碌碌无

为，场下更衣室暗潮汹涌。 目前

的曼联在上轮0：1主场不敌狼队

后， 球队在联赛结束了8场不败

的战绩， 杯赛侥幸1：0战胜了维

拉，但是拉什福德的场上表现也

暴露了球队锋线上不少的问题。

目前球队的士气和球员心态都

有不少问题。 目前，球队仅排名

联赛第7位， 球队更衣室气氛紧

张，球队士气低落，此役恐怕也

难以匹敌求胜心切的维拉了。 目

前，曼联的失球数已经达到了27

球之多，如今球队在本赛季首次

对阿斯顿维拉的比赛里被击败，

杯赛又被阿斯顿维拉打败过，加

上主队阿斯顿维拉近期士气比

曼联更为高涨，要拿下红魔鬼也

并非没有可能。

周六017 英超 阿斯顿维拉VS曼彻斯特联

竞彩受注赛程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指数

“1.53 3.60 4.80”， 主队让 1 球“2.70

3.35 2.13”。

主队情报：

曼城目前排名英超联

赛榜首，21 场比赛拿到 53 分， 领先

身后的切尔西 10 分之多。 他们在最

近的表现一直很稳定， 本赛季在兼

顾欧冠杯的情况下， 依旧能够在联

赛中有着不错的表现。 上周末足总

杯客场 4： 1 击败低级别联赛球队斯

文登， 最近 7 场各项赛事取得全胜，

上轮联赛客场惊险 2： 1 击败阿森纳

后拿到联赛 11 连胜。 队伍拥有着超

强的攻防水平， 属于联赛顶级水平

球队， 目前联赛当中进球最多丢球最

少的表现。

客队情报：

切尔西目前排名英超

联赛第二，21 场比赛拿到 43 分，多赛

一场领先身后的利物浦 1 分。 队伍在

本赛季至今为止的发挥相当惊艳，不

过在最近受到新冠的影响发挥有所下

降， 连续收获平局。 切尔西在周末足

总杯与周中联赛杯半决赛都成功过

关，两个回合双杀热刺进入决赛。在最

近的 10 场各项赛事取得 6 胜 4 平的

不败战绩， 近期的 3 场比赛拿到 3 连

胜。 切尔西过去 4 次交手曼城，取得 3

胜 1 负，这场比赛也有望拿到分数。

周六003 英超 曼彻斯特城VS切尔西

周六012 英超 狼队VS南安普敦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指数“2.08 2.95

3.15”，主队让 1 球“4.65 3.55 1.56”。

主队情报：

狼队上轮客场击败曼联，

近 6 轮 2 胜 2 平 2 负，但输球的两场比赛

都是一球小负曼城和利物浦，整体状态其

实相当不错。 狼队目前积 28 分排名第 8

名，这样的成绩还是比较理想的；主客场

战绩方面，狼队的主场积分比圣徒的客场

多 2 分，基本相当。 往绩方面，过去三个赛

季 6 次交锋， 狼队 3 胜 2 平 1 负占优，赛

季首回合狼队客场取胜，往绩优势在狼队

这边；综合基本面，狼队有一定优势，

客队情报：

南安普敦周中补赛，主场大

胜布伦特福德，近 6 轮 2 胜 3 平 1 负，状态

也还是不错，目前球队积 24 分排名 11 位。

圣徒周中补赛，体能有消耗，更加大了狼队

的优势。 南安普敦最大特点就是在主客场

的表现上存在着一些差距，他们目前的 24

分中，有 15 分来自于主场，剩下的 9 分来

自于客场， 而球队更适合在自己的主场。

上一场南安普敦客场 1：1 战平了斯旺西，

这支球队在最近 5 场比赛中都保持不败。

不过考虑到球队主场连胜，客场成绩一般，

这场比赛很可能又是平局收场。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指数“7.50 5.60

1.21”，主队受让 2 球“1.90 4.40 2.60”。

主队情报：

科隆上个赛季是通过了附

加赛才惊险完成了保级，而本赛季到目前

为止， 科隆却以 7 胜 7 平 4 负的战绩，排

名德甲第 6 名，已经冲到欧战区，这个赛

季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 按照目前的这个

积分情况和状态来看，科隆即使最终不能

保住欧战区的位置，至少也不需要为保级

而担心了。 科隆在 18 轮比赛中打进 30

球，却丢了 28 球，进攻端表现不错，但是

防守端的表现就有些糟糕。

客队情报：

德甲第 19 轮联赛，科隆将

坐镇主场迎战德甲领头羊拜仁慕尼黑。 众

所周知，一旦拜仁输球之后，那么下一轮

比赛拜仁通常都会打出一场大胜， 来发泄

输球的郁闷之气。 而在本轮比赛之前， 拜

仁输球了， 本赛季拜仁到目前为止， 在各

项赛事仅输了 4 场比赛。 在此前拜仁输球

的 3 场比赛， 有 2 场比赛拜仁在输球之后

的下一场比赛， 都打进了 5 球， 可以说输

球之后的拜仁是非常恐怖的。 在上一轮比

赛输球之后， 本轮拜仁还会不会打出一场

大比分的比赛呢， 令人期待。 拜仁在 18

轮比赛中打进了 57 球， 场均进球超过 3

球，是德甲联赛中进攻最犀利的球队。两队

最近 6 场各项赛事交手， 拜仁取得 5 胜 1

负，占据绝对优势，唯一输掉的一场比赛也

只是在不重要的热身赛中输给了科隆而

已。

周六009 德甲 科隆VS拜仁慕尼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