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球赛事

赛事编号 联赛 主队

VS

客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日001 荷甲 乌德勒支VS阿贾克斯 01-16�19:15�� 6.30� 4.75� 1.30

周日002 意甲 萨索洛VS维罗纳 01-16�19:30�� 2.08� 3.50� 2.69 �

周日003 德乙 桑德豪森VS雷根斯堡 01-16�20:30�� 2.65� 3.35� 2.16 �

周日004 德乙 沙尔克04VS基尔 01-16�20:30�� 1.79� 3.60� 3.30 �

周日005 西甲 埃尔切VS比利亚雷亚尔 01-16�21:00��

周日006 荷甲 格罗宁根VSPSV埃因霍温 01-16�21:30��� 7.90� 4.70 1.25 �

周日007 英超 利物浦VS布伦特福德 01-16�22:00�� 1.18� 5.25� 9.85 �

周日008 英超 西汉姆联VS利兹联 01-16�22:00�� 1.52� 3.80� 4.60 �

周日009 意甲 威尼斯VS恩波利 01-16�22:00�� 2.42� 3.35� 2.34 �

周日010 法甲 斯特拉斯堡VS蒙彼利埃 01-16�22:00��� 1.95� 3.25� 3.15

周日011 法甲 摩纳哥VS克莱蒙 01-16�22:00�� 1.30� 4.25� 7.40

周日012 德甲 奥格斯堡VS法兰克福 01-16�22:30�� 3.10� 3.30� 1.95 �

周日013 英超 托特纳姆热刺VS阿森纳 01-17�00:30��� 2.03� 3.15� 3.04 �

周日014 意甲 罗马VS卡利亚里 01-17�01:00�� 1.25� 4.80� 7.60 �

周日015 葡超 法马利康VS费雷拉 01-17�02:30

周日016 意甲 亚特兰大VS国际米兰 01-17�03:45��� 2.72� 3.50� 2.06 �

周日017 葡超 比兰尼塞斯VS波尔图 01-17�04:30

周日018 西超杯 皇家马德里VS毕尔巴鄂竞技 01-17�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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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米正常发挥拿分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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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受注赛程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指数“1.52

3,80 4.60”，主队让1球“2.58 3.50 2.15”。

主队情报：

西汉姆联上轮联赛主场

2：0拿下了诺维奇， 取得了联赛3连胜，

球队目前以总积分37分，排在联赛积分

榜第4，超过了阿森纳的35分，很明显球

队本赛季表现很不错。 球队在近7次与

利兹联交手中，取得4胜2平1负的成绩，

占据一定的优势， 本场比赛自信心提

升不少。 西汉姆联近期状态有所提

升， 取得联赛3场连续拿下的成绩，

且赛季整体发挥也要远好于对手利兹

联，且利兹联客场能力差，结合过往成

绩，综合来看，本场比赛拿下对手的机

会很大。

客队情报：

利兹联上轮联赛主场3：

1拿下了伯恩利，止住了联赛4轮未能拿

下的颓势，球队目前以总积分19分排在

联赛积分榜16的位置，球队的整体表现

相对减弱不少。本赛季利兹联防守能力

减弱明显，近6场比赛更是丢了17球，场

均失球高达2.83粒，球队在客场能力较

差， 近10个正赛客场取得1胜4平5负的

成绩，得分的概率只有10%整体表现不

佳。 双方之前刚进行了一场足总杯比

赛，结果西汉姆联2球战胜利兹联队。双

方在历史6次交手中，西汉姆联取得4胜

2平连续得分的成绩，占据绝对的优势。

客队利兹联实力上差距比较大，客场很

难拿分。

周日008 英超 西汉姆联VS利兹联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指数

“1.18 5.25 9.85”， 主队让 1 球“1.73

3.60 3.55”。

主队情报：

利物浦因为此前延迟

了英联杯的比赛，所以周中进行了补

赛，结果主场闷平了阿森纳，体能上

处于劣势，而且红军近期在联赛的表

现有所下滑，他们在上轮战平切尔西

后，红军在联赛已 3 轮不胜。 利物浦

在本赛季 9 个联赛主场有超强的优

势， 主场得分能力位于联赛三甲之

列。 虽然球队的锋线表现极佳，本赛

季至今共打进 52 球之多， 进球数直

追曼城，不过萨拉赫和马内参加非洲

杯，南野拓实和若塔组成的锋线在面

对枪手的杯赛中， 仅有 6 次进攻，南

野拓实更是挥霍掉了绝杀比赛的好

机会，可能锋线会成为球队本场失分

的关键。

客队情报：

客场作战的布伦特福

德近期表现比较糟糕，虽然在上次联

赛主场击败了阿斯顿维拉，但在周中

联赛又被南安普顿 4：1 打败，这使得

球队在近 5 场比赛中， 输掉了足足 4

场，仅有 1 场获胜，不过这也和球队

此前伤兵满营的状态相关。 目前球队

已经有部分伤员回归，球队战斗力定

有所提升。 客队作为升班马已经稳居

联赛中游位置，表现很不错。 可惜的

是，他们最近 5 轮不断丢分，在魔鬼

赛程中有点后继乏力的感觉，加上病

毒肆虐，球队的好势头也提前结束。

周日007 英超 利物浦VS布伦特福德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指数“1.25

4.80 7.60”，主队让1球“1.84 3.75 3.05”。

主队情报：

此役主场作战的罗马近

期在联赛表现低迷， 在客场被AC米兰

打败之后， 在上轮主场遇上了尤文图

斯，又惨遭逆转，连场面对强队吃瘪让

球队的士气受到了打击，加上穆帅此前

在记者会称，目前球队的球员质量不强

的言论，或许会对于队内的士气雪上加

霜。不过，球队回到了主场作战，罗马在

主场的得分能力其实还是比较稳健的，

穆帅在近10个主场的比赛里，其不败率

高达7成， 这对球队在联赛回勇有一定

的鼓舞作用。而穆帅本赛季招募的亚伯

拉罕是球队进攻端的点睛之笔，球队在

近10场比赛共打进19球，亚伯拉罕在面

对米兰和尤文的联赛都收获入球，足以

体现这位射手的大心脏。

客队情报：

客队卡利亚里在近期的

表现有所回升，马扎里带队在新年取得

两连胜，可惜的是，球队目前依然处于

降级区，落后升班马威尼斯1分而已。从

联赛来看，卡利亚里的客战得分能力极

差，近10个联赛客场比赛，仅取得1胜3

平6负，客战积分排名联赛倒数第二位，

这对球队客场抢分十分不利。目前球队

的失球数多达42球，如此惨淡的防守数

据仅次于倒数第一的萨勒尼塔纳。回顾

双方在本赛季首次交锋，球队被罗马强

势逆转， 尽管罗马在近期的表现不佳，

但客队想在实力比自己强好几倍的罗

马身上取得分数，还是十分困难的。

周日014 意甲 罗马VS卡利亚里

广东体彩官方微信

竞彩官网网址：http://www.sporttery.cn/

本版推介

/

数据 信息时报记者 陈学钢

体彩服务热线 95086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指数

“2.72 3.50 2.06”，主队受让 1 球“1.56

4.00 4.05”。

主队情报：

意甲第 22 轮比赛的

焦点大战，国际米兰和亚特兰大的较

量。 这两个球队，在意甲联赛中都属

于实力非常强悍的队伍，他们都有着

非常优秀的进攻能力，同时防守也做

得非常稳定。主队亚特兰大这支球队

在最近一年中，做了一些改变，特别

是加强了替补席的稳定性，让他们在

各类比赛中都能够游刃有余。这支球

队善于进攻，他们在比赛中会展开强

烈的反击，而且会控制好中场，这是

亚特兰大最大的特点。他们的防守在

本赛季也有了进步，特别是对于协防

做得越来越好，所以这支球队潜力很

大。 上一轮比赛中，主队 6：2 击败了

乌迪内斯，显示出球队进攻能力非常

强大。 亚特兰大这个赛季能攻能守，

展示出了球队全面的能力。

客队情报：

国际米兰在本赛季遇

到了一些财政问题，所以送走了卢卡

库等球员。 不过总体来说，他们的实

力没有下滑，同时还在配合上更加默

契。 国际米兰这支球队大胆启用了一

些新人，从而让自己的替补席得到充

实， 所以本赛季他们有很强的实力，

卫冕成功是他们的目标。 这支球队拥

有非常稳固的中场，所以在比赛中经

常能够占据优势， 得到更多的机会，

这也是他们能够取得好成绩的基础。

国际米兰最近已经四连胜，他们目前

稳居意大利甲级联赛第一位，由此也

可以看出， 这支球队确实非常稳定。

国际米兰在中前场上，也拥有很多出

色球员，国米只要能够把自己的特点

发挥出来，就有机会获胜。

周日016 意甲 亚特兰大VS国际米兰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指数“2.03

3.15 3.04”，主队让1球“4.253.651.59”。

主队情报：

英超第22轮将上演本

赛季第二场北伦敦德比，托特纳姆热

刺主场迎战阿森纳。

热刺上轮联赛客场1：0小胜沃特

福德，连续8轮不败，上场比赛联赛杯

半决赛次回合， 主场0：1不敌切尔西，

总比分0：3无缘决赛。 近5场比赛2胜1

平2负，表现也很一般，英超18场联赛

过后，10胜3平5负积33分排在第6名。

目前积分上，热刺落后阿森纳2分，所

以这是一场6分大战， 对于积分落后

的热刺来说， 主场拿下对手非常重

要。

客队情报：

阿森纳上轮联赛主场

1：2憾负曼城，四连胜遭终结，上场比

赛联赛杯半决赛首回合，客场0：0战平

了利物浦，晋级悬念继续保留。阿森纳

近5场比赛，同为2胜1平2负状态平平，

英超20场比赛后，11胜2平7负积35分

排名第5。 两队近5场历史交锋，热刺3

胜2负稍占优势。 上次交手是去年9月

26日本赛季英超第6轮，阿森纳主场3：

1取胜拿下首场德比战。两支北伦敦球

队本赛季总体表现中规中矩， 积分榜

分列5、6位， 保留对欧冠席位的竞争。

本场直接对话可谓是争四大战， 胜者

将占据主动， 败者将进一步拉大与前

四名的差距。

周日013 英超 托特纳姆热刺VS阿森纳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未

开出指数。

主队情报：

1月13日凌晨， 皇马与

巴萨的西班牙超级杯半决赛对阵在沙

特阿拉伯打响，经过一场120分钟的加

时赛鏖战，皇马最终以3：2的比分险胜

巴萨，有惊无险地挺进决赛，只待另一

场半决赛毕尔巴鄂竞技和马德里竞技

分出胜负。 在最近几年的国家德比当

中， 本场比赛难得地做到了让双方球

迷都满意， 皇马球迷方面满足于取胜

晋级的最终结果， 巴萨球迷则直呼年

轻人的表现让大家看到了复兴的希

望。事实上，皇家马德里在本场比赛结

束之后，已经对巴萨取得了五连胜，这

是自1965年以来， 这支球队在国家德

比当中所取得的最长连胜纪录。 目前

本赛季西甲联赛，皇马积49分名列第1

名，领先第二名塞维利亚5分之多。 皇

马本赛季进攻端非常厉害， 净胜球已

经高达27个球，遥遥领先其他球队。

客队情报：

西班牙超级杯足球赛

另外一场半决赛中， 马德里竞技队以

1：2不敌毕尔巴鄂竞技队， 无缘决赛。

毕尔巴鄂竞技将与皇马竞争冠军。 西

超杯决赛是两队自1958年以来首次在

决赛相遇。 1958年国王杯决赛，毕尔巴

鄂竞技在伯纳乌球场2：0击败皇马夺

冠。 不过本赛季的毕尔巴鄂竞技和皇

马相比，实力还是悬殊很大，球队联赛

上表现中上游， 目前积28分排名第9

位，比第6名巴萨少了4分而已，只要球

队延续西超杯上的精彩表现， 还是有

可能打进前6名的。 两队近10次交手，

皇家马德里取得6胜4平不败战绩，心

理占据绝对优势。

周日018 西超杯 皇家马德里VS毕尔巴鄂竞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