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球赛事

赛事编号 联赛 主队

VS

客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六001 日职 鹿岛鹿角VS札幌冈萨多 05-14�14:00 1.73� 3.60� 3.55�

周六002 澳超 西部联VS惠灵顿凤凰 05-14�17:45 1.70� 3.45� 3.85�

周六003 德甲 斯图加特VS科隆 05-14�21:30 2.13� 3.75� 2.48�

周六004 德甲 美因茨VS法兰克福 05-14�21:30 1.55� 4.20� 3.90�

周六005 德甲 门兴格拉德巴赫VS霍芬海姆 05-14�21:30 1.93� 4.10� 2.65�

周六006 德甲 多特蒙德VS柏林赫塔 05-14�21:30 1.31� 4.80� 6.00�

周六007 德甲 勒沃库森VS弗赖堡 05-14�21:30 2.15� 3.75� 2.46�

周六008 德甲 比勒费尔德VS莱比锡红牛 05-14�21:30 9.75� 6.00� 1.15�

周六009 德甲 沃尔夫斯堡VS拜仁慕尼黑 05-14�21:30 4.90� 4.80� 1.38�

周六010 俄超 莫斯科火车头VS莫斯科迪纳摩 05-14�21:30

周六011 俄超 罗斯托夫VS莫斯科希姆基 05-14�21:30

周六012 英冠 谢菲尔德联VS诺丁汉森林 05-14�22:00

周六013 瑞超 天狼星VS埃尔夫斯堡 05-14�23:30

周六014 英足总杯 切尔西VS利物浦 05-14�23:45 3.80� 3.25� 1.76�

周六015 意甲 乌迪内斯VS斯佩齐亚 05-15�00:00 1.72� 3.60� 3.60�

周六016 意甲 维罗纳VS都灵 05-15�00:00 2.00� 3.35� 2.95�

周六017 西甲 西班牙人VS巴伦西亚 05-15�00:30

周六018 法乙 欧塞尔VS亚眠 05-15�01:00

周六019 法乙 甘冈VS勒阿弗尔 05-15�01:00

周六020 法乙 巴黎FCVS格勒诺布尔 05-15�01:00

周六021 法乙 阿雅克肖VS图卢兹 05-15�01:00

周六022 葡超 波尔图VS埃斯托里尔 05-15�01:00 1.12� 6.00� 13.00�

周六023 荷乙 罗达JCVSSBV精英 05-15�02:00 1.72� 3.65� 3.55�

周六024 意甲 罗马VS威尼斯 05-15�02:45 1.15� 5.75� 10.50�

周六025 法甲 尼斯VS里尔 05-15�03:00 1.53� 3.80�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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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001��日职 鹿岛鹿角VS札幌冈萨多 05-14�14:00

足总杯决战切尔西有望逆袭

周六006��德甲 多特蒙德VS柏林赫塔 05-14�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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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015��意甲 乌迪内斯VS斯佩齐亚 05-15�00:00

周六003��德甲 斯图加特VS科隆 05-14�21:30

周六007��德甲 勒沃库森VS弗赖堡 05-14�21:30

周六014��英足总杯 切尔西VS利物浦 05-14�23:45

周六004��德甲 美因茨VS法兰克福 05-14�21:30

周六竞彩受注赛程

(部分)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双方各2胜2

平2负。 上赛季联赛杯赛4回合交手，鹿

岛鹿角2胜2平不败， 其中主场2次都是

大胜对手。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4胜1平1

负，上轮客场0:3不敌广岛三箭，结束3连

胜走势，暂时排在积分榜第1位；前7轮

主场4胜1平2负，打进8球丢了8球，主场

成绩排在第2位，主场表现总体偏强势，

近2个主场连续大胜。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3胜2平1

负，上轮主场1:0小胜京都不死鸟，暂时

排在积分榜第9位； 前6轮客场1胜4平1

负，打进5球丢了8球，客场成绩排在第9

位，近5个客场1胜2平2负。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在主胜位

置， 平局有一定拉力。 竞猜形势方

面， 主胜指数大幅走高， 平负两个位

置走低， 目前主胜回报显得偏丰厚，

平局指数凸出， 客胜回报偏低。 可首

选客胜看好客队不败， 让球盘客胜可

博胆。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斯图加特3胜1

平2负占优。 本赛季联赛杯赛2次交手，科

隆主客场都胜出，其中杯赛客场2:0完胜对

手。

主队情报 ：

主队近6场比赛0胜4平2

负，上轮客场2:2战平拜仁，暂时排在积分

榜倒数第3位，还有直接保级希望，同时也

有失去保级附加赛席位的可能；前16轮主

场5胜4平7负，打进26球丢了31球，主场成

绩排在第16位，近2轮主场连续不胜。

客队情报 ：

客队近6场比赛4胜0平2

负，上轮主场0:1不敌沃尔夫斯堡，暂时排

在积分榜第7位， 目前至少已获得欧协联

参赛席位，理论上还有机会争夺欧罗巴参

赛席位；前16轮客场5胜6平5负，打进24球

丢了26球，客场成绩排在第8位，近2轮客

场连续大胜。

本场比赛双方都还有一定战意，同时

也都能接受平局结果，投注人气主要在胜

平两个位置。 竞猜形势方面，主胜指数大

幅走低，平负两个位置都走高，平局指数

凸出。 可首选主胜看好主队不败。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法兰克福3胜

1平2负占优。 本赛季首回合交手，法兰克

福在主场1:0胜出， 最近1次热身赛交手，

法兰克福在客场也1:0战胜过对手。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2胜1平3

负，上轮客场2:1胜柏林赫塔，近2轮取得

连胜，暂时排在积分榜第9位，最后1轮

排名还可以变动， 但已无缘欧战席位；

前16轮主场10胜4平2负，打进31球丢了9

球，主场成绩排在第4位，近3轮主场2胜

1平不败。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2胜2平2

负，上轮主场1:1战平门兴，暂时排在积

分榜第12位，排名还能够变动，但也已

没有太大实质意义；前16轮客场6胜4平6

负，打进23球丢了25球，客场成绩排在

第7位，近2轮联赛客场连败。

本场比赛双方战意都一般，投注人

气主要在胜平两个位置。 竞猜形势方

面，主胜指数大幅走低，平负两个位置

都走高，平局指数凸出。 可首选主胜看

好双方分出胜负。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多特蒙德5胜0

平1负占优。 本赛季首回合交手，柏林赫塔

在主场3:2胜出。

主队情报 ：

主队近6场比赛3胜0平3

负， 上轮客场3:1胜菲尔特， 结束3连败走

势，已经锁定积分榜第2位；前16轮主场12

胜0平4负，打进50球丢了27球，主场成绩

排在第2位，近4个主场1胜3负。

客队情报 ：

客队近6场比赛2胜1平3

负， 上轮主场1:2不敌美因茨， 近2轮连续

不胜， 暂时排在积分榜倒数第4位， 目前

还需要1分才能确保留在德甲； 前16轮客

场3胜3平10负， 打进12球丢了36球， 客

场成绩排在第15位， 近2轮客场1胜1平。

本场比赛主胜方向投注信心不稳，

平负两个位置都有一定关注度。 竞猜

形势方面， 主胜指数低开高走， 平负

两个位置都走低， 目前主胜回报处于

比较临界的位置。 可首选主胜看好主

队不败。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双方各2胜2

平2负。 本赛季首回合交手，弗赖堡在主

场2:1胜出。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4胜1平1

负，近3轮取得连胜，已锁定积分榜第3

位；前16轮主场9胜2平5负，打进37球丢

了22球，主场成绩排在第7位，近5个主

场2胜3负。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4胜1平1

负，上轮主场1:4惨败给柏林联合，结束

了连续5场不败走势， 暂时排在积分榜

第5位， 目前理论上还有机会争夺欧冠

席位；前16轮客场7胜5平4负，打进25球

丢了19球，客场成绩排在第4位，近3个

客场比赛连胜。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在胜负两

头，平局关注度一般。 竞猜形势方面，胜

平两个位置走高， 客胜位置大幅走低，

平局指数很凸出，主胜回报偏高。 可首

选客胜看好双方分出胜负。

赛事信息：

中立场地进行的决

赛。近6次交手，利物浦2胜3平1负占

优。 本赛季双方前3次交手都是平

局， 包括英联杯决赛中立场常规时

间0:0战平，最终是利物浦点球战胜

出夺冠。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2胜2

平2负，上轮联赛客场3:0胜利兹联，

结束连续3场不胜走势，暂时排在积

分榜第3位， 欧冠席位已经无忧；本

场比赛， 也是切尔西本赛季最后一

个夺冠希望。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5胜1

平0负，上轮联赛客场2:1胜维拉，暂

时排在积分榜第2位， 已落后曼城3

分，只剩2轮情况下，理论上还有联

赛争冠机会。另外，利物浦还将在欧

冠决赛对阵皇马， 本赛季利物浦还

有机会实现四冠王。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在平负

两个位置，客胜位置关注度偏高。竞

猜形势方面，平负两个位置都走高，

主胜位置走低，平局指数较为凸出，

个别公司客胜回报已偏高。 不妨首

选主胜冷捧主队不败， 让球盘主胜

可博胆。

赛事信息 ：

近5次交手，乌迪

内斯3胜0平2负占优。 本赛季首回

合交手，乌迪内斯在客场1:0胜出。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2

胜2平2负，上轮客场1:1平萨索洛，

近2轮连续不胜，暂时排在积分榜

第12位，已提前保级成功；前18轮

主场6胜7平5负，打进29球丢了26

球，主场成绩排在第11位，主场平

局率偏高，近2轮主场连败。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1

胜1平4负， 上轮主场1:3不敌亚特

兰大，近4轮连败，暂时排在积分

榜第16位，在还剩2轮比赛情况下

领先降级区4分，理论上还需要保

级分数；前18轮客场4胜3平11负，

打进17球丢了39球， 客场成绩排

在第16位，近6轮客场2平4负。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在胜

负两头，平局关注度一般。 竞猜形

势方面，主胜指数低开高走，平负

两个位置走低， 目前主胜回报基

本还在合理范围。 不妨首选主胜

看好双方分出胜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