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共有9场比赛， 我们选择2场

英超和1场西班牙超级杯进行推荐。

曼彻斯特城VS布赖顿
01-14 02:00
推荐：让球胜/平

近期曼城的状态非常出色，已经

豪取各项赛事6连胜。 面对实力平平

状态不佳的布赖顿，曼城主场完成两

球低消问题不大。

曼城这一波6连胜中包括联赛客

场3比1力挫切尔西， 和联赛杯客场4

比1大胜阿森纳、 半决赛2比0淘汰曼

联，加上零封纽卡和南安普敦 ，球队

似乎突然找回了争冠的感觉。 目前比

利物浦少赛两场的他们只落后4分 ，

而且同积29分的球队多达4支， 曼城

需要将连胜延续下去才能尽快回到

自己熟悉的位置。 而布莱顿各项赛事

9场不胜，联赛客场2胜3平3负 ，击败

了维拉、纽卡，输给热刺、埃弗顿和莱

切斯特城，战平了富勒姆 、西汉姆和

水晶宫。 也就是说，碰到前八名球队

全部败北。

往绩方面，两队自2017年以来在

英超交锋6次， 曼城全胜且单场至少

净胜2球，此役理应首选让球胜，补防

让球平。

皇家社会VS巴塞罗那
01-14 04:00
推荐：负

皇家社会在近乎完美的开局过后

状态逐渐下滑，近10场各项赛事只有1胜

5平4负。 此番在西班牙超级杯中面对状

态回勇的巴萨恐难逃败局。

巴萨在欧冠主场0比3惨败给尤文后

“知耻后勇”，近8轮联赛6胜2平，尽管主

场被巴伦西亚和埃瓦尔逼平仍不是正常

水平，但客场四连胜还是很提升士气的。

尤其是3比2力挫毕尔巴鄂竞技、上轮4比

0大胜格拉纳达。在这一波8轮不败中，就

包括了主场2比1击败皇家社会。

皇家社会最近只是客场1比0击败毕

尔巴鄂竞技，接连输给巴萨、莱万特、马

竞和塞维利亚，可见他们面对强敌时还

是心有余力不足。两队近10次交锋巴萨9

胜1平占据绝对优势，此役巴萨取胜碰杯

概率较大。

托特纳姆热刺VS富勒姆
01-14 04:15
推荐：胜

热刺和曼城一样都是29分， 但比曼城

多赛一场。 面对15轮只拿到11分的富勒姆，

热刺期待能在主场再取一胜， 追赶身前球

队的步伐。

在足总杯客场大胜低级别球队后，热

刺已经取得各项赛事三连胜， 且得失球比

为10比0。 近10场各项赛事6胜2平2负，输给

莱切斯特城和利物浦， 客场战平水晶宫和

狼队，联赛主场4胜2平2负表现尚可。而富勒

姆在客场只有1胜2平4负，7个客场打进7球

丢11球总体表现一般， 其中还包括战平17

场不胜的谢菲联。

以两队的实力对比来看， 热刺取胜问

题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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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萨反弹，皇家社会无胜算
皇家社会 受让半球/?球 巴塞罗那 2021-01-14 04:00 竞彩不让球推荐:1、0

周三竞彩重点
场次提点·西超杯

亚盘初盘开出曼城让两球，即时盘维持让两球。欧赔初盘平

均值1.20、6.74、13.40，即时平均值1.18、7.31、15.31。 曼城在联赛

当中收获三连胜，球队状态明显上升，实力强大的曼城此役对于

胜利势在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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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竞彩重点场次提点·英超 曼城 两球 布赖顿 2021-01-14 02:00 竞彩让球推荐:3?1

羊入虎口，布赖顿难逃一劫 曼城热刺主场盼胜

三串四名家提点

竞彩分析师 木子

相关盘口数据

2021-01-10 英足总杯 曼城 3-0(3-0)伯明翰城 -3/3.5

2021-01-07 英联赛杯 曼联 0-2(0-0)曼城 -0.5

2021-01-04 英超 切尔西 1-3(0-3)曼城 -0/0.5

2020-12-27 英超 曼城 2-0(1-0)纽卡斯尔联 -2.5

2020-12-23 英联赛杯 阿森纳 1-4(1-1)曼城 -1

2021-01-11 英足总杯 纽波特郡 1-1(0-0)布赖顿 -1.5

2021-01-03 英超 布赖顿 3-3(1-3)狼队 0

2020-12-30 英超 布赖顿 0-1(0-0)阿森纳 +0.5

2020-12-27 英超 西汉姆联 2-2(0-1)布赖顿 +0/0.5

2020-12-20 英超 布赖顿 1-1(0-0)谢菲尔德联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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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2 英超 布赖顿 0-5(0-2)曼城 -1.5/2

2019-08-31 英超 曼城 4-0(2-0)布赖顿 -2.5

2019-05-12 英超 布赖顿 1-4(1-2)曼城 -2

2019-04-07 足总杯 曼城 1-0(1-0)布赖顿 -2

2018-09-29 英超 曼城 2-0(1-0)布赖顿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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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第18轮，曼城将在主场迎战布赖

顿。 积分榜上，曼城积29分排名第五，落后

领头羊利物浦4分，但比红军少赛两场。 布

赖顿积14分排名倒数第四，比降级区的富

勒姆高出3分，但比其多赛两场。

曼城上周连续打两场杯赛， 先是周

中英联杯半决赛客场2比0淘汰曼联；之

后周末足总杯第三轮主场3比0完胜伯明

翰， 各项赛事中曼城近期已取得6连胜，

期间只丢2球，状态火热，斯通斯和迪亚

斯的中卫搭档固若金汤。 前曼城球星辛

克莱尔称赞迪亚斯和斯通斯配合默契，

这让他想起费迪南德和维迪奇这对强大

的中卫组合，“迪亚斯真的很会喊话，指

导队友防守，还有斯通斯的数据，打了8

场，赢下7场，打平1场，保持不败。 他的传

球成功率为93.4%，联赛排名第一。 当他

不在首发阵容时，曼城踢了15场，8胜5平

2负。 ”曼城派出大量主力出战足总杯，瓜

帅解释道：“如果你跟随我来到曼城

后观察球队的轨迹， 就会发现我们

没有放弃过一场比赛。 这就是我们

连续第4次进入联赛杯决赛的原因，

我们还赢得足总杯冠军， 上赛季杀

入半决赛。每一场比赛，我们都会努

力赢下来。”阿奎罗没有进入足总杯

大名单， 瓜迪奥拉证实阿奎罗并没有感

染新冠， 而是他身边出现了一些新冠确

诊病例， 出于防疫规则， 他需要进行隔

离。另外边锋费兰·托雷斯和门将埃德森

在1月3日的时候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而曼城U23?将多伊尔尽管只代表曼城

一线队在杯赛有过出场， 但他在跟随曼

城一队训练时也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

目前费兰·托雷斯、埃德森和多伊尔的新

冠检测结果都已经转阴， 埃德森已经出

现在足总杯替补席上。

布赖顿上周末足总杯赛中与英乙球

队纽波特激战120分钟，依靠点球艰难晋

级。值得一提的是，布赖顿在最近10次点

球大战中赢下了9次， 其中他们最近4次

在足总杯的点球大战全部取胜。 之前英

超联赛中，布赖顿已经是8场不胜，成绩

为5平3负。 冬窗开启后，布赖顿从安德莱

赫特提前召回了南非前锋塔乌。 塔乌与

安德莱赫特的租借合同原本将在本赛季

结束后到期， 塔乌是在2018年夏天从马

姆洛迪日落加盟布赖顿的， 由于没有劳

工证， 他此前被租借给过圣吉罗斯和布

鲁日。 塔乌在去年夏天租借加盟了安德

莱赫特， 他在本赛季的比利时甲级联赛

出场了14次，打进4球。 足总杯比赛中，塔

乌替补出战。

两队历史交锋中，曼城已保持对布赖

顿7连胜，上赛季主场4比0、客场5比0血洗。

本场比赛曼城让球半/两球及两球，即时盘

统一为主让两球。 曼城虽赛程密集，但随

着连胜球队信心又提升到巅峰，尤其是斯

通斯和迪亚斯组成的稳固防线，让蓝月亮

越来越具备冠军相；布赖顿在中下游球队

中攻强守弱，17战丢了28球，客场对阵曼城

难免又遭屠杀。

双方近期对战盘路

欧赔

威廉希尔:

伟德:

立博:

大小球

澳彩: 0.98 3/3.5 0.82
双方近期战绩盘路

亚盘初盘开出皇家社会受半球/一球，即时盘维持受半球/一

球。 欧赔初盘平均值4.10、3.99、1.74，即时平均值4.54、4.23、1.65。

巴萨近期逐渐回归正轨，球队目前保持8场不败，此役取胜毫无

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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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09 西甲 塞维利亚 3-2(2-2)皇家社会 +0.5

2021-01-04 西甲 皇家社会 1-1(0-1)奥萨苏纳 -0.5/1

2020-12-31 西甲 毕尔巴鄂竞技 0-1(0-1)皇家社会 0

2020-12-23 西甲 皇家社会 0-2(0-0)马德里竞技 0

2020-12-20 西甲 莱万特 2-1(1-1)皇家社会 -0/0.5

2021-01-10 西甲 格拉纳达CF 0-4(0-3)巴塞罗那 -1/1.5

2021-01-07 西甲 毕尔巴鄂竞技 2-3(1-2)巴塞罗那 -1

2021-01-04 西甲 韦斯卡 0-1(0-1)巴塞罗那 -1.5

2020-12-30 西甲 巴塞罗那 1-1(0-0)埃瓦尔 -1.5

2020-12-23 西甲 巴利亚多利德 0-3(0-2)巴塞罗那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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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7 西甲 巴塞罗那 2-1(2-1)皇家社会 +0.5/1

2020-03-08 西甲 巴塞罗那 1-0(0-0)皇家社会 +1.5

2019-12-14 西甲 皇家社会 2-2(1-1)巴塞罗那 +1

2019-04-21 西甲 巴塞罗那 2-1(1-0)皇家社会 +2/2.5

2018-09-15 西甲 皇家社会 1-2(1-0)巴塞罗那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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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中西班牙超级杯四强赛中，皇家

社会将与巴塞罗那对决。 另外一场比赛在

毕巴和皇马间进行。

西班牙超级杯在上赛季之前的参赛

者一直是联赛冠军和国王杯冠军，但是为

了扩大影响力， 西班牙足协在2019-2020

赛季把参赛队伍扩军到4支，联赛和国王杯

的亚军也可以参加。 本届比赛中，皇马和

巴萨是去年西甲前两名，毕巴和皇家社会

则进入国王杯决赛。 由于疫情原因，上赛

季国王杯决赛至今还未进行，比赛延期到

今年4月4日进行。 去年改制后的第一届国

王杯于1月8日至12日在沙特的吉达进行，

皇马最终点球战胜马竞夺冠。

巴萨进入新年后状态火热， 最近3场

西甲联赛取得3连胜。梅西近两场西甲比赛

打进了四球，据统计，对阵毕尔巴鄂竞技和

格拉纳达的两场比赛中， 梅西一共4次射

正，全部转化为了进球，而在此前西

甲29次射正的射门中，梅西也是进了

4球，但效率却远不如近期。与格拉纳

达的比赛，梅西在第65分钟因腿筋肌

肉不适被换下场，不过据《马卡报》介

绍，目前梅西已从病痛中恢复，他已

经在甘伯体育城进行了训练。从现状

来看， 梅西出战西班牙超级杯不成问题，

此前26次和皇社交手，梅西打进26球，为巴

萨带来17胜4平5负的佳绩。 中卫阿劳霍也

进入比赛大名单，阿劳霍在对阵格拉纳达

赛前热身中大腿肌肉不适。 除了火热的状

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据《世界体育报》统

计，巴萨对阵格拉纳达首发阵容的平均年

龄为25.9岁。 首发阵容只有梅西、布斯克茨

和阿尔巴这三位年龄超过30岁的球员。 此

外，还有18-21岁之间的佩德里、德斯特、

明格萨，以及23-29岁之间的乌姆蒂蒂、登

贝莱、特尔施特根等。 《世界体育报》表示，

这个新老结合的阵容远比上赛季巴萨的

常规首发要年轻，并且对阵拜仁的比赛巴

萨首发平均年龄几乎达到了30岁。

皇家社会上轮联赛客场2比3不敌塞

维利亚，最近12场比赛中1胜7平4负。 皇家

社会近期饱受伤病困扰， 包括大卫·席尔

瓦、埃卢斯顿多将缺席超级杯赛事，队长伊

利亚门迪刚刚经历16个月的恢复期，上轮

联赛坐在替补席上并没有出战；贾努扎伊

也是刚刚伤愈，上轮比赛替补出场十几分

钟。 蒙雷亚尔已经伤愈，可以出战当地时

间周三与巴塞罗那的西班牙超级杯。 除了

伤病，主力前锋威廉·若泽正谋求转会，上

轮比赛并没有出场。

两队历史交锋中，皇家社会对阵巴萨

已经是11场不胜，成绩为2平9负。本场比赛

亚盘初盘皇家社会受让半球及半一，即时

盘统一为受让半一。 皇家社会状态低迷、

人员紧缺、历史战绩处于明显劣势，对阵最

近状态反弹的巴萨，本场比赛基本没有胜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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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0.88 两球 0.98

0.92 两球 0.96

0.91 两球 0.99

0.94 两球 1.02

0.91 两球 0.99

1.14 8.50 16.00

1.17 7.00 19.00

1.18 7.00 17.00

1.02 受半球/一球 0.84

1.04 受半球/一球 0.84

1.05 受半球/一球 0.85

1.07 受半球/一球 0.79

1.05 受半球/一球 0.86

4.50 4.33 1.67

4.60 4.20 1.65

4.25 3.80 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