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竞彩胜平负“2.25 3.05 2.80”，让

球胜平负（-1）“5.15 3.80 1.49”。 威廉

初赔“2.10 3.25 3.75”，威廉现赔“2.45

3.25 3.00”。

积分榜第12迎战第18， 主队联赛

积分领先5分。不过两队基础人气还是

比较接近。 上赛季2回合交手当中，塞

尔塔1胜1平占优， 主场3:1大胜了对

手。 冬歇期前，塞尔塔连续2战不胜，毕

尔巴则是2连平。 综合来看，这场比赛

胜负两头信心都不强， 平局关注度相

对更高一点。

威廉初盘胜赔稍低，平赔中庸，负

赔较凸出。 变盘胜赔大幅调高，负赔大

幅调低，平赔在中庸位置振荡。 首选平

局捧客队不败，让球盘客胜博胆。

周一103 维戈塞尔塔VS毕尔巴鄂竞技

推介：平

/

负 让球：负

竞彩胜平负未开盘受注， 让球胜

平负 （-2） “1.68 4.25 3.35”。 威廉

初赔“1.04 9.00 26.00” ， 威廉现赔

“1.04 10.00 46.00”。

国际排名第53迎战第114， 韩国

是亚洲杯争冠热门球队， 菲律宾则

是比较传统的亚洲弱队， 两队人气

差距太过悬殊。 韩国队在亚洲杯前

的7场热身赛3胜4平战绩不算太突

出， 不过其对手多数是美洲球队及亚

洲强队， 因此状态也还算是很稳定。

菲律宾近5战连续不胜遭遇3连败。 双

方近年没有交手记录， 投注人气比较

一边倒在主胜， 同时主队大胜预期偏

高。

威廉初盘胜赔超盘低开， 平负赔

都高开， 后期胜赔在低位振荡， 平负

赔都调高， 利诱平负动机较明显。 韩

国队赢球悬念应该不大， 让球盘适当

防平局。

周一006 韩国VS菲律宾

推介：胜 让球：胜

/

平

竞彩胜平负“1.26 4.40 9.20”，让

球胜平负（-1）“2.00 3.25 3.12”。 威

廉初赔“1.30 4.40 9.50”， 威廉现赔

“1.36 4.20 9.50”。

国际排名第76迎战第91。 亚洲

杯之前，国足总体表现不佳，2018年

10战3胜4平3负， 最近3战2平1负连

续不胜。 吉尔吉斯斯坦近10战6胜1

平3负表现不俗，他们近期热身赛战

胜过约旦和巴勒斯坦

（而国足同期

先后战平了巴勒斯坦和约旦）

。 不过

在交战往绩方面，国足3次友谊赛全

都是在主场大胜了对手。 综合来看，

这场比赛主胜方向投注信心并不是

很充足，平局拉力还是比较足。

威廉初盘胜赔位置偏低， 平负

赔都偏高， 但结构搭配相对比较平

衡。 变盘胜赔调高，平赔调低，负赔

振荡又调回了初始位置。 整体市场

胜赔调高，平负赔都调低。 走势上有

利诱主胜嫌疑， 首选平局捧国足不

败，让球盘捧客队不败。

周一005 中国VS吉尔吉斯斯坦

推介：平

/

胜 让球：负

/

平

竞彩胜平负未开盘受注， 让球

胜平负（-2）“1.78 4.10 3.10”。 威廉

初赔“1.04 9.00 26.00”， 威廉现赔

“1.06 9.00 36.00”。

国际排名第29迎战第135，伊朗

也是争冠热门球队之一， 也门是比

较传统的弱队， 两队基础人气差距

悬殊。 伊朗在去年的世界杯小组赛

拿到4分差点能出线， 他们近6场热

身赛4胜2平不败， 不过基本都是赢

对手1个球。 也门近4战连败只打进1

个进球。 两队近10年内有1次交手记

录，伊朗中立场地2:1小胜了也门。这

场比赛投注人气同样会一边倒看好

主胜，同时伊朗2球以上大胜预期会

偏高。

威廉初盘胜赔超盘低开， 平负

赔都高开。 变盘胜负两头都调高，平

赔振荡。 整体市场也是胜负两头都

调高，平赔调低。 这场比赛看上去赔

率有点不太正常， 伊朗很可能是以

小胜收场。 让球盘不妨走两头。

周一007 伊朗VS也门

推介：胜 让球：胜

/

负

竞彩胜平负“4.05 3.45 1.69”，让

球胜平负（+1）“1.90 3.45 3.20”。 威

廉初赔“4.50 3.50 1.67”， 威廉现赔

“3.90 3.60 1.91”。

联赛积分榜第9迎战榜首队，两

队本赛季联赛首回合交手当中，利

物浦曾客场2:0完胜了狼队。 主队本

赛季是典型的遇强不弱、 遇弱不强

球队，最近2战，他们先是客场爆冷

大胜热刺， 随后又主场0:2完败给了

水晶宫。 而利物浦在一波8连胜过

后， 上轮联赛客场输给了卫冕冠军

曼城，积分榜的领先优势被缩小。 综

合来看， 这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还

是在客胜，平局有一定拉力。

威廉初盘负赔比较中庸， 平赔

偏低， 胜赔较凸出。 变盘负赔大幅

调高， 平赔也调高， 胜赔则是大幅

度调低。 升班马对阵夺冠大热门的

比赛， 目前负赔回报看上去偏丰厚

了。 不妨冷捧主队不败， 让球盘主

胜博胆。

周一102 狼队VS利物浦

推介：平

/

胜 让球：胜

竞彩胜平负“1.75 3.25 4.00”，让球

胜平负（-1）“3.35 3.45 1.85”。 威廉初

赔“2.05 3.25 3.80”， 威廉现赔“1.91

3.40 4.20”。

积分榜第6迎战第16，主队联赛积

分领先14分，总分是后者2倍还多。 主

队前15轮只有1场战平，客队前15轮也

只有2场平局，客场7战输了6场。 上赛

季的交手当中， 双方各自在客场全取

了3分。 主队刚2连胜，客队则是连续3

场不胜，联赛2连败。 投注人气主要在

主胜位置。

威廉初盘胜赔中庸，平赔稍低，

负赔较凸出。变盘胜赔调低，平负赔

都调高， 即时平赔分流效果还是比

较良好。 应属于比较正常的控胜赔

付风险手法。主胜博胆，让球盘首选

平局。

周一106 摩雷伦斯VS阿维斯

推介：胜 让球：平

/

胜

竞彩胜平负“6.00 3.90 1.42”，让

球胜平负（+1）“2.45 3.30 2.40”。 威

廉初赔“5.80 4.00 1.57”， 威廉现赔

“5.50 4.20 1.57”。

积分榜第14迎战第2，客队积分

领先19分优势大，总分是对手的2倍

还多。 近6次交手，里斯本竞技4胜2

平保持不败记录。 上赛季双杀过对

手。 主队近3战连胜但对手都一般。

客队近10战9胜1负， 上轮联赛客场

输给了吉马良斯，但随后2战又连续

赢球。 投注人气主要在客胜，平局稍

稍有拉力。

威廉初盘负赔中庸， 平赔较凸

出，胜赔稍低。 后期负赔振荡，平赔

调高，胜赔调低。 整体市场则是负赔

低开高走，胜平赔都调低，人气向主

队方向引导， 即时负赔回报还在合

理范围。 客胜博胆， 让球盘首选平

局。

周一101 通德拉VS里斯本竞技

推介：负 让球：平

/

负

足球赛事

让球胜平负

中国 VS 吉尔吉斯斯坦 -1 2.00� 3.25� 3.12�

韩国 VS 菲律宾 -2 1.68� 4.25� 3.35�

伊朗 VS 也门 -2 1.78� 4.10� 3.10�

摩雷伦斯 VS 阿维斯 -1 3.35� 3.45� 1.85�

通德拉 VS 里斯本竞技 +1 2.45� 3.30� 2.40�

狼队 VS 利物浦 +1 1.90� 3.45� 3.20�

里尔 VS 索肖 -1 1.95� 3.35� 3.15�

维戈塞尔塔 VS 毕尔巴鄂竞技 -1 5.15� 3.80� 1.49�

波尔图 VS 葡萄牙国民 -2 2.07� 3.90� 2.57�

赛事编号 联赛 主队

VS

客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一005 亚洲杯 中国VS吉尔吉斯斯坦 01-07�19:00���1.26� 4.40� �9.20�

周一006 亚洲杯 韩国VS菲律宾 01-07�21:30

周一007 亚洲杯 伊朗VS也门 01-08�00:00

周一106 葡超 摩雷伦斯VS阿维斯 01-08�01:00��1.75� 3.25� �4.00�

周一101 葡超 通德拉VS里斯本竞技 01-08�03:00��6.00� 3.90� �1.42�

周一102 英足总杯 狼队VS利物浦 01-08�03:45��4.05� 3.45� �1.69�

周一104 法国杯 里尔VS索肖 01-08�03:55��1.26� 4.40� �9.25�

周一103 西甲 维戈塞尔塔VS毕尔巴鄂竞技 01-08�04:00��2.25� 3.05� �2.80�

周一105 葡超 波尔图VS葡萄牙国民 01-08�05:15

赛事编号 联赛 客队

VS

主队

��

比赛时间

周一301 美职篮 圣安东尼奥马刺VS底特律活塞 01-08�08:00

周一302 美职篮 布鲁克林篮网VS波士顿凯尔特人 01-08�08:30

周一303 美职篮 丹佛掘金VS休斯敦火箭 01-08�09:00

周一304 美职篮 犹他爵士VS密尔沃基雄鹿 01-08�09:00

周一305 美职篮 孟菲斯灰熊VS新奥尔良鹈鹕 01-08�09:00

周一306 美职篮 洛杉矶湖人VS达拉斯独行侠 01-08�09:30

周一307 美职篮 纽约尼克斯VS波特兰开拓者 01-08�11:00

周一308 美职篮 奥兰多魔术VS萨克拉门托国王 01-08�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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