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竞彩胜平负“2.40 3.30 2.46”，让球

胜平负（-1）“5.15 4.15 1.44”。 威廉初赔

“2.80 3.40 2.35”， 威廉现赔“2.45 3.30

2.70”。 积分榜第 5 迎战第 2，11 轮联

赛过后，客队积分领先了 7 分，优势

还是比较明显。 近 3 次交手当中，墨

尔本胜利全部胜出。 主队近 6 战 2

胜 2 平 2 负状态一般，客队近 6 战 4

胜 2 平表现更加稳定。 本场比赛投

注人气主要会在平负两个位置，只

不过客胜方向投注信心不会很足。

威廉初盘负赔低开， 胜平赔都高

开。 变盘胜平赔都调低， 负赔大幅

调高。 整体市场走势跟威廉类似，

人气明显向胜平方向引导。 首选客

胜捧客队不败， 让球盘客胜博胆。

周三101���阿德莱德联VS墨尔本胜利

推介：负

/

平 让球：负

竞彩胜平负“1.59 3.30 5.10”，让球

胜平负（-1）“3.05 3.15 2.07”。 威廉初赔

“1.63 3.30 5.50”， 威廉现赔“1.70 3.40

5.00”。

国际排名第 93迎战第 81。卡塔尔

23名球员中，22人出自本土联赛，1人

出自日本联赛。黎巴嫩 23名球员中，有

5名海归球员，其中 2人出自瑞典联赛，

希腊、克罗地亚联赛各 1人，1人是在阿

联酋联赛效力。 前者平均年龄只有 25

岁多一点，后者平均年龄接近 28岁，卡

塔尔球员经验相对要欠缺一点。两队历

史上 6次交手，卡塔尔 5胜 1平占据了

绝对优势， 但最近 4年内没有交手记

录。 最近 10战当中，卡塔尔 6胜 1平 3

负表现还不差，不过最近 2战连败给阿

尔及利亚和伊朗。黎巴嫩则是连续 5场

热身赛不胜，近 2战连败给澳大利亚和

巴林。 从国际排名和阵容组成来看，两

队实力应该是非常接近的，基于历史和

状态原因，这场比赛主队的投注人气会

稍微占优。

威廉初盘胜赔低开， 平赔也低开，

负赔凸出。 变盘胜赔调高，平负赔振荡

又都回到了初盘位置。整体市场胜赔走

低，平负赔走高，看上去做热主胜动机

更多一些。 首选客胜捧客队不败，让球

盘客胜博胆。

周三012��卡塔尔VS黎巴嫩

推介：负

/

平 让球：负

竞彩胜平负“1.95 2.85 3.78”，让球

胜平负（-1）“4.30 3.35 1.67”。 威廉初赔

“1.85 3.10 4.20”， 威廉现赔“2.00 2.90

4.20”。

国际排名第 95迎战第 82，两队排

名比较接近。乌兹别克斯坦大多数球员

都是来自本土联赛，不过也有数名球员

是在中日韩、 阿联酋及俄罗斯联赛效

力。 阿曼球员绝大多数出自国内联

赛，少数几名球员在西亚联赛效力。

两队在 2014 年有 2 次热身赛交手

记录， 阿曼连续 2 次都是在客场1:0

小胜。 主队近 4场热身赛 2胜 1平 1

负， 最近 1场是中立场地 0:4输给了韩

国队。 阿曼近 6场热身赛 4胜 1平 1

负， 其中输球是中立场地 0:5惨败给澳

大利亚队。 虽然目前阿曼国际排名更

高，但综合来看，乌兹别克斯坦实力和

基础人气应该会稍稍强一点。本场比赛

投注人气总体上主要还是会在胜和平

两个位置。

威廉初盘胜平赔都低开， 负赔凸

出。 变盘胜赔大幅调高，平赔大幅调低，

负赔在高位振荡。整体市场则是胜负两

头都调高，平赔明显调低。 首选平局捧

主队不败，让球盘捧客队不败。

周三011���乌兹别克斯坦VS阿曼

推介：平

/

胜 让球：负

/

平

竞彩胜平负未开盘受注， 让球

胜平负（-2）“1.75 4.20 3.15”。 威廉

初赔“1.05 8.50 34.00”， 威廉现赔

“1.07 9.50 23.00”。

日本队此次派出的应该只算是

他们的二队阵容， 俄罗斯世界杯参

赛球员，有约半数没有来到西亚，不

过此次 23 人大名单当中，依然有多

达 13 人来自欧洲足球联赛，这样的

阵容在亚洲球队当中， 依然算是很

豪华。 土库曼斯坦的球员绝大多数

都是出自本土联赛， 少数几名海归

球员也是在不出名的联赛效力。 主

队目前国际排名是第 50， 客队目前

国际排名第 127，两队实力差距应该

是非常悬殊的。 日本队在世界杯过

后，5 场热身赛 4 胜 1 平， 最近 1 战

是 4:0 大胜亚洲球队吉尔吉斯斯坦。

土库曼斯坦在 2018 年只有 2 场比

赛记录，亚洲杯预选赛客场 0:4 惨败

给了巴林， 另外一场热身赛则是客

场 2:0 战胜了弱旅阿富汗。 总的来

看， 这场比赛投注人气会一边倒集

中在主胜位置， 同时日本队 3 球以

上大胜预期偏高。

威廉初盘胜赔超盘低开， 平负

赔都高开，后期胜平赔都调高，负赔

大幅调低， 但即时胜赔依然在低回

报位置。 主队赢球应该悬念不大，让

球盘（-2）适当防平局。

周三010���日本VS土库曼斯坦

推介：胜 让球：胜

/

平

竞彩胜平负“2.37 3.05 2.65”，让

球胜平负（-1）“5.10 4.10 1.45”。 威

廉初赔“2.37 3.25 3.00”， 威廉现赔

“2.60 3.20 2.75”。

联赛积分榜倒数第 2 迎战顺数

第 8，但从人员构成来说，摩纳哥实

力还要在雷恩之上。 两队本赛季联

赛中首回合交手当中， 雷恩在客场

2:1 战胜了摩纳哥。摩纳哥近 10 战 6

胜 4 负，表现很神经刀。 雷恩近 6 战

5 胜 1 平总体稳定，不过上战在法国

杯主场被乙级队布雷斯特逼平。 本

场比赛是法联杯的 1/4 决赛， 打到

这个阶段， 两队战意上应该都不会

有太大问题。 因而总体来看，摩纳哥

的投注人气不会明显低于雷恩。 威

廉初盘胜赔位置偏高，平赔中庸，负

赔偏低。 变盘胜赔大幅调高，平负赔

都调低。 整体市场也是胜赔高开高

走，负赔低开低走，平赔调整幅度不

大。 即时胜赔回报明显过高，首选平

局捧客队不败，让球盘客胜博胆。

周三103���摩纳哥VS雷恩

推介：平

/

负 让球：负

竞彩胜平负“2.53 3.25 2.35”，让

球胜平负（+1）“1.45 4.10 5.10”。 威

廉初赔“2.80 3.25 2.40”， 威廉现赔

“2.62 3.25 2.50”。

榜首队迎战积分榜第 3，主队目

前积分上有 3 分的优势。 交战往绩

方面，珀斯光荣处于绝对劣势，联赛

当中已是 9 连败给对手。 状态方面，

珀斯光荣近 10 战 8 胜 1 平 1 负，其

中惟一的失利就是首回合交手主场

1:2 输给了悉尼 FC。 悉尼 FC 近 10

战 6 胜 1 平 3 负总体不如对手，但

他们近 4 战取得连胜状态还算不

错。 综合来看，这场榜首大战，客队

的投注人气还是要稍稍强一点。

威廉初盘负赔低开，平赔中庸，

胜赔高开。 变盘胜赔调低， 负赔调

高，平赔在中庸位置振荡。 整体市场

也是胜赔走低，平负赔走高。 不过目

前负赔回报还是在比较合理的范围

之内。 首选客胜捧客队不败，让球盘

捧主队不败。

周三102���珀斯光荣VS悉尼FC

推介：负

/

平 让球：平

/

胜

竞彩胜平负“4.25 3.05 1.77”，让

球胜平负（+1）“1.84 3.25 3.60”。 威

廉初赔“4.60 3.25 1.80”， 威廉现赔

“4.75 3.00 1.85”。

西甲积分榜第 9 迎战第 2，客队

联赛积分有 12 分的优势。 双方近 3

次交手都是平局收场， 包括本赛季

联赛首回合， 马竞技客场战平了赫

罗纳。 主队近 4 战连续不胜刚 2 连

平。 客队近 4 战 2 胜 2 平不败，上战

联赛客场战平了塞维利亚。 投注人

气主要会在平和负两个位置， 平局

位置拉力相对偏强。

威廉初盘负赔比较中庸， 平赔

偏低，胜赔凸出。 变盘胜负两头都调

高，平赔大幅拉低。 做热平局的动机

偏强，本场比赛应该会分出胜负，不

妨客胜博胆，让球盘首选平局。

周三104���赫罗纳VS马德里竞技

推介：负 让球：平

/

负

足球赛事

篮球赛事

赛事编号 联赛 客队

VS

主队 比赛时间

周三301 欧篮联 莫斯科中央陆军VS达鲁萨发卡 01-10�01:15

周三302 欧篮联 拜仁慕尼黑VS帕纳辛纳科斯 01-10�03:00

周三303 欧篮联 波德戈里察未来VS特拉维夫马卡比 01-10�03:05

周三304 欧篮联 巴塞罗那VS米兰 01-10�03:45

周三305 美职篮 印第安那步行者VS波士顿凯尔特人 01-10�08:00

周三306 美职篮 费城76人VS华盛顿奇才 01-10�08:00

周三307 美职篮 亚特兰大老鹰VS布鲁克林篮网 01-10�08:30

周三308 美职篮 密尔沃基雄鹿VS休斯敦火箭 01-10�09:00

周三309 美职篮 圣安东尼奥马刺VS孟菲斯灰熊 01-10�09:00

周三310 美职篮 克利夫兰骑士VS新奥尔良鹈鹕 01-10�09:00

周三311 美职篮 菲尼克斯太阳VS达拉斯独行侠 01-10�09:30

周三312 美职篮 奥兰多魔术VS犹他爵士 01-10�10:00

周三313 美职篮 芝加哥公牛VS波特兰开拓者 01-10�11:00

周三314 美职篮 底特律活塞VS洛杉矶湖人 01-10�11:30

赛事编号 联赛 主队

VS

客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三010�亚洲杯日本VS土库曼斯坦 01-09�19:00

周三011�亚洲杯乌兹别克斯坦VS阿曼 01-09�21:30��1.95��2.85��3.78�

周三012�亚洲杯卡塔尔VS黎巴嫩 01-10�00:00��1.59��3.30��5.10�

周三101�澳超 阿德莱德联VS墨尔本胜利 01-09�16:50��2.40��3.30��2.46�

周三102�澳超 珀斯光荣VS悉尼FC 01-09�19:00��2.53��3.25��2.35�

周三103�法联赛杯 摩纳哥VS雷恩 01-10�01:45��2.37��3.05��2.65�

周三104�国王杯赫罗纳VS马德里竞技 01-10�02:30��4.25��3.05��1.77�

周三105�国王杯赫塔费VS巴利亚多利德 01-10�03:30��1.73��3.05��4.50�

周三106�国王杯比利亚雷亚尔VS西班牙人 01-10�03:30��1.88��3.05��3.75�

周三107�英联赛杯 曼彻斯特城VS伯顿 01-10�03:45

周三108�法联赛杯 巴黎圣日尔曼VS甘冈 01-10�04:05

周三109�法联赛杯 波尔多VS勒阿弗尔 01-10�04:05��1.56��3.50��4.95�

周三110�国王杯皇家马德里VS莱加内斯 01-10�04:30��1.23��4.90��9.00�

周三111�墨西哥杯 坦皮科VS普埃布拉 01-10�09:00��3.15��3.00��2.10�

周三112�墨西哥杯 莱昂VS瓦哈卡 01-10�09:00��1.41��4.00��5.90�

周三113�墨西哥杯 圣路易斯VS内卡萨 01-10�11:00��2.75��3.0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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