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事信息：

两队历史上没有交

手记录。

客队情报：

塞内加尔排在世界

第 37 位， 他们是第 5 次参加世界

杯，上届最终是排在第 16 位。 此番

阵中球员大多数出自欧洲联赛，主

要是在法国联赛打球，没有 NBA 现

役球员。首轮小组赛，他们 47:101 惨

败给了立陶宛， 分差达到了 54 分，

而且每节都是输了 10 分以上，完全

是一边倒的态势。

主队情报：

澳大利亚排名世界

第 10 位， 稍低于种子队立陶宛，

但无疑是本组头名的有利竞争者。

阵中球员多数在本土联赛效力， 不

过有 4 名 NBA 现役球员， 世界杯

开战前热身赛曾主场战胜过美国

队。 首轮小组赛， 以 108:92 大比分

战胜了加拿大， 第一节、 第二节持

续领先， 虽然第三节被对手狂追了

13 分反超， 但在最后一节爆发， 单

节净胜对手 17 分杀死了比赛。

从双方实力来说， 本场比赛胜

负关系几乎没有悬念， 早期让分胜

负指数方面， 基本是主让 35.5 分~

37.5 分之间，澳大利亚净胜 36 分以

上可能性较大。

周二301��世杯男篮 塞内加尔 VS�澳大利亚 09-03�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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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两队曾在 2016 年有过

1 次热身赛交手，黑山 83:68 胜出。

客队情报：

新西兰世界排名第 38

位，这是历史第 6 次参加世界杯，此前

最好成绩曾经在 2002 年杀入过 4 强，

不过上届世界杯最终是排在了第 15

位。阵中球员 10 人出自本土联赛，2 名

海归分别在土耳其、意大利联赛效力。

首场小组赛， 以 94:102 惜败老牌强队

巴西， 在上半场他们曾经是和对手打

平，但第三届净负 16 分，尽管第四节

扳回了 8 分，但仍未能挽回败局。

主队情报：

黑山世界排名第28位，

不过还是历史首次参加世界杯。 阵中

球员7人出自本土，4人出自西班牙联

赛， 中锋武切维奇是奥兰多魔术队的

现役NBA球员。 在世界杯之前最后一

场热身赛，他们战胜过波兰队，首轮小

组赛，以60:85不敌本组种子球队希腊，

上半场落后对手26分， 下半场希腊队

有所松懈，分差才没有进一步扩大。

虽然双方实力看上去应该比较接

近， 但首次参加世界杯的黑山比较缺

乏经验。 早期让分胜负指数方面，基本

是在主让 2.5 分~3.5 分之间。不妨冷捧

世界杯经验更丰富的新西兰队。

周二302��世杯男篮 新西兰VS黑山 09-03�16:00

赛事信息：

两队近 2 次交手，捷

克队全胜，2016 年奥运会落选赛，曾

以 87:71 胜出。

客队情报：

捷克队世界排名第

24 位，捷克斯诺伐克解体后，是首次

参加世界杯。 阵中球员 8 人出自本

土，2 人出自法国联赛，1 人出自西

班牙联赛，萨托兰斯基-托马斯是芝

加哥公牛队的现役 NBA 球员。世界

杯前热身赛， 他们曾经战胜过韩国

队，首轮小组赛以 67:88 不敌夺冠热

门美国队， 萨托兰斯基个人独得 17

分。

主队情报：

日本队世界排名第

48 位，在此次参赛亚洲球队中，排名

仅高于约旦。 日本队是历史第 5 次

参加世界杯， 不过最近 2 届世界杯

都连续缺席。 阵中球员 10 人出自本

土联赛， 但有 2 名 NBA 现役球员。

首轮小组赛，以 67:86 不敌同组第二

强的土耳其，在 NBA 效力的美日混

血前锋八村

塁

独得了 15 分和 7 个

篮板。

整体实力方面， 捷克应该是占

据一定优势，日本队爆冷希望不大。

早期让分胜负指数， 基本是客让 7

分至 8.5 分之间。捷克队净胜 9 分以

上的可能性较大。

周二303��世杯男篮 捷克VS日本 09-03�16:30

赛事信息：

两队历史上没有交手

记录。

客队情报：

多米尼加世界排名第18

位，他们是历史第3次参加世界杯，上届

世界杯曾经排在了第13位。 阵中球员多

数出自本土联赛， 有5名海归，3人出自

欧洲联赛，2人出自美洲联赛。 热身赛阶

段4战仅战胜过中国国奥队， 首场小组

赛80:76小胜亚洲弱旅约旦， 上半场曾

经领先对手11分，最后2节被持续扳回

了比分，比较惊险地保住了胜果。

主队情报：

德国队世界排名第22

位， 是此次欧洲参赛队中排名较低的

球队， 世界杯最好成绩曾拿过季军，

2010年世界杯跌落到第17位， 上届世

界杯则是缺席了比赛。 阵中球员多数

在本土效力，2人出自西班牙联赛，有3

名NBA现役球员。 首轮小组赛，德国队

以74:78小负于夺冠热门法国队， 上半

场曾落后多达16分， 但下半场持续追

分，最终只输了4分。

两队基本上是同组第二名的直接

竞争者， 德国队在实力上要占据明显

优势。 早期让分胜负方面，基本是在主

让15.5分至18.5分之间。 德国队或较难

净胜19分以上。

周二304��世杯男篮 多米尼加VS德国 09-03�16:30

赛事信息：

近 3 次交手，加拿大

2 胜 1 负占优， 近 2 次热身赛连胜，

不过在 2010 年世界杯曾 68:70 惜败

给对手。

客队情报：

加拿大世界排名第

23 位， 历史上长期能杀入世界杯 8

强，但 2010 年世界杯最终排在第 22

位，并缺席了上届世界杯。 加拿大有

众多 NBA 现役球员，但此次最终只

有 2 名 NBA 现役球员入选大名单，

其余球员多数都是在欧洲联赛效

力。 首轮小组赛，92:108 不敌澳大利

亚，上半场落后 12 分，第三节结束

时曾经反超比分， 但最后一节崩盘

大比分还是输球。

主队情报：

立陶宛世界排名第 6

位，是本组种子球队。 他们过去 2 届

世界杯都是杀入了 4 强。 此次参赛

名单中， 同样有 2 名 NBA 现役球

员，除了 4 人出自本土联赛，其余球

员都是在欧洲其它联赛效力。 首场

小组赛， 他们 101:47 大比分战胜了

塞内加尔队， 比赛呈现了一边倒的

局面， 阵中球员有 3 人得分达到 13

分。

总体来看， 两队实力差距并不

会很悬殊。 早期让分胜负指数，最低

只是客让 4.5 分，不过目前基本调整

至客让 6.5 分~7.5 分，立陶宛净胜 8

分以上几率较高。

周二305��世杯男篮 加拿大VS立陶宛 09-03�19:30

赛事信息：

近 6 次交手，唐卡斯特

3 胜 1 平 2 负稍占优势，本赛季联赛首

回合主场 2:1 胜出。

主队情报：

唐卡斯特暂时排在英

甲第 11 位，新赛季 5 场正式比赛 2 胜

2 平 1 负，其中仅英联杯客场不敌低级

别球队，4 轮联赛 2 胜 2 平不败，3 个

主场比赛 2 胜 1 平不败， 上轮联赛在

主场 2:1 战胜了林肯城，近 2 个主场连

胜。 由于上轮客场挑战贝里的联赛场

次被延期，上周末球员们得到了休息。

客队情报：

林肯城暂时排在英甲

第 2 位，近 8 场正式比赛 5 胜 3 负，联

赛当中 4 胜 2 负， 上周中英联杯主场

不敌埃弗顿出局，上周末联赛主场 2:0

完胜福利特伍德。 不过最近 2 场客场

比赛，则是在联赛中遭遇了连败。

从基础人气来说， 林肯城会占据

一定优势， 但由于双方最近联赛交手

是唐卡斯特主场胜出， 本场比赛投注

人气还是会稍稍偏向主队。 早期竞猜

形势方面，客胜位置走低，胜平两个位

置走高， 人气向客胜方向引导动机偏

强，可首选平局捧主队不败。

周二002��英锦标赛 唐卡斯特VS林肯城 09-04�02:45

赛事信息：

近 6 次交手，福利特

伍德 4 胜 1 平 1 负占优， 本赛季联

赛首回合主场 2:0 完胜。

主队情报：

阿克宁顿目前排在

英甲第 20 位，近 6 场正式比赛 1 胜

1 平 4 负总体状态不佳，上轮联赛主

场 2:1 战胜了米尔顿凯恩斯，是他们

本赛季获得的首场正式比赛胜利。

此前英联杯，他们主场 1:3 输给了桑

德兰。

客队情报：

福利特伍德暂时排

在英甲第 9 位， 新赛季头 7 场正式

比赛 3 胜 1 平 3 负总体一般，客场 4

战 1 胜 3 负表现不佳， 近 3 场客场

比赛遭遇了连败，上轮联赛客场 0:2

完败给了林肯城。 此前英联杯，他们

客场 0:1 输给了诺丁汉森林。

福利特伍德基础人气占据比较

明显优势， 但本场比赛客胜位置投

注信心明显不会很足。 早期竞猜形

势方面，客胜位置走高，主胜位置走

低，平局指数在中庸位振荡。 双方握

手言和相对更合理， 可捧客队全身

而退。

周二001��英锦标赛 阿克宁顿VS福利特伍德 09-04�02:45

赛事编号 联赛 主队

VS

客队

��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二001��英锦标赛 阿克宁顿VS福利特伍德 09-04�02:45

周二002��英锦标赛 唐卡斯特VS林肯城 09-04�02:45

足球赛事

篮球赛事

周二 301��世杯男篮 塞内加尔 VS�澳大利亚 09-03�15:30

周二 302��世杯男篮 新西兰 VS�黑山 09-03�16:00

周二 303��世杯男篮 捷克 VS�日本 09-03�16:30

周二 304��世杯男篮 多米尼加 VS�德国 09-03�16:30

周二 305��世杯男篮 加拿大 VS�立陶宛 09-03�19:30

周二 306��世杯男篮 希腊 VS�巴西 09-03�20:00

周二 307��世杯男篮 土耳其 VS�美国 09-03�20:30

周二 308��世杯男篮 法国 VS�约旦 09-03�20:30

周二 309��美职女篮 华盛顿神秘人 VS�纽约自由 09-04�07:00

周二 310��美职女篮 西雅图风暴 VS�菲尼克斯水星 09-04�10:00

周二 311��美职女篮 亚特兰大梦想 VS�洛杉矶火花 09-0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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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城客场恐难取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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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竞彩受注赛程

菜鸟黑山恐难擒新西兰

篮球世界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