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球赛事

赛事编号 联赛

����

主队

VS

客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一001���欧预赛 爱沙尼亚VS荷兰 ���2019-09-10�0�2:45������

周一002���欧预赛 北爱尔兰VS德国 ���2019-09-10�0�2:45��8.25���4.45���1.23�

周一003���欧预赛 匈牙利VS斯洛伐克 2019-09-10�0�2:45��2.20���2.93���2.75�

周一004���欧预赛 波兰VS奥地利 ���2019-09-10�0�2:45��2.00���3.00���3.08�

周一005���欧预赛 斯洛文尼亚VS以色列 2019-09-10�0�2:45�1.85���3.00��3.50�

周一006���欧预赛 俄罗斯VS哈萨克斯坦 2019-09-10�0�2:45������

周一007���欧预赛 苏格兰VS比利时 ����2019-09-10�0�2:45��7.35���4.15��1.28�

周一008���欧预赛 拉脱维亚VS马其顿 2019-09-10�0�2:45��5.60���3.40���1.46�

篮球赛事

赛事编号 联赛 比赛时间 客队

VS

主队

周一301��世杯男篮 09-09�15:30�� 黑山VS日本(+15.5)��1.63��1.77

周一302��世杯男篮 09-09�16:00�� 立陶宛VS多米尼加(+18.5)��1.63��1.77

周一303��世杯男篮 09-09�16:00�� 塞内加尔VS约旦(+9.5)��1.70��1.70

周一304��世杯男篮 09-09�16:30�� 希腊VS捷克(+9.5)��1.63��1.77

周一305��世杯男篮 09-09�19:30�� 新西兰VS土耳其(-5.5)��1.63��1.77

周一306��世杯男篮 09-09�20:00�� 澳大利亚VS法国(-2.5)��1.77��1.63

周一307��世杯男篮 09-09�20:00�� 加拿大VS德国(-1.5)��1.70��1.70

周一308��世杯男篮 09-09�20:30�� 巴西VS美国(-17.5)��1.77��1.63

赛事信息：

榜首之争。 近4次交

手， 波兰3胜1平不败， 首回合交手在

客场1:0小胜。

主队情报：

波兰头5轮4胜1负暂

列榜首， 头4轮取得连胜， 不过上轮

客场0:2完败给了斯洛文尼亚。 此番阵

中球员大多数都是在五大联赛效力，

莱万多夫斯基依然是场上队长。

客队情报 ：

奥地利头5轮 3胜 2

负， 头2轮连续输给了波兰和以色

列， 不过最近 3轮则是连续取胜，

上轮在主场6:0大炒了拉脱维亚。 23人

名单中， 有18人是五大联赛球员， 其

中多达17人出自德甲， 基本上是一支

“德国二队”， 已转投中超上海上港

的头号射手阿瑙托维奇上轮梅开二

度。

实力方面， 波兰还是稍稍有些优

势。 早期竞猜形势方面， 主胜位置低

开高走， 平负两个位置走低， 客胜调

低幅度很大。 双方应该是分胜负格

局， 可首选主胜走两头。

周一004��欧预赛 波兰VS奥地利 09-10�02:45��

赛事信息：

榜首之争。 近4次交

手，德国保持全胜记录。 俄罗斯世

界杯欧洲区预选赛，德国主客场都

曾完胜北爱尔兰2球。

主队情报：

北爱尔兰头4轮全

胜打进7球只丢了2球，不过他们还

没有跟德国、荷兰两大传统强队交

过手。 最近1场热身赛，主场1球小

胜卢森堡。 23人名单中，有22人出

自英系联赛， 不过只有4人在英超

效力。

客队情报：

德国头4轮3胜1负打

进15球丢了6球，头3轮全胜，但上轮

在主场惨遭逆转2:4输给了荷兰。 中

场格纳布里、 克罗斯各打进1球，后

卫塔赫则给对手送上乌龙大礼。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依然主要

会在客胜，但胜平两个位置都会有

拉力。 早期竞猜形势方面，客胜位

置低开低走，胜平位置走高，控制

客胜风险动机偏强。 可看好德国队

客场全取3分。

周一002��欧预赛 北爱尔兰VS德国 09-10�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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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近4次交手，斯洛文

尼亚1胜3平不败， 首回合交手客场

1:1平。

主队情报：

斯洛文尼亚头5轮2

胜2平1负暂时排在小组第3位，球队

头3轮2平1负连续不胜， 但近2轮取

得连胜，上轮主场2:0完胜了榜首的

波兰队。此番阵中球员只有6人是出

自五大联赛， 其余球员大多数也是

在欧洲别国联赛效力。

客队情报：

以色列头5轮同样是

2胜2平1负，积分与对手相同，不过

因净胜球劣势暂时排在小组第4位。

该队头3轮2胜1平不败表现出色，但

近2轮1平1负连续不胜，上轮在主场

被北马其顿1:1逼平。 阵中球员多数

出自本土联赛， 塞维利亚前锋达布

尔是惟一的五大联赛球员。 广州富

力2名外援继续入选，扎哈维上轮打

进1球，总进球数已达到8球，继续位

居欧预赛射手榜首位。

主队整体实力还是占据优势，

以色列进球几乎全靠扎哈维， 本场

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会在胜平， 主胜

投注信心偏强。早期竞猜形势方面，

主胜位置高开低走，平负位置走高，

做热主胜动机偏强。 可首选平局捧

主队不败。

周一005��欧预赛 斯洛文尼亚VS以色列 09-10�02:45��

赛事信息：

近4次交手，比利时全

胜。 首回合交手在其主场3:0大胜。

主队情报：

苏格兰头5轮2胜3负，

暂时排在第4位，近2轮遭遇连败，上轮

在主场1:2不敌排在次席的俄罗斯。 阵

中球员主要出自英格兰联赛以及苏

超，其中有7名英超球员。

客队情报：

比利时头5轮比赛全

胜，暂时位居榜首，领先次席俄罗斯3

分。上轮比赛，比利时在客场4:0大炒垫

底的圣马力诺， 效力切尔西的中锋巴

舒亚伊梅开二度， 替补出场的那不勒

斯前锋梅尔滕斯、 安德莱赫特中场查

德利各打进1球，队长阿扎尔因伤落选

23人大名单。

本场投注人气主要会在客胜，平

局有一定拉力。 早期竞猜形势方面，客

胜位置低开低走，胜平位置高开高走，

比利时客场赢球问题不会太大， 求稳

可防平局。

周一007��欧预赛 苏格兰VS比利时 09-10�02:45��

赛事信息：

两队曾在2016年奥运

会交手1次，当时澳大利亚87比66大胜

了法国。

客队情报：

澳大利亚世界排名第

11位， 此番阵中有4名NBA现役球员。

世界杯前热身赛最后一战曾主场战胜

过美国队，前4场世界杯比赛全胜净胜

分为40分， 已经提前锁定一个8强席

位，但要战胜法国队才能夺得L组第1。

主队情报： 法国世界排名第3位，

上届世界杯曾夺得季军，此番阵中有5

名NBA现役球员。 前4场世界杯比赛全

胜净胜分80分， 同样已锁定1个8强席

位。 不过本场比赛如果输球，则可能在

1/4决赛中提前遭遇美国队。

本场比赛两队战意应还是比较充

足，实力方面法国队稍占优。 早期让分

胜负指数方面， 依然只开出了法国小

让2.5分，双方最终分差预计不会很大，

法国队可看高一线。

周一306��世杯男篮 澳大利亚VS法国 09-09�20:00��

赛事信息：

两队近年没有交手

记录。

客队情报 ：

希腊世界排名第8

位，2006年世界杯曾获得亚军，上届

最终排在第9位。 此番阵中有2名

NBA现役球员，前4场比赛2胜2负净

胜分为14分，暂时在K组垫底，他们

本场必须要净胜8分才有晋级8强的

可能。

主队情报：

捷克世界排名第24

位，这是他们首次以“捷克”名义参

加世界杯， 阵中有1名NBA现役球

员。 前4场比赛3胜1负净胜分为29

分，暂时排在K组第2位，本场比赛只

要赢球就肯定可以杀入8强。

从历史名气和实力来说， 希腊

或许会有一些优势， 但本届世界杯

捷克表现更加显眼。 早期让分胜负

指数方面，依然开出了希腊让9.5分。

可以看好捷克继续爆冷。

周一304��世杯男篮 希腊VS捷克 09-09�16:30��

赛事信息：

两队曾在2010年世界

杯小组赛相遇，当时美国队70比68险

胜。

客队情报：

巴西世界排名第12

位， 过去3届世界杯持续杀入了8强。

此番阵中只有2名NBA现役球员，同

时有5名老将年龄在35岁以上。前4场

比赛3胜1负净胜分为-2分，上一场比

赛爆冷输给了了捷克队。无论较早时

间结束的希腊与捷克比赛是什么结

果，巴西必须要战胜甚至大胜美国队

才有机会晋级8强。

主队情报：

美国仍世界排名第1，

此番阵中全员都是NBA现役球员，但

众多大牌球员并没有入选。 前4场比

赛全胜净胜分只有91分并不算太过

抢眼，已提前锁定1个8强席位。 另外

这场比赛比法国与澳大利亚的比赛

晚开始半小时， 美国队有选择1/4决

赛对手的便利。

临场的晋级形势，将对本场比赛

投注人气产生重大影响。早期让分胜

负指数方面，基本是美国队让17.5分，

巴西爆冷的机会应该更大一些。

周一308��世杯男篮 巴西VS美国 09-09�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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