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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灵主场有望擒升班马

足

球

赛

事

提

点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佐加顿斯4

胜2平不败，本赛季首回合客场1:1握手

言和。

主队情报：

佐加顿斯头22轮14胜5

平3负，暂时排在榜首。 头11轮主场7胜

3平1负，主场成绩只排在第5位，相对

不算太强势。 近8场比赛7胜1负总体状

态良好， 不过上轮榜首战客场0:1不敌

索尔纳。

客队情报：

升班马赫尔辛堡头22

轮5胜6平11负，暂时排在第11位，排名

相对靠后。 头11轮客场1胜3平7负，客

场表现更为疲软。 近6战1胜1平4负总

体状态不佳， 上轮主场2:0胜奥斯特桑

斯，但客场则是遭遇3连败。

投注人气主要集中在主胜位置，

平局位置稍稍有拉力。 早期竞猜形势

方面，主胜位置低位振荡，平局位置走

高，客胜位置在高位振荡。 主队全取3

分问题不大。

周一003��瑞超 佐加顿斯VS赫尔辛堡 09-17�01:00��

赛事信息：

近5次交手，埃尔夫

斯堡4胜1平不败， 本赛季首回合在

其主场1:0小胜。

主队情报：

升班马埃斯基尔斯

蒂纳头22轮3胜5平14负， 暂时排在

倒数第2位。 头11轮主场2胜4平5负，

主场表现也是比较疲软。近6战1胜5

负状态不佳，近4轮联赛遭遇连败。

客队情报：

埃尔夫斯堡头22轮7

胜7平8负，暂时排在第9位，处于比

较中游的位置。 头11轮客场2胜2平7

负，客场表现比较疲软。 近6战2胜2

平2负总体状态一般， 近4战2胜2平

不败。

本场投注人气主要会在平负两

个位置，但客胜信心不强。 早期竞猜

形势方面，平负两个位置走高，主胜

位置高开低走， 目前客胜回报依然

在偏低位置。 可首选客胜捧客队全

身而退。

周一002��瑞超 埃斯基尔斯蒂纳VS埃尔夫斯堡 09-17�01:00��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朗斯2胜3

平1负稍稍占优，上赛季2回合交手1平

1负不胜，其中主场是0:1爆冷输球。

主队情报：

朗斯头6轮2胜2平2负，

暂时排在第13位。 头2轮主场1胜1负打

进3球丢了3球。 近6场比赛1胜3平2负

状态不佳， 近4战连续不胜， 近2战连

平。

客队情报：

沙托鲁头6轮2平4负连

续不胜，暂时排在倒数第2位。 头3轮客

场1平2负连续不胜， 客场成绩也是倒

数第2位。 近7场正式比赛2平5负连续

不胜，最近1个客场拿到1分。

主队即时人气不足， 但客队即时

人气更糟糕， 总体投注人气主要还是

会在主胜。 早期竞猜形势方面，主胜位

置大幅调低，平负位置都调高，可首选

主胜防平局。

周一010��法乙 朗斯VS沙托鲁 09-17�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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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近5次交手，都灵2胜

2平1负稍稍占优。 最近7年内双方没

有交手记录。

主队情报：

都灵头2轮连胜萨索

洛和亚特兰大，暂时排在积分榜第4

位，本场赢球的话，可以跃居积分榜

次席甚至榜首。 球队近6战3胜1平2

负总体状态一般，欧罗巴2回合都输

给了狼队，已经无缘小组赛。

客队情报：

升班马莱切头2轮连

败给国米和维罗纳，丢了5球还没取

得进球。 近6场比赛4胜2负看上去状

态不差，最近1场热身赛也是取得胜

利。

投注人气主要在主胜位置，客

胜位置也有一定拉力。 早期竞猜形

势方面，主胜位置低开低走，平负位

置高开高走， 总体来说应该是控制

主胜赔付风险动机更强。 可看好都

灵全取3分。

周一009��意甲 都灵VS莱切 09-17�02:45��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萨尔普

斯堡4胜2平不败， 本赛季首回合客

场1:1平。

主队情报：

萨尔普斯堡头20轮2

胜10平8负，暂时排在倒数第2位。头

10轮主场2胜6平2负， 主场胜率很

低，但不败率还是相当高。 近10 场

比赛6平4负连续不胜，近4轮主场遭

遇连平。

客队情报：

瓦勒伦加头20轮7胜

6平7负，暂时排在第7位。 头10轮客

场2胜3平5负， 客场成绩排在第10

位，表现相对比较疲软。 近6战3平3

负也是连续不胜，近3轮客场1平2负

连续不胜。

本场比赛胜负两头信心都不

足，平局关注度相对偏高。早期竞猜

形势方面，主胜位置低开低走，平负

位置高开高走， 人气向主胜位置引

导动机偏强。 可捧客队全身而退。

周一004��挪超 萨尔普斯堡VS瓦勒伦加 09-17�01:00��

赛事信息：

近 6 次交手， 莫斯科

迪纳摩 4 胜 2 平不败， 上赛季 2 回合

交手全胜， 近 4 次坐镇主场 3 胜 1 平

不败。

主队情报：

迪纳摩头8轮2胜3平3

负，暂时排在第11位，头4轮主场1胜3

负表现不佳。 近6战1胜3平2负状态低

沉，近3个主场1平2负连续不胜。

客队情报：

乌法头8轮3胜1平4负

暂时排在第9位，积分只领先对手1分。

头3轮客场1平2负连续不胜，客场表现

比较疲软。 近6战3胜1平2负，上轮在主

场不敌奥伦堡加。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总体上比较中

庸，主胜信心稍稍偏强。 早期竞猜形势

方面， 主胜位置走低， 平负位置都走

高，看上去有做热主胜嫌疑，不妨首选

平局捧主队不败。

周一005��俄超 莫斯科迪纳摩VS乌法 09-17�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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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

近6次交手，西汉姆

联3胜2平1负占优， 不过近2个赛季

没有正式比赛交手记录。

主队情报：

升班马维拉头4轮1

胜3负打进4球丢了6球，暂时排在倒

数第3位。 头2轮主场1胜1负，输给伯

恩茅斯但又2:0完胜埃弗顿。

客队情报：

西汉姆头4轮联赛2

胜1平1负，暂时排在第9位。 头2轮客

场1胜1平不败，战平布赖顿，战胜了

沃特福德。 球队近3场正式比赛取得

连胜。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会比较明显

偏向客胜， 但胜平两个位置还是有

拉力。 早期竞猜形势方面，主胜位置

明显走高，平负两个位置都走低，平

局指数较为凸出， 不妨走两头捧双

方分出胜负。

周一011��英超 阿斯顿维拉VS西汉姆联 09-17�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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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冠 多哈萨德VS利雅得纳斯尔 09-16�23:45

周一002 瑞超 埃斯基尔斯蒂纳VS埃尔夫斯堡 09-17�01:00 �3.45�����3.20��1.80�

周一003 瑞超 佐加顿斯VS赫尔辛堡 09-17�01:00 1.19� ����4.80���9.00�

周一004 挪超 萨尔普斯堡VS瓦勒伦加 09-17�01:00 1.85� ����3.30���3.18�

周一005 俄超 莫斯科迪纳摩VS乌法 09-17�01:00 1.54� ����3.10���5.40�

周一006 荷乙 阿尔克马尔青年队VS布雷达 09-17�02:00

周一007 荷乙 奈梅亨VS格拉夫夏普 09-17�02:00

周一008 德乙 圣保利VS汉堡 09-17�02:30 3.65� ����3.60���1.65�

周一009 意甲 都灵VS莱切 09-17�02:45 1.33� ����4.05���6.25�

周一010 法乙 朗斯VS沙托鲁 09-17�02:45 1.34� ����3.70���7.00�

周一011 英超 阿斯顿维拉VS西汉姆联 09-17�03:00 2.30� ����3.35���2.35�

赛事信息：

近4次交手，双方各1

胜2平1负平分秋色， 上赛季相同主

客对阵下，汉堡客场4:0大胜。

主队情报：

圣保利头5轮1胜2平

2负，暂时排在第12位。 头2轮主场1

胜1负。近8场比赛1胜4平3负表现不

佳， 最近1场热身赛中立场地0:3不

敌奥尔堡。

客队情报：

汉堡头 5 轮 4 胜 1

平不败， 暂时排在积分榜次席。 头

2 轮客场全胜。 近 7 场比赛 4 胜 3

平不败， 最近 1 场热身赛客场平沃

尔夫斯堡。

总体来看， 客胜位置投注信心

偏强，胜平两个位置也有一定拉力。

早期竞猜形势方面， 客胜位置低开

低走，胜平两个位置走高。可首选客

胜捧客队不败。

周一008��德乙 圣保利VS汉堡 09-17�02:30��

今日竞彩固定奖

让球胜平负

主队

VS

客队 让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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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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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

埃斯基尔斯蒂纳VS埃尔夫斯堡 +1 1.70� 3.50� 3.50�

佐加顿斯VS赫尔辛堡 -1 1.75� 3.50� 3.32�

萨尔普斯堡VS瓦勒伦加 -1 3.60� 3.60� 1.66�

莫斯科迪纳摩VS乌法 -1 2.85� 3.15� 2.04�

圣保利VS汉堡 +1 1.88� 3.55� 2.90�

都灵VS莱切 -1 2.15� 3.30� 2.56�

朗斯VS沙托鲁 -1 2.25� 3.15� 2.53�

阿斯顿维拉VS西汉姆联 -1 4.80� 4.25� 1.40�

今日竞彩受注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