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事信息：

近4次交手，海尔蒙特2

胜1平1负占优， 上赛季2回合交手，阿

尔克马尔青年1胜1平不败， 其中主场

是2:2握手言和。

主队情报：

阿尔克马尔青年暂时

排在第15位， 由于母队阿尔克马尔从

荷甲降级的可能性极低， 青年队在荷

乙也并没有太多的动力和压力。 头9轮

主场3胜3平3负， 主场表现中规中矩。

近7战2胜5负状态较低迷，上轮客场1:3

不敌榜首坎布尔，不过近2轮主场则是

取得连胜。

客队情报：

海尔蒙特暂时排在倒数第

2位，积分落后对手2分差距不大。 头8轮客

场1胜3平4负，打进8球丢了多达21球，但相

对来说抢分效率还是不低。近8战3平5负连

续不胜，近3场客场比赛遭遇连平。

投注人气主要会在胜平两个位

置，主胜投注信心相对偏强。竞猜形

势方面，主胜位置低开低走，平负位

置高开高走，平局指数很凸出，应是

分出胜负的格局，主胜是首选。

周一002��荷乙 阿尔克马尔青年队VS海尔蒙特 12-10�03:00��

赛事信息：

近5次交手，罗达JC3

胜1平1负占优，上赛季2回合交手，各

自在主场全取3分， 阿贾克斯青年主

场5:1大胜。

主队情报：

阿贾克斯青年目前排

在积分榜第3位， 落后榜首坎布尔9

分，不过由于母队阿贾克斯不可能从

荷甲降级，因而他们没有升级到荷甲

的资格。 头8轮主场5胜2平1负，主场

表现比较强势。 近10战7胜1平2负总

体状态良好，近4战3胜1平不败，上轮

在客场战胜了特尔斯达。

客队情报：

罗达JC排在第14位，

积分落后对手14分， 差距比较明显。

头8轮客场1胜5平2负， 客场胜率偏

低，但不败率很高。 近6战1胜3平2负

状态不佳，近5战连续不胜，上轮在主

场1:4不敌SBV精英， 近7个客场2平5

平不败，近4轮联赛客场遭遇连平。

投注人气主要在主胜，但平局位

置拉力也较强。 竞猜形势方面，主胜

指数在超盘低位振荡，平负位置高开

高走，主队赢球机会大，不过防平没

准有惊喜。

周一001��荷乙 阿贾克斯青年队VS罗达JC ��12-10�03:00��

赛事信息：

两支降班生的对决。

近6次交手， 斯图加特4胜1平1负占

优，上赛季德甲主场1:1握手言和。

主队情报：

斯图加特目前排在第

4位， 积分落后榜首比勒菲尔德7分，

领先本场对手11分。 头8轮主场6胜2

负，表现比较强势。 近6战3胜1平2负

状态一般， 上轮客场1:2不敌桑德豪

森，不过近3个主场取得连胜。

客队情报：

纽伦堡暂时排在倒数

第3位，头7轮客场2胜2平3负，客场成

绩反而排在德乙第8位表现不俗。 近8

战4平4负没有胜绩，上轮主场0:2不敌

升班马韦恩， 最近4个客场2平2负也

连续不胜。

投注人气主要在主胜，平局稍稍

有拉力。 竞猜形势方面，主胜位置低

开低走，平负位置走高，指数结构搭

配较为平衡。 应是斯图加特主场不败

格局，博胆可看好主队全取3分。

周一003��德乙 斯图加特VS纽伦堡 12-10�03:30��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里奥阿维3

胜2平1负稍占优势，近2个赛季没有交

手记录。

主队情报：

里奥阿维目前排在第

10位，积分落后对手1分。 头6轮主场2

胜2平2负，主场表现中规中矩。 近6战2

胜2平2负状态平淡， 上轮客场0:2不敌

布拉加，近2个主场则是取得连胜。 替

补中场亚姆波尔和1名长期伤病缺阵，

主力攻击中场桑托斯、洛佩斯、替补攻

击型中场加布里尔泽尼奥、 主力防守

中场塔兰蒂尼都受到伤病困扰上阵成

疑。

客队情报：

升班马吉维森特暂时

排在第9位，头5轮客场1胜4负，打进3

球丢了9球，客场表现较为疲软。 近6战

3胜3负总体表现一般， 本周中葡联杯

主场2球完败给里斯本竞技， 不过近3

轮联赛则是取得连胜。 主力中卫罗德

里戈已休战2个多月， 本场继续缺阵，

另1名因伤缺阵球员姆拉德诺维奇本

赛季没有联赛出场记录。 其余球员基

本都可以正常出战。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总体上属于比

较中庸的分布格局。 竞猜形势方面，主

胜位置低开高走，平负两个位置走低。

主胜回报还在偏低位置。 双方应会分

出胜负。

周一005��葡超 里奥阿维VS吉维森特 12-1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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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伦敦德比战。 近6次交

手，阿森纳4胜1平1负占优，上赛季客

场0:1不敌西汉姆联。

主队情报：

西汉姆联目前排在第

16位，积分落后对手3分差距不大。 头7

轮主场2胜1平4负， 主场表现比较疲

软。 近10战1胜2平7负表现糟糕，但惟

一的胜局，则是伦敦德比客场1球小胜

切尔西， 近4轮主场1平3负连续不胜，

上一个主场是2:3不敌同城对手热刺。

半主力攻击型中场兰齐尼、 主力门将

法比安斯基因伤缺阵， 后者是长期伤

病。 替补中场威尔谢尔、替补边卫安东

尼奥、 主力攻击中场斯诺德格拉斯受

伤病困扰出战成疑。

客队情报：

阿森纳暂时也只排在

第10位，积分落后前4名球队至少已有

10分。 头7轮客场1胜3平3负，客场表现

也是比较疲软。 近10战1胜6平3负同样

状态低迷，近9战更是连续不胜，上轮

主场不敌布赖顿，客场也是连续6场不

胜。 半主力中场塞巴洛斯因伤缺阵，替

补后卫霍尔丁仍受到伤病困扰出战成

疑。

两队近况都不佳， 本场德比战投

注人气总体上属于比较中庸的分布格

局。 竞猜形势方面， 客胜位置明显调

高，胜平两个位置走低，主胜指数调低

幅度偏大，目前平局指数非常凸出。 可

首选客胜捧双方分出胜负。

周一004��英超 西汉姆联VS阿森纳 12-10�04:00��

让球胜平负

主队

VS

客队 让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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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

� �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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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

阿贾克斯青年队VS罗达JC -1 1.75� 4.10� 3.20�

阿尔克马尔青年队VS海尔蒙特 -1 2.55� 3.85� 2.10�

斯图加特VS纽伦堡 -1 2.63� 3.55� 2.15�

西汉姆联VS阿森纳 +1 1.76� 3.85� 3.35�

里奥阿维VS吉维森特 -1 2.75� 3.35�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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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乙 阿贾克斯青年队VS罗达JC 12-10�03:00 1.25� ��5.50���7.20�

周一002 荷乙 阿尔克马尔青年队VS海尔蒙特 12-10�03:00 1.57� ��3.95���4.30�

周一003 德乙 斯图加特VS纽伦堡 12-10�03:30 1.53� ��4.05���4.55�

周一004 英超 西汉姆联VS阿森纳 12-10�04:00 3.15� ��3.80���1.84�

周一005 葡超 里奥阿维VS吉维森特 12-10�04:15 1.56� ��3.5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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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近10次交手，凯尔特

人7胜3负优势明显， 近7次交手取得

连胜，本赛季已3连胜对手，近2次是

在客场连胜骑士，10月中旬曾主场

118:72大炒骑士。

客队情报：

骑士目前位居东部第

13位排名靠后，近10个客场2胜8负表

现不佳，上一个客场94:141惨败给了

费城76人， 另外他们近6场比赛也是

遭遇了连败。

主队情报：

凯尔特人目前排在东

部第2位，9轮主场全部获胜。 近10战6

胜4负状态一般，但最近3场比赛取得

连胜，近2轮主场连胜迈阿密热火、丹

佛掘金。

两支球队实力差距比较明显，拥

有主场之利的凯尔特人赢球没有太

多悬念，骑士应是少输当赢。

周一301��美职篮 克利夫兰骑士VS波士顿凯尔特人 12-10�08:30��

赛事信息：

近10次交手，多伦多猛

龙9胜1负占据绝对优势。 本赛季头2次

交手，双方各自在客场战胜了对手，最

近1战是猛龙客场108:84战胜公牛。

客队情报：

多伦多猛龙目前只排

在东部第4名，前10轮客场6胜4负表现

一般。 近10场比赛7胜3负，状态还算比

较良好，场均净胜8.6分，上轮主场119:

109战胜休斯敦火箭。

主队情报：

芝加哥公牛暂时只排

在东部第11位， 头12轮主场4胜8负

表现不佳。 近10场比赛4胜6负状态

一般，场均净胜分为-3分。 最近2个

主场1胜1负， 先是106:99战胜孟菲

斯灰熊，随后98:100小负给了金州勇

士。

本场比赛虽然猛龙在实力上优势

比较明显， 不过他们表现并不是很稳

定， 坐镇主场的公牛至少应该不至于

惨败。

周一302��美职篮 多伦多猛龙VS芝加哥公牛 12-1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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