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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勒松VS布兰 +1 1.52� 3.75� 4.50�

海于格松VS克里斯蒂安松 -1 4.40� 3.75� 1.53�

斯达VS莫尔德 +1 2.10� 3.60� 2.55�

斯塔贝克VS桑纳菲尤尔 -1 3.60� 3.50� 1.71�

维京VS姆延达伦 -1 3.05� 3.45� 1.88�

曼彻斯特联VS谢菲尔德联 -1 2.04� 3.25� 2.86�

纽卡斯尔联VS阿斯顿维拉 -1 4.75� 3.80� 1.48�

诺维奇VS埃弗顿 +1 1.71� 3.55� 3.55�

狼队VS伯恩茅斯 -1 2.60� 3.20� 2.22�

国际米兰VS萨索洛 -1 1.92� 3.60� 2.85�

阿拉维斯VS奥萨苏纳 -1 6.40� 3.90� 1.36�

皇家社会VS维戈塞尔塔 -1 3.65� 3.45� 1.71�

通德拉VS费雷拉 -1 6.20� 4.05� 1.35�

奥德VS瓦勒伦加 -1 4.45� 3.70� 1.53�

利物浦VS水晶宫 -2 2.80� 3.80� 1.90�

罗马VS桑普多利亚 -1 2.10� 3.50� 2.60�

亚特兰大VS拉齐奥 -1 3.80� 3.85� 1.60�

皇家马德里VS马洛卡 -2 1.95� 4.10� 2.55�

摩雷伦斯VS法马利康 +1 1.46� 3.90� 4.85�

足球赛事

联赛 对阵 开赛时间 参考指数

周三001 挪超 奥勒松VS布兰 06-25�00:00 2.85� 3.15� 2.10�

周三002 挪超 海于格松VS克里斯蒂安松 06-25�00:00 2.10� 3.10� 2.90�

周三003 挪超 斯达VS莫尔德 06-25�00:00 4.50� 3.80� 1.52�

周三004 挪超 斯塔贝克VS桑纳菲尤尔 06-25�00:00 1.83� 3.20� 3.50�

周三005 挪超 维京VS姆延达伦 06-25�00:00 1.67� 3.45� 3.95�

周三006 英超 曼彻斯特联VS谢菲尔德联 06-25�01:00 1.28� 4.10� 8.50�

周三007 英超 纽卡斯尔联VS阿斯顿维拉 06-25�01:00 2.20� 2.90� 2.90�

周三008 英超 诺维奇VS埃弗顿 06-25�01:00 3.45� 3.25� 1.83�

周三009 英超 狼队VS伯恩茅斯 06-25�01:00 1.48� 3.50� 5.50�

周三010 意甲 国际米兰VS萨索洛 06-25�01:30 1.29� 4.50� 6.80�

周三011 西甲 阿拉维斯VS奥萨苏纳 06-25�01:30 2.55� 2.60� 2.75�

周三012 西甲 皇家社会VS维戈塞尔塔 06-25�01:30 1.84� 3.05� 3.70�

周三013 葡超 通德拉VS费雷拉 06-25�02:00 2.60� 2.57� 2.70�

周三014 挪超 奥德VS瓦勒伦加 06-25�02:30 2.10� 3.10� 2.90�

周三015 英超 利物浦VS水晶宫 06-25�03:15 1.16� 5.25� 11.00�

周三016 意甲 罗马VS桑普多利亚 06-25�03:45 1.34� 4.25� 6.25�

周三017 意甲 亚特兰大VS拉齐奥 06-25�03:45 1.97� 3.45� 2.90�

周三018 西甲 皇家马德里VS马洛卡 06-25�04:00

周三019 葡超 摩雷伦斯VS法马利康 06-25�04:15 2.90� 2.85�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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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近4次交手，曼联3胜

1平0负占优。 本赛季首回合交手，双

方在谢菲联主场3:3大比分战平。

主队情报：

主队近6轮联赛3胜3

平0负，上轮客场1:1战平热刺，暂时

排在积分榜第5位，尚有机会争夺欧

冠席位； 前15轮主场8胜5平2负，主

场成绩排在第4位，主场表现比较强

势。 林德罗夫、菲尔·琼斯、图安泽贝

受伤病困扰上阵成疑。

客队情报：

客队近6轮联赛3胜2

平1负，上轮客场0:3大败给了纽卡斯

尔，暂时排在积分榜第7位，只落后

本场对手2分； 前15轮客场4胜8平3

负，客场成绩排在第7位，不过平局

率超过5成。 主力中卫伊根红牌停

赛， 头号门将亨德森因身份属于曼

联球员，本场不能出战，主力中卫奥

康奈尔、 半主力前锋麦戈德里克因

伤出战成疑。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在主

胜，但平局也有一定关注度。 竞猜形

势方面，主胜位置大幅调低，平负位

置走高， 平局指数处于低凹位分流

效果不错。 应可看好曼联主场全取3

分。

周三006��英超 曼彻斯特联VS谢菲尔德联 06-25�01:00

曼联战黑马主场或全取3分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双方各2

胜2平2负。 本赛季首回合交手，诺维

奇在客场2球完胜。

主队情报：

主队近6轮联赛1胜1

平4负，上轮主场0:3大败给了南安普

敦，暂时排在积分榜垫底位置；前15

轮主场4胜3平8负，主场成绩排在第

19位。 本场3名主力中后场球员因伤

缺阵，1名伤员出战成疑。

客队情报：

客队近6轮联赛2胜

2平2负， 上轮德比战主场0:0逼平榜

首的利物浦， 暂时排在积分榜第12

位； 前15轮客场3胜3平9负， 客场

成绩排在第15位。 本场有3名伤员

缺阵， 主力后卫西迪贝等3名伤员

出战成疑。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在平负

两个位置， 客胜投注信心并不会很

足。 竞猜形势方面，客胜位置大幅调

低，胜平两个位置都走高，主胜指数

凸出利诱成分大。 首选平局捧埃弗

顿客场不败。

周三008��英超 诺维奇VS埃弗顿 06-25�01:00

赛事信息：

近5次交手，双方各2胜

1平2负。 本赛季首回合交手，狼队客场

2:1胜出。

主队情报：

主队近6轮联赛3胜3平

0负，上轮客场2球完胜西汉姆，暂时排

在积分榜第6位； 前15轮主场5胜7平3

负，主场成绩排在第12位，主场平局率

接近5成。 球队目前没有受到伤停困

扰，本场比赛可以全员出勤。

客队情报：

客队近6轮联赛1胜1平

4负，上轮主场0:2不敌水晶宫，最近5轮

连续不胜输了4场，暂时排在积分榜倒

数第3位； 前15轮客场3胜1平11负，客

场成绩排在第17位。 本场比赛2名伤员

缺阵，主力防守中场比林等2名伤员出

战成疑。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集中在主

胜位置， 平局位置也有一定拉力。 竞

猜形势方面， 主胜位置大幅度调低，

平负两个位置都大幅调高。 应是分出

胜负格局， 博胆可看好狼队主场全取

3分。

周三009��英超 狼队VS伯恩茅斯 06-25�01:00

周三007��英超 纽卡斯尔联VS阿斯顿维拉 06-25�01:00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纽卡斯尔2

胜3平1负。 本赛季首回合交手，维拉在

主场2球完胜。

主队情报：

主队近6轮联赛2胜2平

2负，上轮主场3:0大胜谢菲联，暂时排

在积分榜第13位；前15轮主场6胜6平3

负，主场成绩排在第10位。 主力后卫威

廉姆斯及1名替补球员因伤缺阵，另有

4名伤员出战成疑。

客队情报：

客队近6轮联赛0胜1平

5负， 上轮主场被逆转1:2不敌切尔西，

暂时排在积分榜倒数第2位，保级压力

大；前15轮客场2胜2平11负，客场成绩

排在倒数第2位。 本场有4名伤员缺阵，

包括队内2号射手卫斯理，主力中场吉

尔贝，另有1名伤员出战成疑。

本场投注人气主要会在主胜位

置，平局稍稍有拉力。 竞猜形势方面，

主胜位置高开低走， 客胜位置低开高

走，平局指数从中庸位走高，目前主胜

回报仍偏高。 可首选平局冷捧客队不

败，让球盘客胜博胆。

竞彩受注赛程

广东体彩官方微信

竞彩官网网址：http://www.sportter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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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

近6次交手， 萨索

洛4胜1平1负。 本赛季首回合交手，

国米在客场4:3胜出， 近6次交手首

次战胜对方。

主队情报：

主队近6轮联赛3胜

1平2负， 上轮主场2:1小胜桑普多，

暂时排在积分榜第3位； 前13轮主

场8胜4平1负， 主场成绩排在第3

位。 布罗佐维奇、 森西、 维西诺等

3名伤员缺阵。

客队情报：

客队近6轮联赛3胜

1平2负， 上轮客场1:4大败给了亚特

兰大， 暂时排在积分榜第12位； 前

13轮客场3胜4平6负， 客场成绩排

在第15位。 本场比赛有2名伤员缺

阵， 不过一众主力没有大碍。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在主

胜， 平局位置稍稍有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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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合理范围。 可看好国米在主场

全取3分。

周三010��意甲 国际米兰VS萨索洛 06-25�01:30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皇家社会3

胜1平2负。 本赛季首回合交手，皇家社

会客场1球小胜对手。

主队情报：

主队近6轮联赛2胜1平

3负，上轮主场1:2不敌皇马，重启后连

续3轮不胜并遭遇2连败， 暂时排在积

分榜第7位；前15轮主场8胜3平4负，主

场成绩排在第7位。

客队情报：

客队近6轮联赛2胜3平

1负，上轮主场6:0大胜阿拉维斯，暂时

排在积分榜第16位， 仍有不小的保级

压力；前15轮客场1胜7平7负，客场成

绩排在第15位，客场平局率接近5成，球队

近7个客场比赛平了6场堪称大师。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还是会在

胜平两个位置。 竞猜形势方面， 主胜

位置低开高走， 上调幅度超大， 平负两

个位置都调低。 目前主胜回报处于临界

状态， 平局指数超低。 平局分流动机较

明显。 不妨首选主胜看好分出胜负。

周三012��西甲 皇家社会VS维戈塞尔塔 06-25�0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