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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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德勒支青年队 10-20� 00:45

周一002 瑞超 佐加顿斯VS马尔默 � � 10-20� 01:00 � � 3.25� 3.30� 1.92�

周一003 瑞超 赫尔辛堡VS赫根 10-20� 01:00 � � 3.95� 3.55� 1.67�

周一004 荷乙 罗达JCVS特尔斯达 � � 10-20� 02:00

周一005 德乙 圣保利VS纽伦堡 10-20� 02:30 � � 2.45� 3.25� 2.40�

周一006 法乙 甘冈VS欧塞尔 � � 10-20� 02:45 � � 2.02� 3.00� 3.30�

周一007 英超 利兹联VS狼队 � � 10-20� 03:00 � � 2.32� 3.05� 2.68�

周一008 荷乙 阿尔克马尔青年队VS福伦丹 10-20� 03:00

周一009 葡超 博阿维斯塔VS吉马良斯 10-20� 03:15

周一010 巴甲 博塔弗戈VS戈亚斯 � � 10-20� 07:00 � � 1.51� 3.85� 4.70�

周一011 巴甲 巴伊亚VS米内罗竞技 � � 10-20� 07:00 � � 3.80� 3.65� 1.68�

周一012 美职足 新英格兰革命VS费城联合 10-20� 07:30 � � 1.90� 3.50� 3.10�

周一013 墨超 莱昂VS墨西哥美洲 10-20� 10:00

足球赛事

让球胜平负

主队

VS

客队 让球

��

胜 平

�

负

佐加顿斯VS马尔默 +1 1.65� 3.55� 4.00�

赫尔辛堡VS赫根 +1 1.90� 3.45� 3.10�

圣保利VS纽伦堡 +1 1.41� 4.10� 5.40�

甘冈VS欧塞尔 -1 4.45� 3.50� 1.59�

利兹联VS狼队 -1 5.10� 3.95� 1.45�

博塔弗戈VS戈亚斯 -1 2.53� 3.60� 2.15�

巴伊亚VS米内罗竞技 +1 1.88� 3.45� 3.15�

新英格兰革命VS费城联合 -1 3.70� 3.70� 1.67�

竞彩受注赛程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巴伊亚2

胜3平1负占优。 上赛季2回合交手，

巴伊亚1胜1平不败， 其中主场1:1逼

平对手，近5次在主场都是战平米内

罗竞技。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2胜1

平3负，上轮客场1:1平戈亚斯，近2轮

连续不胜，暂时排在积分榜第16位；

前8轮主场3胜1平4负， 主场成绩排

在第15位，主场表现较为飘忽。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4胜1

平1负， 上轮主场1:1平弗鲁米嫩塞，

暂时排在积分榜第1位； 前7轮客场3

胜0平4负，客场成绩排在第8位，客场

表现也是比较飘忽。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会在平

负两个位置， 但客胜位置投注信心

不会很强。 竞猜形势方面， 客胜位

置大幅调低， 胜平两个位置都调低，

平局指数凸出， 人气向客胜方向引

导动机偏强， 可首选主胜冷捧主队

不败。

周一011��巴甲 巴伊亚VS米内罗竞技 10-20�07:00

责编：谢燕珊 美编：余永康 校对：段丁

赛事信息 ：

近6次交手，佐加顿

斯3胜1平2负占优。 本赛季首回合交

手，马尔默主场1球小胜。

主队情报：

卫冕冠军佐加顿斯

近6场比赛1胜3平2负， 上轮客场1:1

平哈马比， 近4场比赛连续不胜，暂

时排在积分榜第6位； 前11轮主场4

胜4平3负， 主场成绩排在第8位，主

场表现较为疲软。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4胜1

平1负， 上轮客场4:0大胜卡尔马，暂

时排在积分榜第1位； 前11轮客场5

胜4平2负， 客场成绩排在第3位，客

场表现不算强势但较为稳定。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会在平

负两个位置， 客胜方向投注信心略

偏强。 竞猜形势方面， 客胜指数大

幅调低， 胜平两个位置都走高， 应

是客队不败格局， 不过平局当为首

选。

周一002��瑞超 佐加顿斯VS马尔默 10-20�01:00

新旧王者争马尔默全身退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圣保利3

胜3平0负占优。 上赛季2回合交手，圣

保利1胜1平不败，其中主场1球小胜。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2胜1

平3负， 上轮客场0:1不敌桑德豪森，

最近1场热身赛1:4不敌不来梅， 近2

战连败， 暂时排在积分榜第9位；首

轮主场4:2胜海登海默， 主场成绩排

在第7位，主场表现还是较强势。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2胜1

平3负， 上轮主场2:3不敌达姆施塔

特，暂时排在积分榜第11位，积分与

对手相同；首轮客场1:1平雷根斯堡，

客场成绩排在第7位，客场表现中规

中矩。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会在胜

平两个位置，主胜投注信心略偏强。

竞猜形势方面，主胜位置总体走低，

客胜位置走高， 平局指数在偏高位

置振荡， 不过有个别公司主胜指数

逆市大幅上调，平负方向都下调。 双

方握手言和最为合理， 看好主队不

败，竞彩设客队让球，让球盘可主胜

博胆。

周一005��德乙 圣保利VS纽伦堡 10-20�02:30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 双方各2

胜2平2负平分秋色。 上赛季2回合交

手， 甘冈1胜1平不败， 其中主场1球

小胜。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2胜1平

3负，上轮客场0:1不敌顿克奎，结束2连

胜势头，暂时排在积分榜第17位；前3

轮主场1胜0平2负，主场成绩排在第18

位，主场表现疲软。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3胜0平

3负，上轮主场5:1大胜阿雅克肖，暂时

排在积分榜第11位；前2轮客场1胜0平

1负，客场成绩排在第12位，客场表现

相对较飘忽。

本场比赛胜平负三个方向投注人

气会比较平均，不会有太明显倾向性。

竞猜形势方面，胜平两个位置走低，客

胜方向走高，主胜位置仍较为中庸，平

局指数偏低。 看好分出胜负，主胜可做

博胆考虑。

周一006��法乙 甘冈VS欧塞尔 10-20�02:45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戈亚斯3胜

1平2负占优。 上赛季2回合交手，双方

各自在主场全取3分。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2胜2平

2负，上轮客场1:3不敌格雷米奥，结束

了2胜势头， 暂时排在积分榜第15位；

前8轮主场2胜3平3负， 主场成绩排在

第17位，主场表现较为疲软。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0胜2平

4负，上轮主场1:1平巴伊亚，结束了4连

败局面， 暂时排在积分榜倒数第1位；

前6轮客场0胜2平4负， 客场成绩排在

倒数第1位，客场表现疲软，近2轮客场

连败。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会在胜平

两个位置，主胜位置投注信心略偏强。

竞猜形势方面，主胜指数低位振荡，平

负两个位置持续走高， 指数结构搭配

较为平衡。 看好分出胜负， 主胜可博

胆。

周一010��巴甲 博塔弗戈VS戈亚斯 10-20�07:00

周一003��瑞超 赫尔辛堡VS赫根 10-20�01:00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赫根5胜1

平0负占优。 本赛季首回合交手，赫根

在主场1球小胜。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2胜2平

2负状态一般，上轮客场2:3不敌米亚尔

比，近2轮联赛连败，暂时排在积分榜

第14位；前11轮主场3胜4平4负，主场

成绩排在第12位，主场表现较为疲软。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3胜2平

1负，上轮主场3:0胜法尔肯堡，近2战取

得连胜，暂时排在积分榜第2位；前11

轮客场3胜5平3负， 客场成绩排在第9

位，客场表现表现较为平淡。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在平负两

个位置，但平局投注信心要高于客胜。竞

猜形势放方面，平负两个位置都走高，主

胜位置走低， 目前客胜回报还在合理范

围。 客队不败格局，客胜可做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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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双方各3

胜0平3负平分秋色。 近3才交手狼队

保持了全胜记录。

主队情报：

升班马主队近6场比

赛3胜2平1负， 上轮主场1:1逼平曼

城，近3轮2胜1平连续不败，暂时排

在积分榜第8位；前2轮主场1胜1平0

负，主场成绩排在第6位，主场表现

比较强势。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2胜0

平4负， 上轮主场1球小胜升班马富

勒姆，结束了3连败局面，暂时排在

积分榜第15位； 前2轮客场1胜0平1

负，客场成绩排在第16位，客场表现

较为飘忽。

狼队整体实力和基础人气占

优， 但本场比赛胜平两个位置投注

人气较正常情况下明显偏强。 竞猜

形势方面， 主胜位置走低， 平负两

个位置走高， 平局指数仍处于较中

庸的位置。 可首选平局看好主队不

败。

周一007��英超 利兹联VS狼队 10-20�03:00

本版推介

/

数据 信息时报记者 胡昌伟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费城联合4

胜2平0负占优。 本赛季前2回合交手，

费城联合1胜1平不败， 其中客场0:0闷

平。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4胜1平1

负，上轮客场3:2胜蒙特利尔冲击，近2轮

连胜，暂时排在积分榜第8位；前8轮主

场1胜5平2负，主场成绩排在第24位，主

场表现疲软，近2个主场连续不胜。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3胜2平1

负，上轮客场2:2平华盛顿联，近3轮2胜1

平不败状态较稳定，暂时排在积分榜第

2位；前10轮客场3胜4平3负，客场成绩

排在第6位，客场表现相对还算稳定。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会在平负

两个位置，不过平局信心要高于客胜。

竞猜形势方面，主胜指数大幅走低，平

负两个位置走高， 人气强势向主胜方

向引导，可首选客胜看好客队不败，让

球盘客胜博胆。

周一012��美职足 新英格兰革命VS费城联合 10-20�0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