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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利VS水晶宫 +1�� 1.37��� 4.00��� 6.30�

IFK哥德堡VS赫根 +1�� 1.63��� 3.55��� 4.10�

北雪平VS法尔肯堡 -1�� 2.18��� 3.70��� 2.45�

天狼星VS米亚尔比 -1�� 3.55��� 3.75��� 1.70�

奥斯纳布吕克VS纽伦堡 -1�� 4.72��� 3.90��� 1.49�

甘冈VS阿雅克肖 -1�� 4.55��� 3.40��� 1.60�

狼队VS南安普敦 -1�� 5.00��� 3.75��� 1.49�

毕尔巴鄂竞技VS皇家贝蒂斯 -1�� 4.22��� 3.60��� 1.60�

累西腓体育VS戈亚尼亚竞技 +1�� 1.39��� 3.85�� � 6.25�

足球赛事

联赛 对阵 开赛时间 参考指数

周一001��英超 伯恩利VS水晶宫 11-24�01:30����2.62���2.80���2.50�

周一002��瑞超 IFK哥德堡VS赫根 11-24�02:00����3.25���3.20���1.93�

周一003��瑞超 北雪平VS法尔肯堡 11-24�02:00����1.38���4.35���5.50�

周一004��瑞超 天狼星VS米亚尔比 11-24�02:00����1.85���3.58���3.15�

周一005��德乙 奥斯纳布吕克VS纽伦堡 11-24�03:30����2.18���3.30���2.65�

周一006��法乙 甘冈VS阿雅克肖 11-24�03:45����1.97���2.85���3.57�

周一007��英超 狼队VS南安普敦 11-24�04:00����2.18���2.95���2.95�

周一008��西甲 毕尔巴鄂竞技VS皇家贝蒂斯 11-24�04:00����2.01���3.00���3.25�

周一009��巴甲 累西腓体育VS戈亚尼亚竞技 11-24�07:00����2.65���2.8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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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水晶宫4

胜0平2负占优。 上赛季2回合交手，

双方各自在客场全取3分，伯恩利主

场0:2输球。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0胜2

平4负，上轮客场0:0平布赖顿，近7战

连续不胜，暂时排在积分榜倒数第2

位；前3轮主场0胜0平3负，主场成绩

排在倒数第1位，主场表现疲软甚至

没能取得进球。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2胜1

平3负，上轮主场4:1胜利兹联，暂时

排在积分榜第8位； 前4轮客场2胜0

平2负，客场成绩排在第13位，客场

表现中规中矩。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会在平

负两个位置，客胜投注信心偏强。 竞

猜形势方面，胜负两头都走高，平局

指数低开低走， 应可首选客胜看好

客队不败。

周一001��英超 伯恩利VS水晶宫 11-24�01:30

周一002��瑞超 IFK哥德堡VS赫根 11-24�02:00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哥德堡2胜

3平1负占优。 本赛季首回合交手，双方

在赫根主场0:0握手言和。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3胜0平

3负，上轮客场1球小胜赫尔辛堡，结束

3连败局面， 暂时排在积分榜第13位；

前13轮主场2胜4平7负，主场成绩排在

第15位，主场表现疲软，近9个主场比

赛仅得1胜。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2胜3平

1负，上轮主场2:1胜厄斯特松德，暂时

排在积分榜第3位；前13轮客场3胜7平

3负，客场成绩排在第10位，客场表现

也是较为疲软，近4轮联赛客场3平1负

连续不胜。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在平负两

个位置， 但平局投注信心应略强于客

胜。 竞猜形势方面，平负两个位置都走

低，主胜位置走高，平局指数处于低凹

位。 不妨看好分出胜负，客胜首选。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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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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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 甘冈4胜

2平0负占优。 上赛季交手1次， 双方

在甘冈主场1:1平。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1胜2

平3负， 上战热身赛主场0:1不敌布雷

斯特， 近4战连续不胜， 暂时排在积

分榜第13位； 前5轮主场2胜1平2负，

主场成绩排在第12位， 主场表现比较

平淡。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3胜0

平3负， 上轮客场1球小胜罗德兹， 暂

时排在积分榜第18位； 前5轮客场2胜

0平3负， 客场成绩排在第12位， 客场

表现相对不俗。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总体应属于比

较中庸的分布格局。 竞猜形势方面，

主胜指数高开低走， 平局指数低开低

走， 客胜指数低开高走。 人气向主队

不败方向引导动机偏强， 不妨首选客

胜看好客队不败。

周一006��法乙 甘冈VS阿雅克肖 11-24�03:45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 毕尔巴4

胜1平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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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平 3 负， 上轮客场 1:2 不敌巴利

亚多利德， 暂时只排在积分榜第 14

位； 前 3 轮主场 2 胜 0 平 1 负， 主

场成绩排在第 11 位， 主场表现比较

平淡。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2胜0

平4负， 上轮客场2:5不敌巴萨， 暂时

排在积分榜第9位； 前5轮客场2胜0平3

负， 客场成绩排在第7位， 客场表现

相对还算不俗。

两支球队本赛季联赛当中都还没

有平局出现，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会比

较偏向胜负两头。 竞猜形势方面， 主

胜指数高开低走， 平负两个位置走

高， 人气向主胜方向引导动机偏强。

可首选客胜看好客队不败。

周一008��西甲 毕尔巴鄂竞技VS皇家贝蒂斯 11-24�04:00

皇家贝蒂斯客场有望抢分

周一007��英超 狼队VS南安普敦 11-24�04:00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狼队3胜1

平2负占优。 上赛季2回合交手，狼队

1胜1平不败，其中主场1:1战平。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3胜1

平2负， 上轮客场0:1不敌莱切斯特

城，结束了连续4轮不败势头，暂时

排在积分榜第10位； 前4轮主场2胜1

平1负，主场成绩排在第8位，主场表

现中规中矩。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5胜1

平0负，上轮主场2球完胜纽卡斯尔，

近3轮取得连胜，暂时排在积分榜第

5位；前4轮客场2胜1平1负，客场成绩

排在第8位， 客场表现相对还算不

俗，近3轮客场2胜1平不败。

本场比赛两队即时人气都不

俗，客队方向相对更足一点。 竞猜形

势方面，胜负两头都走高，平局位置

低开低走，主胜回报还在合理范围。

应可看好狼队主场不败。

竞彩受注赛程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北雪平4

胜1平1负占优。 本赛季首回合交手，

双方在法尔肯堡主场3:3大比分战

平。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2胜1

平3负， 上轮客场0:2不敌米亚尔比，

近3轮不胜刚2连败， 暂时排在积分

榜第5位；前13轮主场5胜5平3负，主

场成绩排在第8位，主场表现比较平

淡。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3胜1

平2负， 上轮主场1:3不敌埃尔夫斯

堡， 暂时排在积分榜倒数第2位；前

13轮客场2胜4平7负，客场成绩排在

倒数第2位，客场表现疲软。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胜位置投

注信心不稳， 平负两个位置都会有

一定拉力。 竞猜形势方面，主胜指数

低位振荡，平负两个位置走高，看好

分出胜负，主胜可博胆。

周一003��瑞超 北雪平VS法尔肯堡 11-24�02:00

周一004��瑞超 天狼星VS米亚尔比 11-24�02:00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 米亚尔

比3胜1平2负占优。 本赛季首回合交

手， 双方在米亚尔比主场1:1战平， 近

3次交手， 天狼星2胜1平不败。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1胜2

平3负， 上战瑞典杯客场3:1胜低级别

队， 暂时排在积分榜第9位； 前13轮

主场5胜5平3负， 主场成绩排在第11

位， 主场表现中规中矩， 近3轮主场

连续不胜刚2连平。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4胜1

平1负， 上轮主场2:0胜北雪平， 近2轮

连胜并保持球门不失， 暂时排在积分

榜第7位； 前13轮客场3胜4平6负， 客

场成绩排在第12位， 客场表现也是中

规中矩， 近4轮客场2平2负连续不胜。

本场比赛胜负两头投注信心都不

强， 平局关注度偏高。 竞猜形势方

面， 主胜指数走低， 平负两个位置都

走高， 平局指数较凸出。 人气向主胜

方向引导动机偏强， 应可看好客队不

败。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纽伦堡5

胜1平0负占优。 上赛季2回合交手，

纽伦堡主客场都是1:0小胜。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3胜3

平0负， 上轮客场4:2大胜雷根斯堡，

近2轮连胜，暂时排在积分榜第3位；

前3轮主场2胜1平0负， 主场成绩排

在第9位，主场表现较为稳定。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1胜3

平2负，上战热身赛客场2:0胜法兰克

福，结束连续5战不胜局面，暂时只

排在积分榜倒数第3位；前3轮客场0

胜2平1负，客场成绩排在第11位，客

场表现比较平淡。

本场比赛， 胜平两个位置拉力

略偏强， 客胜方向投注信心不是很

足。 竞猜形势方面，主胜指数走高，

平局指数振荡，客胜位置走低，人气

向客队方向引导动机偏强。 应可看

好主队不败。

周一005��德乙 奥斯纳布吕克VS纽伦堡 11-24�03:30

本版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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