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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城VS悉尼FC -1 4.75� 3.90� 1.49�

马德里竞技VS切尔西 -1 6.05� 4.10� 1.37�

拉齐奥VS拜仁慕尼黑 +1 2.10� 3.60� 2.60�

联赛 对阵 开赛时间 参考指数

周二001 澳超 墨尔本城VS悉尼FC 02-23�16:05 2.20� 3.30� 2.62�

周二002 德乙 帕德博恩VS海登海姆 02-24�01:30

周二003 英超 利兹联VS南安普敦 02-24�02:00

周二004 英冠 德比郡VS哈德斯菲尔德 02-24�03:00

周二005 英冠 伯明翰VS诺维奇 02-24�03:00

周二006 英冠 米德尔斯堡VS布里斯托尔城 02-24�03:00

周二007 英冠 卢顿VS米尔沃尔 02-24�03:45

周二008 英冠 罗瑟汉姆VS诺丁汉森林 02-24�03:45

周二009 英冠 威科姆VS雷丁 02-24�03:45

周二010 欧冠 马德里竞技VS切尔西 02-24�04:00 2.50� 2.79� 2.63�

周二011 欧冠 拉齐奥VS拜仁慕尼黑 02-24�04:00 4.25� 3.86�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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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悉尼FC3

胜1平2负占优。 上赛季3回合交手，

双方各1胜1平1负平分秋色。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2胜0

平4负， 上轮客场0:1不敌新城堡联，

近3轮遭遇连败，暂时排在积分榜第

10位；前2轮主场1胜0平1负，主场成

绩排在第9位，主场表现比较平淡。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3胜2

平1负，上轮主场0:0战平布里斯班狮

吼，结束了2连胜势头，暂时排在积分

榜第5位；前2轮客场2胜0平0负，客场

成绩排在第6位， 客场表现还算很强

势。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会在平

负两个位置， 客胜方向投注信心偏

强。 竞猜形势方面，胜平两个位置走

高，客胜位置走低，控制客胜方向返

奖风险动机偏强，可首选客胜看好客

队不败。

周二001��澳超 墨尔本城VS悉尼FC� �02-23�16:05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双方各2

胜2平2负平分秋色。 本赛季首回合

交手，哈德斯菲尔德在主场1:0小胜。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4胜0

平2负， 上轮客场1:2不敌沃特福德，

结束了2连胜势头，暂时排在积分榜

第19位； 前15轮主场4胜4平7负，主

场成绩排在第20位， 主场表现比较

疲软，15轮主场仅打进9球，但近3轮

主场连胜状态不俗。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1胜2

平3负， 上轮主场4:1大胜斯旺西，结

束了连续11场比赛不胜的尴尬局

面， 联赛则结束了连续8轮不胜局

面，暂时排在积分榜第18位，积分领

先本场对手2分；前15轮客场2胜4平9

负，客场成绩排在第23位，客场表现很

疲软，近9轮客场3平6负连续不胜。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会在胜

平两个位置， 主胜方向投注信心略

偏强。 竞猜形势方面，主胜指数从中

庸位置走低，平负两个位置都走高，

指数结构搭配较为平衡。 主队不败

格局，主胜可做博胆考虑。

周二004��英冠 德比郡VS哈德斯菲尔德 02-24�03:00

周二003��英超 利兹联VS南安普敦 02-24�02:00

赛事信息：

英超第18轮延期场次

的补赛。 近6次交手，南安普敦4胜0平2

负占优。 近8个赛季双方没有交战记

录。

主队情报：

升班马主队近6场比赛

3胜0平3负，上轮客场0:1不敌狼队，近2

轮遭遇连败，暂时排在积分榜第12位；

前11轮主场4胜2平6负，主场成绩排在

第14位，主场表现比较平庸，近6轮主

场3胜3负没有平局。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1胜1平4

负状态不佳， 上轮主场1:1逼平切尔西，

结束了联赛6连败局面，但已连续7轮不

胜，暂时排在积分榜第13位，积分尚落

后本场对手2分；前11轮客场3胜4平4负，

客场成绩排在第15位，客场表现稍稍偏

疲软，近3轮联赛客场遭遇连败。

本场比赛胜平负三个位置投注信

心都比较一般。 竞猜形势方面，胜平两

个位置走低，客胜位置走高，目前主胜

指数偏低，平局指数凸出。 可首选主胜

看好双方分出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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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竞失主场 切尔西望全身而退

竞彩受注赛程

周二009��英冠 威科姆VS雷丁 02-24�03:45

赛事信息：

近5次交手，雷丁4胜1

平0负占优。 本赛季首回合交手，雷丁

在主场1:0小胜。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1胜2平

3负，上轮客场0:0逼平米尔沃尔，暂时

仍排在积分榜倒数第1位；前15轮主场

2胜5平8负，主场成绩排在倒数第2位，

主场表现疲软。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2胜1平

3负状态较低迷，上轮主场0:2不敌米德

尔斯堡，暂时排在积分榜第5位；前15轮

客场6胜6平3负， 客场成绩排在第6位，

客场表现比较稳定，但客场胜率不高。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会在平负

两个位置， 客胜方向投注信心不会很

强。 竞猜形势方面， 平负两个位置走

低，主胜指数走高，平局指数处于较低

凹位置。 可首选平局看好客队不败。

赛事信息：

本场比赛将在罗马尼

亚中立场地举行，马德里竞技没有事

实上的主场之利。近6次交手，马德里

竞技2胜3平1负稍占优。近3个赛季没

有交战记录。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3胜2平

1负状态走低，上轮联赛主场0:2不敌莱

万特，近2战连续不胜，联赛中暂时排

在积分榜第1位； 近3场欧冠比赛1胜2

平不败，但仅客场战胜过萨尔茨堡。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5胜1

平0负状态稳定，上轮联赛客场1:1战

平南安普敦，结束了5连胜势头，联赛

中暂时排在积分榜第5位； 小组赛阶

段曾和西甲球队塞维利亚同组，对阵

塞维利亚1胜1平不败，其中客场曾4:0

大胜塞维利亚。

本场比赛胜平负三个位置都有

一定关注度，但总体来说，马德里竞

技人气应稍强一点。 竞猜形势方面，

主胜指数从中庸位走高，平负两个位

置走低，平局指数偏低。 应可首选平

局看好客队不败， 让球盘客胜可博

胆。

周二010��欧冠 马德里竞技VS切尔西 02-24�04:00

周二005��英冠 伯明翰VS诺维奇 02-24�03:00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诺维奇5胜

1平0负占优。 本赛季首回合交手，诺维

奇在主场1:0小胜。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1胜2平

3负，上轮客场1球小胜谢周三，结束了

连续6轮不胜和3连败局面， 暂时排在

积分榜第21位； 前15轮主场2胜3平10

负，主场成绩排在倒数第1位，主场表

现很糟糕，近9轮主场连续不胜只拿到

2场平局。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3胜2平

1负，上轮主场1球小胜罗瑟汉姆，近3

轮联赛取得连胜，暂时排在积分榜第1

位；前15轮客场9胜2平4负，客场成绩

排在第1位，客场表现很强势，不过近4

个客场只得1胜状态不佳。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会在客胜

位置，平局也有一定拉力。 竞猜形势方

面，客胜指数低开低走，胜平两个位置

都高开高走，指数结构搭配较为平衡。

应是客队不败格局， 客胜可做博胆考

虑。

周二011��欧冠 拉齐奥VS拜仁慕尼黑 02-24�04:00

赛事信息：

两队历史上没有交战

记录。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4胜0

平2负， 上轮联赛主场 1:0小胜桑普

多利亚， 暂时排在意甲积分榜第5

位； 拉齐奥小组赛阶段曾与德甲多

特蒙德同组 ， 对阵多特蒙德 1胜 1

平不败， 其中主场 3:1大胜对方。

拉齐奥近7个主场比赛全胜， 主场表

现较为强势。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4胜1

平1负， 上轮联赛客场1:2不敌法兰克

福， 结束了连续9场比赛不败势头，

暂时仍排在德甲积分榜第1位； 小组

赛阶段6战5胜1平以不败战绩居首， 仅

客场1:1战平马德里竞技失分。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会在平负

两个位置， 主胜方向也有一定拉力。

竞猜形势方面， 客胜指数低开高走，

胜平两个位置走低， 目前客胜回报仍

在偏低位置， 平局指数凸出。 看好双

方分出胜负， 客胜可做博胆考虑。

周二006��英冠 米德尔斯堡VS布里斯托尔城 02-24�03:00

赛事信息 ：

近6次交手，米德尔

斯堡3胜1平2负稍占优。 本赛季首回

合交手，米德尔斯堡在客场1球小胜

对手。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2胜1

平3负，上轮客场2:0胜雷丁，近2轮取

得连胜， 暂时排在积分榜第8位；前

15轮主场8胜2平5负，主场成绩排在

第8位，主场表现偏强势，主场平局

率偏低。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0胜0

平6负， 上轮主场0:1不敌巴恩斯利，

近7战遭遇连败， 联赛中也已是6连

败，暂时排在积分榜第15位；前15轮

客场5胜1平9负，客场成绩排在第18

位，客场表现偏疲软，客场平局率也

超低。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在主胜

位置，客胜方向稍有拉力，平局关注

度偏低。 竞猜形势方面，胜平两个位

置都走低，客胜位置高开高走，平局

指数处于低凹位。 正路主胜打出相

对更合理， 不过本场比赛最好防大

冷的客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