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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编号 联赛 对阵 开赛时间 参考指数

周二001 奥运女足 美国女足VS澳大利亚女足 07-27�16:00

周二002 奥运女足 新西兰女足VS瑞典女足 07-27�16:00

周二003 日职 大阪钢巴VS大分三神 07-27�18:00��1.87�3.15�3.50

周二004 奥运女足 智利女足VS日本女足 07-27�19:00

周二005 奥运女足 加拿大女足VS英国女足 07-27�19:00

周二006 奥运女足 荷兰女足VS中国女足 07-27�19:30

周二007 欧冠 奥莫尼亚VS萨格勒布迪纳摩 07-28�00:00

周二008 欧冠 赫尔辛基VS马尔默 07-28�00:00

赛事编号 联赛 客队

VS

主队 比赛时间

周二 301 奥运女篮 法国女篮 VS日本女篮 07-27�09:00

周二 302 奥运女篮 美国女篮 VS尼日利亚女篮 07-27�12:40

周二 303 奥运女篮 比利时女篮 VS澳大利亚女篮 07-27�16:20

周二 304 奥运女篮 中国女篮 VS波多黎各女篮 07-2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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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专版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美国女足

4胜1平1负占优。 双方最近在2019年

热身赛交手一次， 美国女足主场5:3

大胜。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5胜0

平1负，上轮中立场6:1大胜新西兰女

足，前2轮1胜1负，暂时排在小组积分

榜第2位。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1胜1

平4负， 上轮中立场2:4不敌瑞典女

足，前2轮同样是1胜1负，暂时排在小

组积分榜第3位。

两队是小组第二名的争夺者，而

如果本场比赛双方打平的话，大概率

可以携手进入到8强。 本场比赛投注

人气主要会在主胜位置，平局也有一

定拉力。 竞猜形势方面，主胜指数走

低，平负两个位置都走高，竞彩预计

会开设主让2球， 不妨冷捧澳大利亚

女足受让不败。

周二001��奥运女足 美国女足VS澳大利亚女足 07-27�16:00

赛事信息 ：

近6次交手，大阪钢

巴3胜2平1负占优。 上赛季联赛2回

合交手，大阪钢巴主客场都胜出。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2胜

1平3负， 上轮主场0:1不敌鹿岛鹿

角， 近2轮遭遇连败， 暂时排在积

分榜第17位； 前9轮主场2胜2平5负，

主场成绩排在第19位， 主场表现较

为疲软。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2胜1

平3负， 上轮主场1球小胜浦和红钻，

近2战取得连胜， 暂时排在积分榜倒

数第2位； 前10轮客场1胜0平9负，客

场成绩排在倒数第1位， 客场表现很

糟糕。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会在胜

平两个位置，主胜位置投注信心不会

很足。 竞猜形势方面，胜平两个位置

都走低，客胜位置走高，看好双方分

出胜负，主胜可做博胆考虑。

周二003��日职 大阪钢巴VS大分三神 07-27�18:00�

本版推介

/

数据 信息时报记者 胡昌伟

广东体彩官方微信

竞彩官网网址：http://www.sporttery.cn/

体彩服务热线 95086

周二007��欧冠 奥莫尼亚VS萨格勒布迪纳摩 07-28�00:00

赛事信息：

本赛季首回合交手，

萨格勒布迪纳摩在主场2:0完胜对

手。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2胜3

平1负， 上轮客场0:2不敌本场对手，

由于该队国内联赛尚未开启， 上周

末该队并没有比赛任务。球队近9个

主场比赛5胜3平1负，主场表现还算

比较稳定。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5胜0

平1负，上轮联赛在客场4:0大胜德拉

格沃尔雅克， 暂时排在克罗地亚联

赛积分榜第4位；近6个客场6胜0平0

负，客场表现很强势。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仍会在

客胜位置，平局位置也有一定拉力。

竞猜形势方面，胜负两头都走低，平

局指数振荡， 人气向胜负两头引导

动机偏强， 不妨首选平局看好客队

不败。

赛事信息：

两队近年没有交战记

录。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0胜1平

5负，上轮中立场1:6不敌美国女足，前2

轮遭遇连败， 暂时排在小组积分榜倒

数第1位，该队理论上还有争夺小组第

三的出线希望， 但前提是本场比赛必

须大胜对手。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4胜2平

0负， 上轮中立场4:2大胜澳大利亚女

足，前2轮取得连胜，暂时排在小组积

分榜第1位， 已提前锁定一个出线席

位。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会在客胜

位置，同时客队大胜预期偏高。 竞猜形

势方面，客胜指数低开低走，主胜指数

也从超高位置走低， 平局指数高开高

走。客队赢球应该悬念不大。不过竞彩

预计会设客队让3球，不妨防冷走胜负

两头。

周二002��奥运女足 新西兰女足VS瑞典女足 07-27�16:00

赛事信息 ：

两队近年只在 2010

年有一次热身赛交手， 双方在智利女

足主场 1:1 握手言和。

主队情报：

主队近 6 场比赛 1 胜

2 平 3 负， 上轮中立场 1:2 不敌加拿

大女足， 前 2 轮遭遇连败， 暂时排

在小组积分榜倒数第 1 位， 该队理

论上还有争夺小组第三名的出线机

会， 但前提是本场比赛必须战胜东

道主。

客队情报：

客队近 6 场比赛 4 胜

1 平 1 负， 上轮主场 0:1 不敌英国女

足， 前 2 轮 1 平 1 负连续不胜， 暂时

排在小组积分榜第 3 位， 本场比赛同

样需要赢球， 才能确保晋级 8 强。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会在客胜

位置， 平局稍稍有拉力。 竞猜形势方

面， 平负两个位置都走高， 主胜位置

高开低走， 目前客胜回报仍在超低位

置。 日本女足赢球应该悬念不大， 竞

彩预计会开设客让 2 球， 应可捧智利

女足受让不败。

周二004��奥运女足 智利女足VS日本女足 07-27�19:00

赛事信息：

近6次交手，双方各2胜

2平2负平分秋色。 双方最近在2019年

有一次交手， 当时在中立场地1:1握手

言和。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3胜1平2

负，上轮中立场3:3平巴西女足，前2轮1

胜1平不败， 暂时排在积分榜第1位，基

本上已经提前锁定了一个出线席位。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2胜2平

2负， 上轮中立场4:4战平赞比亚女足，

前2轮1平1负连续不胜，暂时排在积分

榜第3位， 中国女足要想赢得出线权，

本场比赛必须全力争胜， 战平的话很

难以较好成绩的小组第三名身份出

线。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会在胜平

两个位置， 同时主胜方向投注信心偏

强。 竞猜形势方面，主胜指数从超盘低

位走高，平负两个位置都走低，目前主

胜位置回报依然超低。 不过预计竞彩

本场比赛会开设主让2球，不妨冷捧中

国女足受让不败。

周二006��奥运女足 荷兰女足VS中国女足 07-27�19:30

赛事信息 ：

近4次交手，马尔默4

胜0平0负占优。 本赛季首回合交手，

马尔默在主场2:1胜出。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4胜0

平2负，上轮联赛在主场2:0完胜哈卡，

结束了2连败局面， 暂时排在芬超积

分榜第1位；近6个主场6胜0平0负，主

场表现强势。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5胜1

平0负， 上轮联赛客场2:0完胜米亚尔

比，近3场比赛取得连胜，暂时排在瑞

典超积分榜第1位；近6个客场3胜2平1

负，客场表现比较平淡。

本场比赛客胜方向投注信心不会

很足， 胜平两个位置都会有较强的拉

力。 竞猜形势方面， 客胜指数大幅走

低， 胜平两个位置都走高， 平局指数

较为凸出。 人气向客胜方向引导动机

偏强。 不妨首选主胜看好双方分出胜

负。

周二008��欧冠 赫尔辛基VS马尔默 07-28�00:00

赛事信息：

两队曾在2012年奥

运会交手1次，加拿大女足在客场2:0

完胜对手。

主队情报：

主队近6场比赛3胜3

平0负， 上轮中立场2:1胜智利女足，

前2轮1胜1平，暂时排在小组积分榜

第2位，目前基本上已提前锁定一个

出线名额。

客队情报：

客队近6场比赛4胜1

平1负， 上轮客场1球小胜东道主日

本女足，前2轮取得连胜，暂时排在小

组积分榜第1位， 已经提前锁定了一

个出线席位。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会在

平负两个位置， 但客胜方向投注

信心不会很充足。 竞猜形势方

面， 胜负两头都走高， 平局指数

走低， 目前客胜回报依然偏低。

不妨首选平局冷捧主队不败， 让

球盘主胜博胆。

周二005��奥运女足 加拿大女足VS英国女足 07-27�19:00

竞彩受注赛程

中国女足有望受让不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