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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鸟栖沙岩主场全取3分

周日001 日乙 秋田蓝色闪电VS水户蜀葵
赛 事 信 息 ： 近3次交手，秋田蓝色
闪电3胜0平0负占优。 本赛季首回合交
手，秋田蓝色闪电在客场1:0胜出。
主 队 情 报 ：主队近6场比赛1胜2平
3负，上轮客场3:0大胜金泽，结束了连
续13场比赛不胜走势， 暂时排在积分
榜第18位； 前13轮主场4胜3平6负，打
进14球丢了16球， 主场成绩排在第16
位，近3轮主场连败，近5轮主场连续不
胜，主场状态较为低迷。
客 队 情 报 ：客队近6场比赛2胜3平

1负，上轮主场1球小胜大宫松鼠，近4
轮2胜2平连续不败， 暂时排在积分榜
第10位，积分领先本场对手6分优势不
算太大；前13轮客场4胜4平5负，打进
17球丢了16球，客场成绩排在第16位，
近4轮客场2胜2平连续不败状态尚可。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在平负两
个位置，不过客胜方向投注信心不会很
强。 竞猜形势方面，主胜指数低开低走，
胜平指数都大幅走高，平局指数较为凸
出。 看好分出胜负，客胜可做首选。

周日002 日职 鸟栖沙岩VS磐田喜悦
赛 事 信 息 ： 近6次交手，磐田喜悦3

胜2平1负占优。 本赛季首回合交手，磐
田喜悦在主场3:1胜出。
主 队 情 报 ： 主队近6场比赛1胜2平3
负，上轮客场3:3平清水鼓动，近2战连平
同时连续5战不胜，暂时排在积分榜第9
位；前11轮主场4胜5平2负，打进17球丢
了8球，主场成绩排在第9位，不过主场
不败率偏高，上轮主场2:2战平榜首的横
滨水手，结束主场3连败走势。
客 队 情 报 ： 客队近6场比赛1胜1平4
负，上轮主场1球小胜湘南海洋，结束了

08-07 18:00
连续6场不胜走势， 暂时排在积分榜第
16位，积分落后本场对手7分；前11轮客
场1胜4平6负，打进9球丢了19球，客场成
绩排在倒数第1位，近4个客场2平2负连
续不胜。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 在 胜 平两
个位置，客胜方向关注度偏低，但主胜
方向投注信心一般不会很足。 竞猜形势
方面，主胜指数大幅走高，平负两个位
置都明显走低，主胜信心弱化，平负分
流力度增强， 但主胜回报还在偏低位
置。 主胜应可做博胆考虑。

周日003 日职 湘南海洋VS札幌冈萨多
赛 事 信 息 ： 近6次交手，札幌冈萨
多3胜3平0负占优。 本赛季首回合交
手，札幌冈萨多在主场1:0小胜。
主 队 情 报 ：主队近6场比赛2胜3平
1负，上轮客场0:1不敌磐田喜悦，结束
了连续6轮联赛不败走势，暂时排在积
分榜第13位； 前12轮主场3胜4平5负，
打进8球丢了15球，主场成绩排在第16
位，近4个主场1胜2平1负状态平淡。
客 队 情 报 ：客队近6场比赛1胜2平
3负，上轮主场2:2平名古屋鲸八，近5轮

赛事 信 息 ： 近6次交手，枥木SC3胜2
平1负占优。 本赛季首回合交手，双方在
枥木SC主场1:1战平。
主队 情 报： 主队近6场比赛4胜1平1
负，上轮客场0:2不敌琉球FC，结束了3连
胜和连续5轮不败走势， 暂时排在积分
榜第6位；前13轮主场3胜5平5负，打进12
球丢了15球，主场成绩排在倒数第17位，
近2轮主场连胜状态有所回暖。
客队 情 报： 客队近6场比赛2胜2平2
负，上轮主场1:1平德岛漩涡，近4轮2胜2

08-07 18:00
平连续不败，暂时排在积分榜第15位，积
分落后本场对手9分；前13轮客场4胜4平
5负，打进8球丢了11球，客场成绩排在倒
数第18位，近5轮联赛客场3胜2平不败状
态稳定。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在胜平两个
位置，主胜位置投注信心不会很足。 竞猜
形势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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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捧客队不败，让球盘客胜可博胆。

周日005 日乙 群马温泉VS千叶市原
赛事 信 息 ：近6次交手，群马温泉4
胜0平2负占优。 本赛季首回合交手，群
马温泉在客场1:0胜出。
主 队 情 报 ：主队近6场比赛1胜1平
4负，上轮主场1:1平甲府风林，近2轮连
续不败，暂时排在积分榜第20位；前14
轮主场2胜5平7负， 打进11球丢了18
球，主场成绩排在倒数第1位，近9个主
场比赛连续不胜状态低迷。
客 队 情 报 ：客队近6场比赛2胜1平
3负，上轮客场1:1平冈山绿雉，结束2连

08-07 18:00

联赛连续不胜， 暂时排在积分榜第14
位，积分与本场对手持平；前13轮客场
2胜4平7负，打进12球丢了28球，客场
成绩排在第16位，近5轮联赛客场连败
状态低迷。
本场比赛平局位置关注度偏高，
胜负两头人气调节空间都偏大。 竞猜
形势方面，胜负两头都走高，平局指数
走低，不过三个位置调整幅度都不大。
可首选平局看好客队不败， 让球盘客
胜可博胆。

周日004 日乙 熊本深红VS枥木SC

周日竞彩受注赛程（部分）

08-07 17:00

08-07 18:00
败走势但连续3轮不胜，暂时排在积分
榜第11位， 积分领先对手11分优势不
小；前14轮客场4胜5平5负，打进16球
丢了19球，客场成绩排在第13位，近5
轮客场仅胜出1场状态也平淡。
本场比赛投注人气主要在平负两
个位置，客胜方向投注信心不会很足。
竞猜形势方面， 平负两个位置都低开
低走，主胜指数高开高走，目前平负回
报都偏低，示好客队不败动机偏强。 不
妨首选主胜看好双方分出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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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 编 号 联 赛

主队 VS 客 队

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日001

日乙 秋田蓝色闪电VS水户蜀葵 08-07 17:00

3.60 3.12 1.85

周日002

日职 鸟栖沙岩VS磐田喜悦

08-07 18:00

1.60 3.55 4.30

周日003

日职 湘南海洋VS札幌冈萨多

08-07 18:00

1.98 3.25 3.06

周日004

日乙 熊本深红VS枥木SC

08-07 18:00

1.87 2.87 3.90

周日005

日乙 群马温泉VS千叶市原

08-07 18:00

3.45 2.78 2.04

周日006

韩职 全北现代VS蔚山现代

08-07 18:00

2.72 3.16 2.20

周日007

荷甲 格罗宁根VS福伦丹

08-07 18:15

1.59 3.60 4.32

周日008

荷乙 兹沃勒VS格拉夫夏普

08-07 18:15

2.08 3.25 2.85

周日009

韩职 大邱FCVS仁川联

08-07 18:30

1.75 3.18 3.95

周日010

法甲 图卢兹VS尼斯

08-07 19:00

2.58 3.20 2.28

周日011

德乙 凯泽斯劳滕VS圣保利

08-07 19:30

2.46 3.32 2.32

周日012

德乙 不伦瑞克VS达姆施塔特

08-07 19:30

2.95 3.42 1.97

周日013

德乙 马格德堡VS基尔

08-07 19:30

1.94 3.48 2.97

周日014

俄超 莫斯科鱼雷VS莫斯科希姆基 08-07 20:00

周日015

荷甲 奈梅亨VS特温特

08-07 20:30

3.20 3.25 1.93

周日016

荷甲 维迪斯VS费耶诺德

08-07 20:30

4.00 3.70 1.62

周日017

英超 曼彻斯特联VS布赖顿

08-07 21:00

1.47 3.70 5.35

周日018

英超 莱切斯特城VS布伦特福德 08-07 21:00

1.79 3.32 3.58

周日019

法甲 朗斯VS布雷斯特

08-07 21:00

1.47 3.80 5.10

周日020

法甲 蒙彼利埃VS特鲁瓦

08-07 21:00

2.03 3.15 3.05

周日021

法甲 里尔VS欧塞尔

08-07 21:00

1.52 3.60 4.90

周日022

法甲 昂热VS南特

08-07 21:00

2.54 2.85 2.54

周日006 韩职 全北现代VS蔚山现代
赛事信息：榜首大战。 近6次交手，
双方各2胜2平2负平分秋色。 本赛季前
2回合交手，双方各自在客场全取3分，
蔚山现代曾客场1:0小胜。
主 队 情 报 ：主队近6场比赛4胜1平
1负，上轮客场1:2不敌江原FC，结束了
连续9场不败走势，暂时排在积分榜第
2位；前12轮主场4胜5平3负，打进13球
丢了13球，主场成绩排在第9位，近5轮
联赛主场3胜2平不败状态尚可。
客 队 情 报 ：客队近6场比赛3胜2平
1负，上轮主场1:1平首尔FC，结束2连

08-07 18:00

胜走势，暂时排在积分榜第1位，积分
领先本场对手6分优势不太大；前11轮
客场7胜2平2负，打进16球丢了9球，客
场成绩排在第2位， 近2轮客场连续不
胜状态走低。
本场比赛胜平负三个位置人气相
对比较均衡。 竞猜形势方面，主胜指数
大幅走高，客胜指数大幅走低，平局指
数在比较中庸位置振荡， 目前指数结
构已从偏向主队翻转为偏向客队，主
胜方向利诱动机偏强。 可首选平局看
好客队不败。

周日009 韩职 大邱FCVS仁川联
赛事 信 息 ：近6次交手，仁川联4
胜1平1负占优。 本赛季前2回合交
手，仁川联1胜1平不败，其中客场曾
2:1胜出。
主 队 情 报 ：主队近6场比赛0胜4
平2负，上轮主场1:2不敌水原三星，
联赛中已连续7轮不胜，暂时排在积
分榜第9位；前12轮主场5胜4平3负，
打进17球丢了11球， 主场成绩排在
第4位， 近3轮主场连续不胜状态较
为低迷。
客 队 情 报 ：客队近6场比赛1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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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7 18:30
平2负，上轮主场1:1平水原FC，近2
轮连续不胜， 暂时排在积分榜第4
位，积分领先本场对手7分；前12轮
客场4胜5平3负， 打进14球丢了15
球，客场成绩排在第4位，近9轮联赛
客场仅胜出1场状态较为低沉。
本场比赛平局位置关注度偏
高， 胜负两头人气都有比较大调节
空间。 竞猜形势方面， 主胜指数走
低，平负两个位置都走高，人气向主
胜方向引导动机偏强。 可首选平局
看好客队不败，让球盘客胜可博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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