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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兴格拉德巴赫VS勒沃库森（05-23 21:30）
胜平负赔率：2.2 3.45 2.5 推荐：负

沃尔夫斯堡VS多特蒙德（05-23 21:30）
胜平负赔率：4.00 3.65 1.62 推荐：平、负

帕德博恩VS霍芬海姆（05-23 21:30）
胜平负赔率：2.85 3.45 2.00 推荐：负

药厂客场发威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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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队分别积分 52 和
50，相差2分排在第3和第
5位，榜首的拜仁积分58，
差距没有拉开很多。

恢复联赛后两队上轮
双双客场奏凯。门兴格拉
德巴赫依靠普利亚的30秒
闪击直接打懵了法兰克福。

勒沃库森无疑是冬歇
期后表现最好的球队之一，
上轮4：1客场战胜不来梅，
出任中锋的新星哈弗次头
球梅开二度，赛后与后腰德
米尔拜一同入选本轮德甲
最佳阵容。药厂方面，打进

球队40%进球的弗兰德的
受伤缺阵反而促使了凯·哈
弗茨的爆发。被众多豪门
相中的小凯身价达到8000
万欧元，这名只有20岁球
员确实拥有巨星潜质，尽管
身高达到1.89米，但是左右
脚技术都相当出色，处理球
冷静而聪颖，潇洒且从容，
最近12场比赛打进9球6助
攻。他也将是本场比赛的
关键球员。边锋小将迪亚
比也得到了多特、阿森纳的
关注。主帅博斯到来后药
厂的比赛质量有了长足的

进步。
两队历史交锋中，门兴

格拉德巴赫5胜4负，最近
3场德甲对阵药厂全胜。本
场比赛，机构开出平手指
数，主队低奖，上赛季同样
的指数门兴格拉德巴赫2：
0取胜，机构再次开出相同
指数，无视主队排名及往绩
优势，不惧主队热度，其实
是不太看好门兴格拉德巴
赫主场能拿下药厂，因为空
场比赛能减弱主队优势，所
以本场个人看好药厂客场
发威，比分博个2：3、2：4。

沃尔夫斯堡近期的比
赛下半场活跃，近20场各
项赛事19场下半场有球。
球队进攻端越打越好，近23
场各赛事只有3场交白卷，
破门能力值得肯定。比赛防
守很一般，近21场各项赛事
只有5场不失球，其中1场
还是0：0，对手也并非都是
强队。近期主场的比赛平局
频出，近19个主场的赛事7
场打出平局，打法偏保守。
比赛赢盘能力偏差，近17

个主场的赛事盘路输足12
场，对手也并非都是强队。
沃尔夫斯堡本赛季打法趋
于保守，平局极多。

多特蒙德是德甲强队，
本赛季进攻给力，主强客弱，
暂排联赛第2。欧冠虽然被
淘汰出局，但复赛后士气已
经回归，上轮主场4：0大胜沙
尔克04。近期的比赛平局很
少，近22场各项赛事只有2
场打出平局。进攻端表现非
常不错，联赛至今26场只有

2场交白卷，其中1场还是0：
0。近期打对手优势面极大，
自2015年底以来，两队交锋
近9场，球队收获8胜1平，
盘面也只输1场，呈现一面倒
趋势。多特蒙德做客成绩偏
差，联赛至今球队一共输4
场，全部集中在客场，而主
场则还保持不败，对手也并
非都是强队。

本场比赛，看好多特蒙
德客场不败。竞彩推荐：
平、负。

帕德博恩再遇克星

帕德博恩乃升班马，上
赛季获得德乙亚军，历史上
第二次晋升德甲，第一次是
在2014/2015赛季。球队
晋级德甲联赛以来并无抢
眼表现，下半程依然低迷，
冬歇期过后的9场比赛取
得1胜2平6负，26轮过后
仅取得了4胜5平17负的
糟糕战绩。共打进30球狂
丢54球，积17分，排名垫
底。虽然上一轮客场0：0
闷平杜塞尔多夫终结了4
连败，但依然看不到希望，
而且该队主场成绩太差，本

赛季主场仅取得2胜 1平
10负。

霍芬海姆近况也好不
到哪里去，上一轮主场0：3
惨败柏林赫塔，联赛连续6
轮不胜。冬歇期以来只取
得了2胜2平6负，26轮过
后取得了10胜5平11负的
成绩，进35球失46球，积
35分，暂时排名第9。球队
客场成绩还说得过去，本赛
季取得了5胜5平3负，赢
盘率较高。近期比赛得失
球比较活跃，近20场各项
赛事有15场达到3球，而

且上半场有球率很高，近
20场比赛有15场。

双方此前5次交手，霍
芬海姆4胜1平，占据绝对
优势。本场比赛竞彩胜平
负给出了 2.85 3.45 2.00
的赔率组合，是两队近况不
佳的真实体现，亚盘方面客
让0.25、大小球3球，平局处
于高位，本场比赛应是大开
大合的场面，看好大球、分胜
负，哀兵相遇更看好客队。
综上分析，本场比赛推荐：
负，高赔博让负。比分参
考：1：3。

沙尔克04VS奥格斯堡（05-24 19:30）
胜平负赔率：1.85 3.25 3.40 推荐：胜沙尔克04主场取分

沙尔克04上赛季多线
作战表现不佳，欧冠和杯赛
早早止步，联赛艰难地完成
了保级任务。本赛季在主教
练瓦格纳的带领下，球队表
现不错，目前取得了9胜10
平7负的战绩，暂列第6位，
其中主场5胜6平2负，抢分
能力尚可。上轮联赛，球队
做客0：4不敌死敌多特蒙
德，时隔30年再度惨败于大
黄蜂，颜面尽失。此役回到

主场，沙尔克04不容有失。
奥格斯堡球风较为强

硬。本赛季球队开局表现
低迷，随后在施密特的带领
下走出了降级区。但在停
摆期之前再度遭遇多轮不
胜，瑞士人无奈下课，海尔
里希接手球队。奥格斯堡
目前拿到了27个积分，暂
列第14位，其客场战绩为2
胜 3 平 8 负，抢分能力极
差。上轮联赛，球队主场被

狼堡压哨绝杀，近9轮比赛
输掉了多达7场。

两队本赛季交手，奥格
斯堡主场2：3输球。本场比
赛亚指以主让半球中高指开
出，目前机构在半球高指与
平半球中指区间波动，对主
队的支持力度较为谨慎。两
队硬实力存在一定的差距，
看好沙尔克04主场获胜。
比分推荐：2:0、2:1。半全
场推荐：平胜、胜胜。

拜仁慕尼黑VS法兰克福（05-24 00:30）
让球胜平负赔率：1.93 4.20 2.55 推荐：让球胜

拜仁慕尼黑轻松奏凯

拜仁慕尼黑在上一轮
比赛在客场2:0击败了柏
林联合，上半场凭借点球1
球领先，比赛压轴80分钟
帕瓦德临空抽射，2：0，拜
仁慕尼黑稳稳拿到3分，依
然排在联赛首位，与多特蒙
德仅 1分之差。球队近 7
场比赛连胜状态出色，球队
主场成绩较强，球队近10
个主场有9场不败赢下了8

场。攻防数据来看，球队攻
击力强悍，防守稳定。此战
定能拿下对手。

法兰克福上一场在主
场1:3负于了门兴格拉德
巴赫，球队近10个客场有8
战不胜输了6场，球队异地
作战能力较弱。

两队往绩系数上来
看，主队往绩系数 78%，
客队往绩系数 22%，往绩

交锋主队占优。赢盘率
来看，主队最近10场赛事
的赢盘率为 30%，赢盘能
力较弱；客队最近10场赛
事的赢盘率为 60%，赢盘
能力较强。本场亚洲数
据开出主-2.25 球盘，对
主队有利，本场主队赢球
可期。竞彩推荐：让球胜、
让球平。比分推荐：3:0、
4:0。

多特蒙德客场不败

周日竞彩受注赛程

001全北现代VS大邱FC05-24 15:30
002蔚山现代VS釜山偶像05-24 18:00
003沙尔克04VS奥格斯堡05-24 19:30
004汉堡VS比勒费尔德 05-24 19:30
005基尔VS斯图加特 05-24 19:30
006卡尔斯鲁厄VS波鸿 05-24 19:30
007美因茨VS莱比锡红牛05-24 21:30

比猛,常年混迹五
大联赛，对于半全场和
比分有深刻的了解。
微信：13605350787。

天使彩票，以球会
友，一次牵手，终生朋
友 。 交 流 微 信 ：
18605350459。

大润竞彩俱乐部
欢迎各位竞彩爱好者
的加入，共同探讨互相
交 流 ，交 流 微 信 ：
15589566788。

赵育青，资深玩
家，擅长分析日本联
赛 。 交 流 微 信 ：
13562597877。

周六竞彩受注赛程

001江原FCVS城南FC 05-23 15:30
002水原三星VS仁川联05-23 15:30
003尚州尚武VS光州FC05-23 18:00
004达姆施塔特VS圣保利05-23 19:00
005桑德豪森VS雷根斯堡05-23 19:00
006奥斯纳布吕克VS汉诺威96 05-23 19:00

007门兴格拉德巴赫VS勒沃库森05-23 21:30

008弗赖堡VS云达不来梅 05-23 21:30
009帕德博恩VS霍芬海姆05-23 21:30
010沃尔夫斯堡VS多特蒙德05-23 21:30
011拜仁慕尼黑VS法兰克福05-24 00:30

君子好球竞彩，期
望与同好交流。交流
微 信 ：zhufengq-
iang0330。

上周，随着德甲、德乙的复赛，竞彩
单周开售的比赛场次达到了20场。官
方销量数据显示，上周竞彩足球销量达
到了3.96亿元，热度明显回归。但是，
相比常规时间的销量，目前只恢复了2
成左右。

5月16日，德甲联赛成功重启，成
为五大联赛中首个重启的赛事。竞彩
官方也在上周末开售了德甲、德乙和韩
K联3个联赛，单周销售场次达到了久
违的20场。本周一，竞彩官方公布了
上周竞彩足球的销量数据。20场比赛
合计销量达到了3.96亿元，平均每场
销量2000万元左右，这个数据超过了
以往，可见市场热度明显回升。

然而，比赛数量的限制，依然是客
观存在的，并且直接制约着竞彩的整体
销量。根据竞彩官方历史销量数据的
统计，在2019年竞彩足球单周的平均
销量达到了19.44亿元左右。以此来
对比，上周3.96亿元的单周销量，仅恢
复了2成左右。

另一个限制是，虽然有德甲、德乙
和韩K联比赛，但赛程都集中在周末，
时间的延续性上略有不足。好消息是，
德甲、德乙将在下周进行双赛，能够一
定程度上缓解该问题。

更值得期待的是，还有一些联赛已
经明确恢复时间：丹麦超（5月28日），
葡超（6月4日），俄超（6月21日）。等
到越来越多的赛事回归后，竞彩才能迎
来真正的复苏。 潘凤

20场竞彩狂卖3.9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