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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竞彩受注赛程

周六竞彩受注赛程

墨尔本城VS悉尼FC（08-01 15:00）
胜平负赔率：2.38 3.40 2.38 半全场推荐：平胜、平负

大分三神VS鹿岛鹿角（08-01 18:00）
胜平负赔率：3.50 3.40 1.81 推荐：平

横滨FCVS广岛三箭（08-01 17:00）
胜平负赔率：4.05 3.6 1.64 推荐：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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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诚，理性购彩、快
乐人生！愿结识更多的
竞彩爱好者。交流微
信：1310520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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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猛,长年混迹五大
联赛，对于半全场和比分
有深刻的了解。微信：
13605350787。

大分三神跨赛季近12
场联赛 11场至少2球，防
守下滑，涨球明显。近12
场联赛多达 11 场半场有
球，近15场正赛也就2场
平局，相比上赛季中前期
强出不少。大分三神本身
实力不足，防守下滑输球
不少，近3场日职联全败，
上场更是2：4完败副班长
清水心跳。近 19 场正赛
也就 2 场零封，且对手还
是进攻无能的鸟栖沙岩和

浦和红钻，含金量也很低。
大分三神是日职乙升班马，
该队灵活反击打法前期十
分见效，新赛季表现中规中
矩，暂列日职联第12。

鹿岛鹿角是日职联传
统豪门，该队上赛季末期就
一落千丈，新赛季更是直
接崩盘，昔日豪门沦为联
赛副班长。鹿岛鹿角近年
打大分三神还是碾压，近
10场正赛交锋赢足 9场，
往绩给予本场不少信心。

鹿岛鹿角新赛季整体表现
可谓毫无下限，近10场正
赛狂输8场，且多达7场白
卷输球，毫无下限可言。鹿
岛鹿角客场堪称攻守俱废，
5个客场不但全败，且只打
入1球。而对手大分三神3
个主场只输1场，且打入3
球。以目前鹿岛客场鱼腩
般的表现，客胜很难出。

本场比赛看好大分三神
逼平鹿岛鹿角，甚至有胜的可
能。竞彩推荐：平，可防胜。

广岛三箭客场拿分

横滨 FC 上轮主场两
球负于浦和红钻，遭遇联赛
3连败，且3场比赛只有一
粒进球，可见攻击力是硬
伤。好在球队的防守问题
在对阵浦和红钻时已有改
善，值得肯定。但碍于实力
和防线失误导致无法拿分；
目前队内只有门将六反勇
治一名伤员，其他球员均可
出战本场比赛，他们是非常
年轻的进攻组合，也是近期

的一个看点。
上轮联赛广岛三箭客

场0：1负于大阪钢巴，球队
遭遇联赛4场不胜，状态较为
低迷。不过，他们上周末的联
赛由于对手名古屋鲸八队内
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比赛
延期，球队获得额外一周的休
整时间，目前球队伤兵有主力
边锋柏好文一人，其他球员均
可出战本场比赛。在交锋往
绩上，广岛三箭以8胜1平

2负占据绝对优势。
两队往绩系数上来看，

主队往绩系数24%，客队
往绩系数 76%，往绩交锋
客队占优，赢盘率来看，主
队最近10场赛事的赢盘率
为40%，赢盘能力较弱，客
队最近10场赛事的赢盘率
为30%，赢盘能力不强，本
场亚洲数据开出主受让1
球盘，两队实力相当，看好
广岛三箭不败。

纽卡斯尔喷气机VS西部联（08-02 17:30）
胜平负赔率：2.13 3.40 2.70 推荐：让负西部联客场不败

纽卡斯尔喷气机本赛
季低开高走，前期失分较
多，影响了最终的成绩。
复赛后首场比赛以2:1战
胜悉尼 FC。本场赢得有
些幸运，对方状态不好，而
且主要球员伤退，补时阶
段遭逆转绝杀。第二场被
德比对手中央海岸0:0逼
平。在联赛仅剩两轮的情
况下，落后季后赛区6分，
由于净胜球差距较大，球队
基本退出了季后赛的争

夺。纽卡斯尔喷气机本赛
季主场4胜4平3负，主场
成绩优于客场，本轮主场作
战，还是能给客队制造一定
麻烦。

西部联队本赛季 21
轮过后拿到30分，在少赛
三轮的情况下落后季后赛
区 4分，进入季后赛的希
望很大。联赛中断前，西
部联取得两连胜且每场都
打入了至少 5 球，成为了
澳超历史上第 2支连续 2

轮至少打入 5 球的球队。
复赛后客场1：2战胜墨尔
本胜利。本场是其复赛后
第二场比赛，由于有季后赛
的追求，球队战意毋庸置
疑。

本场主流公司初盘给
到主让平手/半球，目前客
队水位逐渐走低，对客队不
败防范力度逐渐加大。综
合西部联近期表现以及迫
切的拿分需求，本场看好客
队不败。

全北现代VS浦项制铁（08-01 18:00）
胜平负赔率：1.68 3.6 3.85 推荐：平全北现代无力制铁

K联赛第14轮，迎来2、
3名的强强对话。两队日前
在杯赛中客场双双取得5：1
的大胜，显示出强队底蕴。

全北现代本赛季攻击
力不足从而更注重防守，场
面上打法比较猥琐，领先后
就退防，所以小球场次居
多，主场打出3场1：0。由
于让步较大，所以往往都是
赢球输指。韩教元打入6
球是队内最佳射手，前锋
古斯塔沃近期状态不错，
连续两场比赛进球。杯赛

的大胜只能反映出釜山偶
像对杯赛的战意不足，并
不能掩盖全北攻击力下滑
的事实。优势是主场战绩
不俗，目前保持不败。

浦项制铁本赛季攻击
力仅次于蔚山现代，场均
打进2球，攻击点众多。前
锋伊尤岑科打入10球，排
在射手榜第二，打入2—5
球的还有4人。但是球队
防守不太稳固，场均丢球
一个以上。以攻代守是浦
项制铁的战术风格，总体

而言球队对比赛掌控力不
俗，目前保持客场不败。

两队本赛季首次交锋
中，浦项制铁受半球结果主
场1：2落败，上赛季4次交
锋1平3负处于绝对下风。
本场做客受让半一，比起往
绩开盘并不是很深，而且上
盘水位处于中高位，无疑全
北会是受注热门，但是机构
并不惧怕上盘打出。个人
看好做客的浦项制铁不败，
有可能打出平局，比分推
荐：2：2。

大分三神或遇阻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更多信息请关注烟台体彩公众号

本版观点 仅供参考

悉尼FC誓取3分

带带，大数据竞彩
专家，善于捕获冷门，
交 流 微 信 ：
18615959191。

001墨尔本城VS悉尼FC08-01 15:00
002名古屋鲸八VS柏太阳神08-01 17:00

003仙台七夕VS横滨水手08-01 17:00
004横滨FCVS广岛三箭08-01 17:00
005东京FCVS鸟栖沙岩08-01 18:00
006大阪钢巴VS川崎前锋08-01 18:00
007大分三神VS鹿岛鹿角08-01 18:00
008湘南海洋VS大阪樱花08-01 18:00
009浦和红钻VS清水鼓动08-01 18:00
010冈山绿雉VS琉球FC08-01 18:00
011全北现代VS浦项制铁08-01 18:00
012城南FCVS首尔FC 08-01 18:00
013仁川联VS光州FC 08-01 19:00
014佐加顿斯VS赫根 08-01 21:00
015厄勒布鲁VS法尔肯堡08-01 21:00
016布雷西亚VS桑普多利亚08-02 00:00

017桑纳菲尤尔VS莫尔德08-02 00:00
018布兰VS瓦勒伦加 08-02 02:30
019AC米兰VS卡利亚里08-02 02:45
020那不勒斯VS拉齐奥08-02 02:45
021亚特兰大VS国际米兰08-02 02:45
022尤文图斯VS罗马 08-02 02:45

001札幌冈萨多VS神户胜利船08-02 13:00

002松本山雅VS北九州向日葵08-02 17:00

003枥木SCVS新泻天鹅08-02 17:00
004长崎航海VS东京绿茵08-02 17:00
005甲府风林VS山口雷诺法08-02 17:00
006纽卡斯尔喷气机VS西部联08-02 17:30

007京都不死鸟VS町田泽维亚08-02 17:30

008爱媛FCVS磐田喜悦08-02 18:00
009千叶市原VS群马温泉08-02 18:00
010水户蜀葵VS金泽塞维根08-02 18:00

011大宫松鼠VS福冈黄蜂08-02 18:00
012德岛漩涡VS山形山神08-02 18:00
013釜山偶像VS蔚山现代08-02 18:00
014江原FCVS尚州尚武08-02 18:00
015水原三星VS大邱FC08-02 18:00
016赫尔辛堡VS哈马比 08-02 20:30
017卡尔马VSAIK索尔纳08-02 20:30
018IFK哥德堡VS马尔默08-02 23:30
019瓦尔贝里VS厄斯特松德08-02 23:30
020费拉拉SPALVS佛罗伦萨08-03 00:00
021博德闪耀VS斯特罗姆加斯特08-03 00:00

022海于格松VS斯塔贝克08-03 00:00
023斯达VS姆延达伦 08-03 00:00
024萨尔普斯堡VS奥勒松08-03 00:00
025维京VS克里斯蒂安松08-03 00:00
026奥德VS罗森博格 08-03 02:30
027莱切VS帕尔马 08-03 02:45
028萨索洛VS乌迪内斯 08-03 02:45
029博洛尼亚VS都灵 08-03 02:45
030热那亚VS维罗纳 08-03 02:45

墨尔本城目前12胜4
平7负排名联赛第3，该队
主场战绩为7胜2平2负，
这是球队复赛后第一场比
赛。墨尔本城主场方面
2020年至今6场不败，而
悉尼除了客场输给日职球
队横滨外，澳超4胜1平表
现优异。

悉尼FC以16胜3平3
负的成绩高居联赛榜首，该

队客场战绩为 7 胜 2 平 1
负，球队复赛后1胜1负，
表现有些飘忽。

两队攻击力相差不
多，墨尔本城攻入了42个
进球，而悉尼 FC 方面则
有 46 个进球入账。而防
守差距才是拉开双方积分
的根本因素，墨尔本城丢
了 34个球，而悉尼 FC只
被对手攻入 19 个进球。

交锋战绩方面，近 6次对
决，墨尔本城1胜5负，悉
尼FC优势明显。

本场平手开盘，后续
墨尔本城水位逐渐降低，
但是竞彩方面主客赔率完
全一致，这种情况下多数
会走两头。建议另辟蹊
径，采用半全场玩法，双选
半场平胜和平负，优化后赔
率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