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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马比VS厄勒布鲁

比赛类别：瑞典超
比赛时间：8月 21日 01:00
推荐参考：胜
哈马比上轮联赛闷和北雪平，连胜势头戛然而止，目前

以 11胜 4平 2负的战绩排名积分榜次席。厄勒布鲁上轮联赛
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下不敌保级球队布鲁马波卡纳，近 6 轮 1
平 5负。

Bet365赔率由 1.50 4.00 6.75调整为 1.45 4.20 7.50，主胜
赔率下降，客胜赔率跨区间上升，胜利的天平已向主队倾
斜。亚盘为哈马比让一球/球半中高水，与赔率相当。为冲击
榜首，哈马比必将不遗余力地争胜。

哥德堡VS厄斯特松德
比赛类别：瑞典超
比赛时间：8月 21日 1:00
推荐参考：让球胜
哥德堡连吃两场败仗，目前以 6 胜 1 平 10 负的战绩排名

瑞典超第 11 位，一旦再无起色，恐怕就将跌入降级区。厄斯
特松德近期状态如日中天，此前 10 轮联赛取得 8 胜 2 平的骄
人战绩，排名升至第 3位。

威廉希尔赔率由 2.90 3.40 2.37 调整为 2.80 3.30 2.50，
客胜赔率升至最高位。亚盘普遍为平手，客队容易过热。在
主弱客强的背景下，赔率却出现不利哥德堡的因素，可见其
难取三分。

亚特兰大VS弗洛西诺内
比赛类别：意甲
比赛时间：8月 21日 02:30
推荐参考：胜
亚特兰大在欧联资格赛上表现抢眼，展现出了强劲攻击

力。弗洛西诺内上赛季因净胜球处于劣势屈居意乙第 3 名，
最终通过升级附加赛升级。

Bwin初始赔率为 1.40 4.50 7.75，近两次出现在意甲时全
部与亚特兰大相关，比分分别为 3比 0、1比 0。亚盘为亚特兰
大让一球/球半低水。两队在历史上有过 4次交锋，亚特兰大
2胜 2平且未有失球。亚特兰大在实力及往绩上都占明显优
势，此役取胜可期。

博塔弗戈VS米内罗竞技
比赛类别：巴西甲
比赛时间：8月 20日 03:00
推荐参考：平
博塔弗戈上轮客场战平巴拉纳，近三轮没有胜绩，主场成

绩好于客场。米内罗竞技主场击败桑托斯，取得近三轮的首
场胜利。

欧洲平均赔率约为 2.29 3.24 2.98，主胜略高，有些看低
主队。亚盘为主队让平手/半球中高水，主队可能过热。过往
交锋两队平分秋色，但都是各自在主场成绩更好，近 10 次交
锋两队都在各自主场保持不败。博塔弗戈周中有南俱杯分
心，对本场可能有所影响，建议看和。

博德闪耀VS奥德
比赛类别：挪超
比赛时间：8月 21日 01:00
推荐参考：胜
博德闪耀上轮主场三球轻取克里斯蒂安松，这是近六轮

的首场胜利。奥德主场战平斯特罗姆加斯特，近两轮全部言
和。

欧洲平均赔率约为 2.14 3.41 3.09，平局赔率明显偏高。
亚盘为主队让平手/半球低水，临场可能变为半球。过往交锋
博德闪耀处于下风，近 10次对决输掉 7场，而仅有的两场胜利
都来自主场。博德闪耀近期状态明显回暖，而奥德客战是短
板，所以本场看好博德闪耀主场取胜。

巴伦西亚VS马德里竞技
比赛类别：西甲
比赛时间：8月 21日 02:00
推荐参考：负
巴伦西亚上赛季排在西甲第四位，本赛季将有欧战分

心。马德里竞技此前在欧洲超级杯击败皇马，获得本赛季第
一个冠军。

欧洲平均赔率约为 2.92 3.13 2.50，客胜略显偏低。亚盘
在平手和受平手/半球之间调整，对于客队较为看好。过往交
锋巴伦西亚处于下风，近 7次面对马德里竞技没有胜绩，并且
输掉其中 5场。对新赛季首战，两队必然十分重视，看好蝙蝠
军团客场迎首胜。

火苗:竞猜型彩票资深专家，擅长运用基本面和
赔率盘口结合预测比赛，对半球盘比赛的判断尤为
精准，本届世界杯的预测准确率近七成。

阿德：足彩专家，拥有自己独家的竞彩赔率判
断方法，深谙其中门道，对于竞彩的推荐十分准
确，擅长浅盘荐胆，收益很有保证。

强胆擂台赛以两周为周期，成绩以命中率、盈利率统计。擂主为守擂
方，与攻擂方进行强胆PK，成绩优者即为下期擂主。专家火苗上期以18
中10的成绩守擂成功，本期攻擂方是专家阿德。

强胆擂台赛

亚特兰大胜券在握 博塔弗戈平局为先

哥德堡VS厄斯特松德

比赛类别：瑞典超
比赛时间：8月 21日 01:00
推荐参考：胜负
哥 德 堡 上 轮 主 场 负 于 天 狼

星，近两轮全部告负，主客场成
绩差异较大。厄斯特松德主场击
败卡尔马，近十轮没有败绩。

欧洲平均赔率约为 2.90 3.25
2.33，平局赔率略显偏高。亚盘
为主队受平手/半球低水，主队应
有机会。过往交锋哥德堡处于下
风，仅有的 5次交锋输掉 3场，上
赛季更是被厄斯特松德双杀。所
以本场必然十分激烈，看好两队
分出胜负。

亚特兰大VS弗洛西诺内

比赛类别：意甲
比赛时间：8月 21日 02:30
推荐参考：胜
亚特兰大已经在欧罗巴联赛

预选赛征战多场，比赛状态毋庸
置疑。弗洛西诺内则在此前的意
大利杯输球出局。

欧洲平均赔率约为 1.35 4.74
9.42，主胜略显偏低。亚盘在球
半和一球/球半之间调整，临场球
半高水可能性稍大。过往两队有
过 4 次交锋，亚特兰大 2 胜 2 平没
有败绩。亚特兰大比赛状态和整
体实力都优于弗洛西诺内，本场
理应取胜。

针对一场比赛的投注比例可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大众倾向及冷热程度，本栏目特搜集
部分焦点比赛的胜平负虚拟投注比例供彩友参考。

●虚拟投注比例

利物浦备受追捧

帕德博恩VS因戈尔施塔特

比赛类别：德国杯
比赛时间：8月 21日 00:30
推荐参考：胜负
帕德博恩在德乙前两轮取得

1胜 1负，而因戈尔施塔特则是取
得 1平 1负，两队对于德国杯的态
度成疑。

欧洲平均赔率约为 2.55 3.25
2.59，主胜和客胜差异不大。亚
盘为主队平手中低水。过往交锋
帕德博恩占据上风，近 10 次碰面
取胜 5 场。两队在上赛季德国杯
就曾相遇，当时帕德博恩取胜晋
级。从赔率盘口倾向性来看，两
队本场应该都有取胜机会，因此
走两头。

水晶宫VS利物浦

比赛类别：英超
比赛时间：8月 21日 03:00
推荐参考：负
水晶宫首轮客场击败升班马

富勒姆，取得新赛季开门红。利
物浦主场轻取西汉姆，目前红军
可谓兵强马壮。

欧洲平均赔率约为 6.58 4.66
1.45，客胜赔率明显偏低。亚盘
为主队受一球/球半低水，客队不
会太热。过往交锋平分秋色，近
10 次对决水晶宫取胜 4 场，不过
近 4 次 主 场 面 对 利 物 浦 全 部 告
负。两队实力差距过于明显，利
物浦客场应会拿下三分。

帕德博恩胜负×水晶宫负

哥德堡胜负×亚特兰大胜

●2串1精选

编号

周一008

周一012

周一014

周一016

类别

西甲

德国杯

英超

西甲

主队

巴伦西亚

菲尔特

水晶宫

毕尔巴鄂竞技

客队

马德里竞技

多特蒙德

利物浦

莱加内斯

胜平负虚拟投注比例

6% 22% 72%

8% 5% 87%

7% 6% 87%

76% 14% 10%

比赛时间

8月21日02:00

8月21日02:45

8月21日03:00

8月21日04:00

巴伦西亚VS马德里竞技，平均赔率约
为2.91 3.20 2.51。马德里竞技虽然实力
占优，但不足以支撑高达 72%的取胜虚拟
投注比例。本场可首选平局，次选主胜。

菲尔特VS多特蒙德，平均赔率约为
6.72 4.85 1.37。在这场德国杯比赛中，

德甲劲旅多特蒙德受到热捧，其取胜虚拟
投注比例为 87%，符合大众对其实力的认
知。

水晶宫 VS 利物浦，平均赔率约为
6.69 4.71 1.44。两队联赛首轮均取得完
胜，利物浦取胜虚拟投注比例为 87%，未

必有大热之嫌。
毕尔巴鄂竞技VS莱加内斯，平均赔率

约为1.79 3.40 4.83。毕尔巴鄂竞技上赛
季表现不佳，但其实力不容小觑。毕尔巴
鄂竞技取胜虚拟投注比例为 76%，显然其
主场威力受到了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