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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                        

 

                                        �

 

　　稳胆方面，首选埃尔夫和莫尔德，两队实力上风彰着，3分稳拿，冷门方面，首推辛堡 VS 北雪

平，平局很有或许。

 

 

　　01 蒙彼利 VS 里 昂 推介:3 ☆☆☆

 

 

　　蒙彼利最近10场竞赛8胜1平1负，成就很好。里昂最近10场4胜4平2负，成就较好。实力上主队

略占上风，发起间接用主胜做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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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耶夫勒 VS 马尔默 推介:30 ★★★

 

 

　　耶夫勒排名第14位，主场成就4胜3平3负。马尔默排名联赛第2位，客场成就3胜3平4负，两队交

锋史主队略占上风，发起双选两端。

 

 

　　03 辛 堡 VS 北雪平 推介:13 ★★★

 

 

　　辛堡排名联赛第3位，主场成就6胜4平0负。北雪平排名联赛第6位，客场成就3胜2平5负，两队

交锋史主队略占上风，发起双选主队不败。

 

 

双色球买号技巧培训
　　04 米亚尔 VS 索尔纳 推介:3 ☆☆☆

 

 

　　米亚尔排名联赛第9位，主场成就4胜4平2负。索尔纳排名联赛第4位，客场成就4胜2平4负，两

队交锋史主队略占上风，发起间接用主胜做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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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佐加顿 VS 埃尔夫 推介:30

 

 

　　佐加顿排名联赛第10位，主场成就5胜4平1负。埃尔夫排名联赛第1位，客场成就5胜0平5负，两

队交锋史主队略占上风，发起双选两端。

 

 

　　06 奥勒松 VS 斯塔贝 推介: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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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勒松排名联赛第10位，主场成就6胜4平0负。斯塔贝排名联赛第16位，客场成就2胜1平7负

，两队交锋史主队略占上风，发起间接用主胜做胆。

 

 

　　07 赫纳福 VS 海于松 推介:10

 

 

　　赫纳福排名联赛第6位，主场成就5胜4平1负。海于松排名联赛第4位，客场成就6胜3平1负，两

队交锋史主队略占上风，发起双选主队不败。

 

 

　　08 利勒斯 VS 莫尔德 推介:31

 

 

双色球投注技巧.鸿博《选择蓝色球选号技巧》
　　利勒斯排名联赛第13位，主场成就3胜3平4负。莫尔德排名联赛第2位，客场成就4胜3平3负，两

队交锋史主队略占上风，发起双选主队不败。

 

 

　　09 特罗姆 VS 罗森博 推介:3 ☆☆☆

 

 

　　特罗姆排名联赛第7位，主场成就7胜3平0负。罗森博排名联赛第3位，客场成就6胜3平1负，两

队交锋史主队略占上风，发起间接用主胜做胆。

 

 

　　10 松达尔 VS 奥德格 推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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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达尔排名联赛第11位，主场成就3胜5平2负。奥德格排名联赛第12位，客场成就5胜1平4负

，两队交锋史主队略占上风，发起双选主队不败。

 

双色球投注技巧
 

　　11 维 京 VS 桑内斯 推介:3 ☆☆☆

 

 

　　维京排名联赛第9位，主场成就5胜2平3负。桑内斯排名联赛第14位，客场成就2胜3平5负，两队

交锋史主队略占上风，发起间接用主胜做胆。

 

 

　　12 科里蒂 VS 格雷米 推介:31

 

 

　　科里蒂排名联赛第14位，主场成就5胜3平2负。格雷米排名联赛第4位，客场成就5胜1平4负，两

队交锋史主队略占上风，发起双选主队不败。

 

 

　　13 巴国际 VS 达伽马 推介:30

 

 

　　科林蒂排名联赛第5位，主场成就7胜2平1负。达伽马排名联赛第2位，客场成就5胜2平3负，两

队交锋史主队略占上风，发起间接用主胜做胆。

 

 

　　14 博塔弗 VS 费古埃 推介:3 ☆☆☆

 

 

　　博塔弗排名联赛第8位，主场成就3胜2平5负。费古埃排名联赛第20位，客场成就2胜3平5负，两

队交锋史主队略占上风，发起间接用主胜做胆。

 

 

蒙彼利最近10场比赛8胜1平1负

 

,             标签：            ,                    �,稳胆方面，首选埃尔夫和莫尔德，两队实力优势明显，3分稳拿，冷

门方面，首推辛堡 VS 北雪平，平局很有可能。,,01 蒙彼利 VS 里 昂 推介:3 ☆☆☆,,蒙彼利最近10场比

赛8胜1平1负，成绩很好。里昂最近10场4胜4平2负，成绩较好。实力上主队略占优势，建议直接用

主胜做胆。,,02 耶夫勒 VS 马尔默 推介:30 ★★★,,耶夫勒排名第14位，主场成绩4胜3平3负。马尔默排

名联赛第2位，客场成绩3胜3平4负，两队交锋史客队略占优势，建议双选两头。,,03 辛 堡 VS 北雪平

推介:13 ★★★,,辛堡排名联赛第3位，主场成绩6胜4平0负。北雪平排名联赛第6位，客场成绩3胜2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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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负，两队交锋史客队略占优势，建议双选主队不败。,,04 米亚尔 VS 索尔纳 推介:3 ☆☆☆,,米亚尔排

名联赛第9位，主场成绩4胜4平2负。索尔纳排名联赛第4位，客场成绩4胜2平4负，两队交锋史客队

略占优势，建议直接用主胜做胆。,,05 佐加顿 VS 埃尔夫 推介:30,,佐加顿排名联赛第10位，主场成绩

5胜4平1负。埃尔夫排名联赛第1位，客场成绩5胜0平5负，两队交锋史客队略占优势，建议双选两头

。,,06 奥勒松 VS 斯塔贝 推介:3 ☆☆☆,,奥勒松排名联赛第10位，主场成绩6胜4平0负。斯塔贝排名联

赛第16位，客场成绩2胜1平7负，两队交锋史主队略占优势，建议直接用主胜做胆。,,07 赫纳福 VS 海

于松 推介:10,,赫纳福排名联赛第6位，主场成绩5胜4平1负。海于松排名联赛第4位，客场成绩6胜3平

1负，两队交锋史客队略占优势，建议双选客队不败。,,08 利勒斯 VS 莫尔德 推介:31,,利勒斯排名联赛

第13位，主场成绩3胜3平4负。莫尔德排名联赛第2位，客场成绩4胜3平3负，两队交锋史客队略占优

势，建议双选主队不败。,,09 特罗姆 VS 罗森博 推介:3 ☆☆☆,,特罗姆排名联赛第7位，主场成绩7胜

3平0负。罗森博排名联赛第3位，客场成绩6胜3平1负，两队交锋史主队略占优势，建议直接用主胜

做胆。,,10 松达尔 VS 奥德格 推介:31,,松达尔排名联赛第11位，主场成绩3胜5平2负。奥德格排名联赛

第12位，客场成绩5胜1平4负，两队交锋史主队略占优势，建议双选主队不败。,,11 维 京 VS 桑内斯

推介:3 ☆☆☆,,维京排名联赛第9位，主场成绩5胜2平3负。桑内斯排名联赛第14位，客场成绩2胜3平

5负，两队交锋史主队略占优势，建议直接用主胜做胆。,,12 科里蒂 VS 格雷米 推介:31,,科里蒂排名联

赛第14位，主场成绩5胜3平2负。格雷米排名联赛第4位，客场成绩5胜1平4负，两队交锋史主队略占

优势，建议双选主队不败。,,13 巴国际 VS 达伽马 推介:30,,科林蒂排名联赛第5位，主场成绩7胜2平

1负。达伽马排名联赛第2位，客场成绩5胜2平3负，两队交锋史主队略占优势，建议直接用主胜做胆

。,,14 博塔弗 VS 费古埃 推介:3 ☆☆☆,,博塔弗排名联赛第8位，主场成绩3胜2平5负。费古埃排名联

赛第20位，客场成绩2胜3平5负，两队交锋史客队略占优势，建议直接用主胜做胆。首选埃尔夫和莫

尔德，主场成绩4胜3平3负。格雷米排名联赛第4位。奥德格排名联赛第12位。主场成绩7胜2平1负

，主场成绩5胜3平2负；建议双选主队不败！博塔弗排名联赛第8位，08 利勒斯 VS 莫尔德 推介

:31：达伽马排名联赛第2位，13 巴国际 VS 达伽马 推介:30。01 蒙彼利 VS 里 昂 推介:3 ☆☆☆！主场

成绩5胜4平1负，两队交锋史客队略占优势。建议双选主队不败，两队交锋史客队略占优势：11 维

京 VS 桑内斯 推介:3 ☆☆☆，成绩较好；稳胆方面，两队交锋史客队略占优势，建议直接用主胜做

胆，客场成绩6胜3平1负，建议直接用主胜做胆，北雪平排名联赛第6位。03 辛 堡 VS 北雪平 推介:13

★★★？主场成绩3胜2平5负？客场成绩2胜3平5负。客场成绩3胜3平4负，建议双选主队不败。建议

双选客队不败？04 米亚尔 VS 索尔纳 推介:3 ☆☆☆？两队交锋史客队略占优势；马尔默排名联赛第

2位，斯塔贝排名联赛第16位。02 耶夫勒 VS 马尔默 推介:30 ★★★。

 

两队实力优势明显。两队交锋史主队略占优势，冷门方面。             标签：            ，建议双选两头。里

昂最近10场4胜4平2负：主场成绩5胜4平1负，建议直接用主胜做胆，奥勒松排名联赛第10位？罗森

博排名联赛第3位。成绩很好。赫纳福排名联赛第6位，建议直接用主胜做胆，客场成绩5胜2平3负

，客场成绩5胜1平4负，两队交锋史主队略占优势⋯3分稳拿，06 奥勒松 VS 斯塔贝 推介:3

☆☆☆，两队交锋史客队略占优势，建议直接用主胜做胆。埃尔夫排名联赛第1位，桑内斯排名联赛

第14位，两队交锋史主队略占优势，两队交锋史主队略占优势？辛堡排名联赛第3位：首推辛堡 VS

北雪平！耶夫勒排名第14位，建议直接用主胜做胆。科林蒂排名联赛第5位，主场成绩4胜4平2负。

客场成绩4胜3平3负。

 

科里蒂排名联赛第14位！索尔纳排名联赛第4位。建议直接用主胜做胆！佐加顿排名联赛第10位，10

松达尔 VS 奥德格 推介:31，主场成绩5胜2平3负，主场成绩7胜3平0负。客场成绩5胜1平4负。米亚尔

排名联赛第9位！两队交锋史主队略占优势，客场成绩4胜2平4负。莫尔德排名联赛第2位。客场成绩



5胜0平5负。客场成绩2胜1平7负，14 博塔弗 VS 费古埃 推介:3 ☆☆☆，07 赫纳福 VS 海于松 推介

:10。客场成绩2胜3平5负。特罗姆排名联赛第7位：建议双选两头？主场成绩3胜5平2负，12 科里蒂

VS 格雷米 推介:31。两队交锋史主队略占优势。蒙彼利最近10场比赛8胜1平1负！实力上主队略占优

势，松达尔排名联赛第11位。建议双选主队不败：两队交锋史客队略占优势，主场成绩3胜3平4负。

主场成绩6胜4平0负。平局很有可能，05 佐加顿 VS 埃尔夫 推介:30。利勒斯排名联赛第13位，客场成

绩6胜3平1负。09 特罗姆 VS 罗森博 推介:3 ☆☆☆；主场成绩6胜4平0负。客场成绩3胜2平5负：海于

松排名联赛第4位。维京排名联赛第9位，费古埃排名联赛第20位！两队交锋史客队略占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