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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刀推荐

太阳打出高质量，掘金轮换优势明显

太阳 VS 独行侠
比赛时间：2月2日 09:30
盘口预测：太阳-1.0

独行侠目前成绩为8胜11负，排

名西部第13位。太阳目前成绩为9胜
8负，排名西部第七位，上一场比赛

太阳客场111比105胜独行侠。 太阳

首发是保罗、克劳德、布里奇斯、约

翰逊和艾顿， 保罗得到29分和12次
助攻。独行侠的首发是东契奇、理查

德森、哈达威、史密斯和斯坦，东契

奇得到29分、8个篮板和7次助攻。

预计本场比赛独行侠受让1分
左右， 独行侠最近五连败并且全部

输盘，球队状态非常不好，东契奇和

波神之间也出现了矛盾。 独行侠这

边的波尔津吉斯上场缺战， 东契奇

现在也是孤掌难鸣， 他得不到队友

的支持。 上一场比赛理查德森和东

契奇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球员之间

的心态也出现了问题。

太阳上一场布克缺战， 球队在

保罗的组织下依然打出了高水平的

进攻， 本场布克可能会回归让太阳

实力得到增强， 本赛季太阳已经两

胜独行侠并且赢球赢盘， 显然太阳

打独行侠还是很有心得， 本场比赛

看好太阳客场战胜对手赢球赢盘。

活塞 VS 掘金
比赛时间：2月2日 10:00
盘口预测：掘金-6.0

掘金目前成绩为11胜8负，排名

西部第五位，上一场比赛客场109比

119输给马刺， 其首发阵容是穆雷、

哈里斯、巴顿、米尔萨普和约基奇，

约基奇得到35分、10个篮板和5次助
攻的“两双”成绩。

活塞目前成绩为5胜14负，排名

东部第14位， 上一场比赛客场91比
118输给勇士，其首发是赖特、艾灵

顿、格兰特、格里芬和普拉姆利，其

中格兰特得到18分。

预计本场比赛掘金让6分左右，

本场比赛是掘金背靠背的第二场比

赛， 但掘金都是主场作战对体力消

耗不是很大， 掘金在上一场输给马

刺前取得五连胜，球队状态不俗，波

特回归后让掘金的阵容轮转做得十

分出色，约基奇也打出了高水平，球

队现在状态非常不错。

活塞上一场比赛大比分输给勇

士，球队在场上毫无状态，活塞现在

阵容中没有好的组织后卫， 格里芬

和普拉姆利状态起伏也很大， 球队

表现也不是很稳定， 从阵容看活塞

有明显的缺陷， 也没有表现太出色

的明星球员。 本场比赛看好掘金大

胜对手赢球赢盘。

受伤老鹰依赖个人，黄蜂爆冷戛然而止

湖人 VS 老鹰
比赛时间：2月2日 08:30
盘口预测：湖人-4.0

老鹰目前成绩为10胜9负， 排名

东部第六位， 上一场比赛客场116比

100战胜奇才，其首发是特雷杨、许尔

特、亨特、科林斯和卡佩拉。 球员方

面，特雷杨得到41分和5次助攻。 湖人

目前成绩为14胜6负， 排名西部第三

位，上一场比赛客场96比95胜凯尔特
人，其首发是施罗德、波普、詹姆斯、

戴维斯以及加索尔， 詹姆斯得到21
分、7个篮板和7次助攻， 戴维斯得到

27分和14个篮板的大号“两双”。

本场比赛预计老鹰受让4分左
右，老鹰这边亨特上一场受伤本场可

能无法出战， 预计雷迪什将首发出

战， 老鹰的打法对特雷杨依赖太大，

一旦特雷杨发挥不好老鹰全队也很

难赢球。本场比赛是湖人连续七场客

场比赛里的最后一场，如此紧密的赛

程也让湖人上下很疲惫，湖人本场也

会打起精神全力出战。詹眉本赛季发

挥一直都很稳定， 湖人赢球还需要

“詹眉”有出色发挥。

湖人现在没有伤病，球队轮转也

做得比较好，而且本赛季湖人客场战

绩非常出色，本场比赛湖人会全力出

战争取胜利，看好湖人赢球赢盘。

黄蜂 VS 热火
比赛时间：2月2日 08:30
盘口预测：热火-4.0

热火目前成绩为 6胜 12负 ，排

名东部第 12位 ，上一场比赛主场

105比 104胜国王 ， 其首发是罗宾

逊 、希罗 、奥卡佩拉 、巴特勒和阿

德巴约 ，本场比赛巴特勒复出得

到 30分 、7个篮板和 9次助攻 。

黄蜂目前成绩为 8胜 11负 ，

排名东部第九位 ，上一场比赛主

场 126比 114胜雄鹿 ，其首发是罗

齐尔 、格雷厄姆 、海沃德 、华盛顿

和泽勒 ，海沃德得到 27分 ，替补

鲍尔也得到 27分和 9次助攻 。

本场比赛预计热火让 4分左
右 ，热火上一场战胜国王结束五

连败 ，球队士气大振 ，现在热火

排名较差 ，需要取得胜利才能进

入季后赛 ，在巴特勒回归后热火

会把握住机会争取尽快 回 到 连

胜轨道 。

黄蜂最近接连战胜步行者和

雄鹿爆出冷门 ，这也与黄蜂全队

球员的努力发挥有关系 ，黄蜂替

补球员中鲍尔 、布里奇斯等人最

近表现都不错 ，也提升了黄蜂的

实力 。 不过黄蜂本赛季客场表现

不是很稳定很难被信任 。

本场也会是场遭遇战 ，热火

会全力以赴 ，发挥主场优势赢球

赢盘 。

龙龙推荐

本期胜负彩“14选9?是由7?德国杯赛以及7?法甲联赛构成，组合较为简单。 其中，德国杯本赛

季成为冷门的温床，就连拜仁这样的巨无霸都可能阴沟翻船，对于低级别联赛球队不可小看。 法甲

经历了联赛乱象之后逐渐走向温和，投注以稳健为主基调。

胜负彩21015期分析———

特约记者 胡鑫芳

1.埃森 VS 勒沃库森

埃森德国杯前两轮先后淘汰了
比勒费尔德和杜塞尔多夫两支德甲
球队，表现相当惊艳。勒?库森上周
末联赛客场0比1不敌莱比锡，最近七
轮联赛只赢下一场，状态不佳。初盘
客让两球半，本场首选客胜，大单建
议防一手平局。
2.基尔 VS 达姆施塔特

基尔最近三轮联赛拿到7分，目
前积分榜排名第三，有升级希望，德
国杯第二轮点球大战淘汰拜仁慕尼
黑晋级。达姆施塔特最近两轮拿到4
分，从之前联赛四连败的阴影中走
出，本季整体表现不如对手。初盘主
让半球，即时降至皮平手/半球，本场
看好主队不败格局，双选3、1过关。
3.多特蒙德 VS 帕德博恩

多特蒙德上周末联赛主场3比1逆
转奥格斯堡，时隔三轮重回胜轨，不过
头号射手哈兰德比赛中罚丢点球，脚
风不顺。帕德博恩目前在德乙排名中
游，升级无望保级无忧。初盘主让两球
半，本场直接单3做胆。
4.不来梅 VS 菲尔特

云达不来梅上周末联赛主场1比1
战平沙尔克04，近期表现稳定，德国

杯第二轮轻松淘汰汉诺威96晋级。菲
尔特联赛迎来两连胜，与直接升级区
只有1分之差，状态不错。初盘主让半
球，即时上盘水位偏高，本场首选主
胜，大单防一手客胜冷门。
5.莱比锡 VS 波鸿

莱比锡上周末联赛主场1比0力克
勒?库森，巩固了积分榜第二的位置。
波鸿最近六轮联赛收获5胜1平的完美
战绩，目前德乙排名第二，德国杯第二
轮淘汰美因茨晋级。初盘主让球半/两
球，本场首选主胜，大单建议防平。

6.沃尔夫斯堡 VS 沙尔克04

?尔夫斯堡这赛季联赛中表现高
于预期，有希望进入下赛季欧战赛场，
德国杯第二轮主场四球横扫桑德豪森
晋级。沙尔克04上周末联赛客场1比1战
平不来梅，止住了连败颓势，不过保级
形势依旧严峻。初盘主让一球，即时退
至半球/一球，本场直接双选3、1过关。
7.斯图加特 VS 门兴

斯图加特上一轮主场2比0轻取美
因茨，时隔三轮重回胜轨，也是开赛以
来联赛主场首胜。门兴格拉德巴赫上
周末客场1比1战平柏林联合，连续六轮
联赛不败，近期状态稳定。平手盘，看
好两队分出胜负，双选3、0过关。
8.波尔多 VS 里尔

波尔多上一轮客场1比2惜败于
里昂，此前四轮联赛3胜1平，整体状
态不错。里尔最近联赛四个客场全部
赢球，战斗力强劲。初盘客让平手/半
球，本场首选平局，大单加一手客胜。
9.梅斯 VS 蒙彼利埃

梅斯本季表现略高于预期，连续
四个主场不败，而且总共只丢了一
球，防守十分稳健。蒙彼利埃上周末
主场1比2负于朗斯，联赛惨遭三连
败，是近期表现最差的球队之一。平
手开盘，本场首选主胜，大单防平。
10.斯特拉斯堡 VS 布雷斯特

斯特拉斯堡连续主场作战，赛程
方面有利，近期状态不错，保级形势一
片大好。布雷斯特最近五个联赛客场

仅仅拿到1分，而且其中三场无法破门，
战斗力难以高看。初盘主让半球，即时
退至平手/半球，直接双选3、1过关。
11.摩纳哥 VS 尼斯

摩纳哥联赛主场迎来两连胜之
后，胜率已经超过六成，场均进球数
超过两个，表现优于客场。尼斯开赛
至今客场只输过两场球，总共只丢了
七球，做客防守表现堪称完美。初盘
主让一球，本场首选主胜，大单防平。
12.第戎 VS 里昂

第戎是法甲本季唯一主场不胜球
队，6平5负11场比赛居然只打进四
球，让人大跌眼镜。里昂上一轮主场
2比1力克波尔多，迎来两连胜，最近
九个联赛客场保持不败。初盘客让
半球/一球，即时升至一球半，直接跟
庄走，单0做胆。
13.巴黎圣日尔曼 VS 尼姆

巴黎圣日耳曼最近五个主场比
赛全部获胜，联赛主场战绩排名第
一。尼姆连续三轮客场作战，赛程安
排不利，本轮又是做客挑战班霸。初
盘主让三球，直接单3做胆。
14.朗斯 VS 马赛

朗斯上一轮客场2比1力克蒙彼利
埃，最近三轮联赛拿下两场，状态不
错。马赛近期糟糕的表现引发球迷强
烈不满，上一轮比赛前聚集在训练基
地抗议，设施被破坏，两名球员被群
殴受伤，导致比赛延期。初盘平手，本
场看好主队不败，双选3、1过关。

注：比赛?次截止时间为1月31日23：59，具体购买?次以体彩中心网站最终显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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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售时间：2021年2月2日21：30 2048注 32注 64注 1注

德乙不容小觑，法甲兵荒马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