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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VS 波黑
比赛时间：9月23日 12:30
让球推荐：中国-25.0

中国队首场比赛107比44大胜韩
国，63分也是中国女篮在世界杯取得的
最大分差。中国女篮开局就利用内线
优势就打出16比2，对方只能跟着我们
的节奏打，场上非常被动。中国女篮的
首发是杨力维、黄思静、李梦、王思雨、李
月汝，本场比赛12人轮换每个球员在场
上都展现出了好状态。全场比赛李月
汝得到9分、7个篮板、3次助攻，李梦得
到14分，王思雨得到7分、4个篮板、4次
助攻，韩旭得到13分、15个篮板，杨力维
得到14分，李缘得到12分、4次助攻，潘
臻琦得到11分、6个篮板，本场比赛中国
女篮的命中率超过了60%。

中国女篮相对奥运会时实力有了明
显提高，杨力维、王思雨等球员最近一年
进步很大，李月汝和韩旭到WNBA打球
以后技术也更全面，本场比赛中国女篮
没有派出双塔阵容，显然不想过早地暴
露实力。防守做得很出色，利用出色的
轮换限制对方的持球队员，不给对方空
位机会，使韩国队根本打不出她们的特
点，中国女篮在进攻中则是抓住机会打
反击，往往6秒之内就能完成进攻。

波黑首场比赛58比82输给波多黎
各，琼斯得到15分、8个篮板、4次助攻，德
左姆贝塔得到11分。首场比赛波黑受让

14分，结果输了24分，可见波黑的表现
不如预期，琼斯是归化球员，也是波黑
的核心，她拥有很好的得分和串联能
力，中国女篮应该重点盯防她，如果琼
斯被防死波黑进攻就会出现大问题。

预计本场比赛中国让25分左右，
中国队上一场大胜韩国，球员信心大
增，我们内外结合充分发挥李月汝和韩
旭的身高优势，中国队现在防守也很积
极不给对方空位机会，因此我们现在的
攻防都做得非常好。波黑只能依靠琼
斯单打独斗，很难打出整体战术，本场
比赛看好中国队大胜对手赢盘。

日本 VS 塞尔维亚
比赛时间：9月23日 10:00
让球推荐：日本-7.0

日本首场比赛89比56大胜马里，赤
穗向日葵得到12分，东藤奈奈子得到14
分，斯蒂芬妮得到13分，平下爱佳得到17
分，全场比赛日本一共投中了16个三分
球，占全队总得分的54%。日本是东京
奥运的女篮亚军，并创造了球队历史最
好成绩，因此本次比赛日本也信心十足，
日本现在可内可外，可以将小快灵的特
点发挥到极致，球队也有很多出色的射
手，上一场比赛日本三分球37投16中，
命中率达到43.2%，可见日本的三分球很
厉害。日本球员中赤穗向日葵等老将经
验丰富，斯蒂芬妮等归化球员也弥补了
球队的短板，因此日本队的实力很强而
且球员信心很足，投篮技术也好，只要是
空位三分球命中率都非常高。

塞尔维亚首场比赛60比67输给加

拿大，安德森得到18分、5个篮板、3次助
攻，克拉伊什尼克得到17分、8个篮板。
现在的塞尔维亚身高有优势但技术不
太好，被加拿大屡屡通过反击和空切撕
破防线，这和东京奥运时的塞尔维亚有
些不同，当时塞尔维亚战胜中国女篮挺
进四强，现在是塞尔维亚实力下降得很
厉害。塞尔维亚在之前的热身赛里也
打得不好，分别输给比利时和波兰，显然
球队的状态不是很好，队员也没有发挥
出正常水平。

预计本场比赛日本让7分左右，日
本的实力相对东京奥运时还要强，球员
投篮也有准星，小快灵的特点也得到了
很好地发挥。塞尔维亚则是高大有余
但灵活性不足，她们的球风正好被日本
相克。预计本场比赛日本可以赢塞尔

维亚双位数赢球赢盘。

加拿大 VS 法国
比赛时间：9月23日 16:00
让球推荐：加拿大+4.0

加拿大上一场比赛67比60战胜
塞尔维亚，阿乔恩瓦得到10分、8个篮
板，亚历山大得到13分、6个篮板，菲
尔兹得到12分，纳斯得到9分，阿米西
尔得到8分，科利得到8分，卡尔顿得
到7分、5个篮板，从数据看加拿大全
面开花每个球员都打出了很好的表
现。上一场比赛加拿大全民皆兵，防
守凶狠而且反击非常快，让塞尔维亚
应接不暇，加拿大球员身体素质出
色，冲击力非常强，而且在比赛中不
怕对抗让塞尔维亚很难适应，加拿大

男子化的打法在比赛中的效果非常
好。加拿大上一场比赛盘口是受让
10.5分最终赢球，可见加拿大具备黑马
实力，加拿大球员名气不大，但实力超
群，有望成为本次世界杯的大黑马。

法国女篮在东京奥运会上击败澳
大利亚得到了铜牌，不过现在的法国队
面临新老交替，格鲁达、美耶姆等老将
都退出国家队，威廉姆斯则成为球队的
新核心。在最新的世界杯实力榜上法
国排在第八位，可见法国的实力相较奥
运会时下降了很多。

本场比赛预计加拿大受让4分左
右，加拿大虽然没有明星球员，但球员
实力出众，她们的打法很先进而且符合
现在女篮的潮流，上一场战胜塞尔维亚
也提升了球员的信心。法国队这面临

新老接替需要时间完成过渡。本场比赛
看好加拿大战胜法国赢球赢盘。

比利时 VS 韩国
比赛时间：9月23日 11:00
让球推荐：比利时-15.0

比利时上一场比赛72比87输给美
国，比利时虽然实力不如对手但打得很
顽强，范洛得到13分、4次抢断，阿莱德
曼得到10分、4次助攻，梅斯曼得到4分、
4个篮板、4次助攻。比利时是欧洲劲
旅，梅斯曼更是现在欧洲篮球的第一球
星，她目前在WNBA球队天空效力。
梅斯曼之前表现不佳正好可以找韩国泄
愤，韩国没有内线也给了梅斯曼打出好
数据的机会。比利时可以打球的人多，
轮换也做得不错，她们可以用凶狠的逼
抢逼迫韩国队出现失误并且打出反击。

韩国队首场比赛44比107输给中国
队，比赛韩国队全面被动，队员心态失衡
导致外线三分球失准，而面对中国队的李
月汝和韩旭的冲击，韩国也找不到好的防
守办法。韩国球员能力普遍不行，归化球
员秦安的表现也很一般，韩国擅长投三分
球，但面对中国队的出色防守，她们也很
难投中高难度的三分球，如果韩国不能找
回三分球准星就很难赢球。

预计本场比赛比利时让15分左右，
比利时是欧洲强队，还有梅斯曼这样的
球星，她们有巨大的内线优势，梅斯曼也
可能打出漂亮数据。韩国首场63分输
给中国士气受挫，球员的能力也很一
般。本场韩国很难给对手制造威胁，看
好比利时赢球赢盘。

不跟风搞归化，中国女篮实力依然有保障
篮彩·女篮世界杯小组赛

球哥推荐

本期胜负彩“14选9”依然是“欧国联专场”，强强对话的比赛集中，西班牙VS瑞士、捷克VS葡萄
牙、荷兰VS比利时、丹麦VS法国都是焦点，从上一轮比赛看，强队对结果都很重视，做出准确判断
并不容易，但可以结合各球队近期状态和历史战绩做出博胆判断。

特约记者 胡鑫芳

注:比赛场次截止时间为9月22日23:59,具体购买场次以体彩中心网站最终显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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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次 主队VS客队 包围 精选 任九1 任九2

停售时间:2022年9月24日23:00 1024注 64注 32注 1注

1.北爱尔兰 VS 科索沃
北爱尔兰本季欧国联小组赛前四

轮未尝胜绩，仅积2分排名小组第三，
已经无缘升级。科索沃2胜2负拿到
6分，表现超出预期，不过整体实力有
限，双杀对手很有难度。初盘主让平
手/半球，本场看好主队不败格局。
2.斯洛文尼亚 VS 挪威

斯洛文尼亚上一轮主场2比2战
平塞尔维亚，两连败开局之后收获两
连平，状态有所提升。挪威3胜1平拿
到10分领跑这个小组，头号球星哈兰
德转会曼城之后愈战愈勇，在英超赛
场进球如麻。初盘客让半球，本场首
选客胜，大单防一手主胜心理冷门。
3.塞尔维亚 VS 瑞典

塞尔维亚欧国联首轮输给挪威
之后，最近3轮2胜1平保持不败，发
挥稳定。瑞典上一轮客场2比3不敌
挪威，遭遇一波三连败，状态低迷，已
经无缘小组升级。初盘主让半球，本
场首选主胜，大单防平。
4.以色列 VS 阿尔巴尼亚

以色列上一轮客场2比2战平冰
岛，欧国联3轮战罢1胜2平领跑，每场
比赛都能攻入两球，火力稳定。阿尔
巴尼亚上一轮轮空，目前1平1负仅仅

拿到1分。初盘主让平手/半球，本场
看好主队不败格局，双选过关。
5.苏格兰 VS 爱尔兰

苏格兰上一轮主场3比0横扫乌
克兰，报了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被对
手淘汰之仇，目前积9分暂居小组头

名。爱尔兰四轮战罢拿到4分，此前
两个客场未尝胜绩，战斗力有限。初
盘主让平手/半球，即时升至半球，本
场首选主胜，大单防平。
6.西班牙 VS 瑞士

西班牙上一轮主场2比0轻取捷

克，在开局两连平之后收获两连胜，
而且一球未丢。瑞士上一轮主场1比
0力克葡萄牙，爆出了一个小冷门，同
时也止住了连败颓势。初盘主让一
球，本场看好主队不败格局，双选较
稳。
7.捷克 VS 葡萄牙

捷克之前两轮欧国联以相同比分
先后输给葡萄牙和西班牙，不过两个主
场1胜1平保持不败。葡萄牙上一轮做
客瑞士铩羽而归，遭遇首败，主力中卫
佩佩因伤退出本次集训，已经返回波尔
图。初盘客让半球，即时升至半球/一
球，本场首选客胜，大单防平。
8.塞浦路斯 VS 希腊

塞浦路斯上一轮客场2比2战平北
爱尔兰，欧国联小组赛四轮战罢未尝胜
绩，整体表现一般。希腊四战全胜而且
场场零封对手，体现了绝对的实力优
势，最近两年客场战绩不俗。初盘客让
半球/一球，本场直接客胜做胆。
9.斯洛伐克 VS 白俄罗斯

斯洛伐克这次国际比赛日两场欧
国联小组赛都是主场作战，以逸待劳，
赛程方面有一定优势。白俄罗斯本身
实力稍逊一筹，又是连续做客，体能也
处于下风。初盘主让半球/一球，本场
看好主胜，直接做胆。
10.阿塞拜疆 VS 哈萨克斯坦

阿塞拜疆上一个主场2比0完胜白
俄罗斯，升级无望的情况下，本场战意
存疑。哈萨克斯坦这赛季欧国联小组
赛表现惊艳，主客场双杀斯洛伐克相当

具有说服力，状态正佳。初盘主让平手/
半球，本场看好主队格局，双选过关。
11.威尔士 VS 波兰

威尔士前两个主场不敌荷兰逼平
比利时，总体表现尚可，中场大将拉姆
塞因伤没有入选本次集训名单。波兰
客场1平1负未尝胜绩，两场比赛总共
被打进八球，防守较为糟糕。初盘客
让平手/半球，本场首选平局，大单防
一手主胜。
12.荷兰 VS 比利时

荷兰连续八个主场比赛保持不
败，赢下了其中的六场，场均进球数超
过惊人的三个，火力十分凶猛。比利
时主场1比4惨败给对手，头号球星阿
扎尔转会到皇马之后存在感一直不
强，个人状态一般。初盘客让平手/半
球，本场看好主队不败格局。
13.奥地利 VS 克罗地亚

奥地利上一个主场1比 1逼平法
国，面对丹麦也只是一球小负，家门口
的战斗力不容小视。克罗地亚前两个
客场以相同比分先后击败丹麦和法
国，算上之前的世界杯预选赛，做客五
连胜，表现强势。初盘客让平手/半球，
本场首选平局，大单加一手客胜。
14.丹麦 VS 法国

丹麦主场先是0比1负于克罗地
亚，此后2比0轻取奥地利，整体发挥
基本在线。法国这次欧国联开局表现
持续低迷，在已经无缘半决赛的情况
下，战意存疑。初盘客让平手/半球，
本场看好两队握手言和，单1为上。

哈兰德状态佳，两牙都需防冷
胜负彩22115期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