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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推荐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6333323元
22168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298570222 元，全省投注总额：
13275810元，奖池累计金额：741136594 元。

红色球
04

蓝色球
14 27 20 12 09 26

第2015097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1注
827注

2244注
100867注

1597241注
6017758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28注

103注
4781注

76551注
275958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5225期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247000元。

中奖注数
261注

0注
717注

中奖号码：234

“排列3”、“排列5”第15225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排列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5508注
0注

888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6注

859

85944
排列3投注总额13748428元；排列

5投注总额8565092元。

每注金额
14561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5225期中奖号码
02 07 08 14 22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401186元，中奖
总金额为171211元。

中奖注数
5注

368注
5795注

200注
197注

11注

全国电脑福利彩票周销23.79亿

双色球销量创近九周新高
全国福利彩票

发行中心统计，上周
即8月10日至8月
16日，全国电脑福
利彩票销售 23.79
亿 元 ，环 比 增 长
0.98%，连续六周
的下降态势得以遏
止，略有回升。其
中 ，双 色 球 销 售
9.13 亿，3D 销售
2.84 亿 ，七 乐 彩
2048万元，快开游
戏11.31亿元，其他
电 脑 彩 票 销 售
2940万元。

福彩3D
第226~228期预测

未来三期，比较看好质数2、3、
7，重点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2367——
014589，前者四码中至少包含一个
奖号，后者六码包含三个奖号的可
能性较小。

不太看好的两码组合为：78、
79、89、99、88、01、05。

跨度参考2、3、4、5、6、7、8，和值
参考09至20区段。

不 定 位 组 选 试 荐 ：027、037、
047、067、125、127、129、138、147、
166、168、169、229、238、239、247、
259、269、299、338、346、348、356、
368、456、467。

双色球第098期预测
红球试荐：02、08、09、14、17、

20、21、22、24、27、28、31。
蓝球试荐：02、04、05、09、11。

徐新格

上 周 七 乐 彩 销 量 为
2048 万 元 ，环 比 降 幅 达
9.93%，是上周电脑福利彩票

环比降幅最大的玩法。前一
周增幅最大的七乐彩，上周
成功垫底。全国电脑福利彩

票上周总销量环比增长，连
续六周的下降态势得以遏
止，略有回升。 小李

双色球周销量重回9亿线 创近九周新高

双色球上周销售9.13亿
元，环比前一周增长2.97%，
五周之后，重回9亿元线，创
近九周周销量新高。

在上周日开奖后，双色
球奖池达到7.72亿元，在高
额的奖池诱惑之下，双色球

销量近两周都保持增长态
势。

上周3期开奖中，双色球
累计中出一等奖14注。其
中，第2015093期4注，单注
奖金743万元；第2015094
期5注，单注奖金713万元；

第 2015095 期 5注，单注奖
金872万元。

14注一等奖花落9省，
山东3注，陕西2注，吉林2
注，深圳2注，浙江1注，云南
1注，青海1注，广东1注，上
海1注。

福彩3D周销量三连涨 增幅微弱

上周福彩 3D 销量为
2.84 亿元，环比增幅达到
1.59%，3D周销量连续三周

上涨，但增幅都较微弱。从
近期数据来看，虽然上周3D
销量略有上涨，但从整体走

势来看，3D周销量依然持续
走低，已经连续9周在3亿元
以下徘徊。

七乐彩降幅达9.93% 成上周降幅最大彩种

8月22日凌晨，德甲第2
轮首场比赛将率先亮相，由
柏林赫塔对阵云达不来梅。
西甲新赛季揭幕战同时打
响，由马拉加对阵塞维利
亚。次日上午时段进行的蒂
华纳对阵老虎大学的墨超比
赛、波特兰伐木工对阵休斯
顿迪纳摩的美职比赛也在竞
猜之列。

8月22日，日职第25轮
的8场比赛贯穿下午时段，鹿
岛鹿角、浦和红钻、大阪钢巴
均有不小胜算。19时，胜平
负“单固”开启欧洲联赛竞猜

时段，包括德乙、苏超、英冠、
英甲、英超、法乙、俄超、德
甲、荷甲、意甲、西甲等联
赛。英超赛场上，曼联将在
主场对阵纽卡斯尔联，虽然
范佩西、迪马利亚等大牌球
星离队，但红魔表现强势，本
场有望再下一城。两战全胜
的莱切斯特城对阵尚无胜绩
的热刺，必有一番恶斗。德
甲赛场上，拜仁慕尼黑、勒沃
库森、沃尔夫斯堡三支强队
均是客场作战，宜防冷门。
次日凌晨，意甲新赛季揭幕
战将在维罗纳和罗马之间展

开，红狼在热身赛上相继战
胜巴伦西亚和塞维利亚，势
头正盛，有望取得联赛开门
红。次日上午进行的墨超、
美职的5场比赛入选胜平负

“单固”赛程。
8月23日，日乙第30轮

全部11场比赛贯穿下午时
段，领头羊大宫松鼠有望扩
大领先优势，而其他强队状
态起伏较大，导致近期冷门
频发。20时，里尔与波尔多
之间将上演法甲赛场上的强
强对话，主队有望不败。随
后，西布罗姆维奇将在主场

迎战切尔西，卫冕冠军切尔
西除了取胜别无退路，而保
持全胜的曼城将在客场挑战
埃弗顿。德甲赛场上，因戈
尔施塔特将对阵多特蒙德，
大黄蜂首轮取得大捷，大有
复苏之势。次日凌晨时段，
意甲新赛季首轮将全面打
响，尤文图斯将对阵乌迪内
斯、佛罗伦萨对阵AC米兰是
本轮的焦点战。在此时间
段，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
亮相，分别客场挑战毕尔巴
鄂竞技和希洪竞技，西甲双
雄均有胜算。 小李

周末单固赛程

欧洲五大联赛全面回归

胜平负单固场次达新高
国家体彩中心竞猜处发布消息，在北京时间8月22日凌晨至8月24日凌晨时段进行的比赛中，有130场比赛

入选竞猜足球胜平负和让球胜平负单关固定奖赛程。继英超、法甲、德甲拉开战幕后，意甲、西甲也将打响新赛季，至
此，欧洲五大联赛全面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