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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7227期预测

比较看好2、4、5有号，重点可
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2459—
013678，后者六码包含三个奖号
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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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219、
226、229、236、239、245、246、247、

248、256、259、266、267、268、405、
407、413、415、416、419、436、437、
438、439、503、505、506、507、508。

双色球第17098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4、07、09、10、
15、16、19、20、22、23、28、29、31。

蓝色球试荐：09、10、08、07、
14。

夏加其

七星彩第17098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0、3、8，奇偶比

例关注3∶4，大小比例关注2∶5，定
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0、8，二位
1、4，三位 0、3，四位 2、7，五位 1、
8，六位3、4，七位0、3。

排列3第17227期预测

百位：0、3、5。十位：2、5、6。
个位：0、4、5。

22选5第17227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例
关注3∶2，重点号关注05、15、18，可
杀号02、20；本期可能出现一组二
连号，热点区间关注三区，推荐一
个小复式:03、05、06、08、09、11、13、
14、15、18、19、21。

大乐透第17098期预测

推荐“9+3”：02、07、12、16、19、
23、26、30、33+01、05、09。

每注金额
56367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226期中奖号码
2 6 12 1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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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708元，中奖
总金额为170954元。

中奖注数
1注

382注
5940注

249注
257注

14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226期

单注金额
1400元
460元
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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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554元。

中奖注数
1634注

0注
1554注

中奖号码：9 0 3
“排列3”、“排列5”第17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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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8注
5601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31注

335
33553

排列3投注总额13891956元；排列
5投注总额9106934元。

1371476元
21769元
1848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
金额

第2017097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注
9注

212注
574注

6331注
10383注
76905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6注

15注
219注
320注

2283注

01 02 06 08 13 18 19 30

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奖 级
一等奖

一等奖（追加）
二等奖

二等奖（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追加）
四等奖

四等奖（追加）
五等奖

五等奖（追加）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1注
0注

76注
20注

727注
259注

24717注
9456注

483895注
172338注

4713514注

单注金额
10000000元

0元
125007元

75004元
4848元
2908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7097期
中奖号码：07 14 19 22 34 07 12

本期投注总额为 196473148 元,4126211909.27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追加投注收获大惊喜

俩女彩民揽大乐透奖金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8/22（周二）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8/22（周二）

推荐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欲知详情请登录中国竞彩网。

编号/主队VS客队

002阿斯塔纳 VS 凯尔特人

013尼斯 VS 那不勒斯

001上海上港 VS 广州恒大

推荐

负

负

胜

百元可中奖

373元

198元

本报竞彩推荐
上周命中9场赛事
□记者 吴佩锷

8 月 14 日，大乐透第
17094期开奖，江苏镇江彩友
张女士喜中体彩二等奖1注，
共计收获奖金12万多元！

8月16日，中奖彩友张女
士与丈夫来到镇江市体彩中
心领取了奖金。“这真是天上
掉馅饼啊！前几天我随手买
了一张体彩大乐透，中了10

块钱，就想沾个喜气乘胜追
击，在下一期开奖前继续买。”
张女士说，8月14日上午，她
儿子吵着要吃肯德基，刚好看
到旁边有家体彩网点，就用上
次中到的10块钱继续选了两
组号码。“对于走势图我是一
点都不懂，就用‘生日+年龄’
凑了两组号码，当时销售员误

打追加，我也没在意，谁知道
多花 1 元钱就多中了 4 万
元！”

办理完兑奖手续后，张女
士乐滋滋地说：“本来只想着
顶多中个十块二十块，给孩子
买点儿水果，谁知道一下中这
么多啊！”

本报讯 8月15日至8月
19日，本报“竞彩赛事推荐”
再次连续出现红单。上周，本
报一共推荐了14场比赛，其
中有9场顺利命中，命中率达
64%。

上周二，竞彩足球开售比
赛有23场，本报竞彩专家从
赔率以及关注度等方面考虑
后，优选出两场比赛——霍芬
海姆VS利物浦（负）、米德尔
斯堡VS伯顿（胜），以“二串
一”的投注形式推荐给彩民，
结果两场比赛双双命中，百元

投注中奖297元。
紧接着的第二天，本报竞

彩专家挑选一场关注度颇高
的赛事，西班牙超级杯决赛，
皇家马德里 VS 巴塞罗那。
豪门争斗向来不好猜，但当天
的比赛本报专家并没有过多
考虑赔率，而是针对两队近期
状态等方面进行分析，十分看
好皇家马德里会取得此役胜
利，结果皇家马德里2∶0战胜
巴塞罗那。而搭配的另一场
凯尔特人 VS 阿斯塔纳（猜
胜），结果前者 5∶0 大胜对

手。两场比赛以“二串一”玩
法进行投注，彩民投入百元即
可中得276元。

接下来的几天，本报共推
荐 8 场比赛，命中 5 场。其
中，上周六推荐的“二串一”玩
法——斯旺西VS曼彻斯特
联（负）、柏林赫塔VS斯图加
特（胜），如愿红单。

本周，大河报彩票版将继
续开足马力，为广大彩民朋友
奉上丰盛竞彩推荐大单，在欣
赏足尖上的魅力的同时，感受
竞彩带来的无限魅力。

近日，来自郑州的彩民韩先
生，以百元投注命中竞彩1.8万多
元奖金。

据了解，这张中奖彩票出自
郑州市管城区凤鸣路与凤台路交
叉口附近的 4101042026101 体
彩网点，业主李女士临时推荐，帮
助彩民收获幸运大奖。

体彩网点业主李女士告诉记
者：“当天这位彩民在投注比赛时
摇摆不定，怎么看怎么没有把握，

于是就让我给出主意。”因为是临
场投注，李女士迅速地看了一下
比赛，没有考虑赔率，选择几场她
所熟悉的球队，并结合球队的近
期状态、阵容等，迅速挑选出4场
比赛，以混合过关“4串1”玩法进
行投注，结果全部命中。

由于 4 场比赛赔率都在
3.3-4.1之间，且是50倍投注，彩
民韩先生仅投注100元就收获奖
金18293元。

周二晚上，亚冠四分之一
决赛将会上演万众瞩目的“中
超德比”首回合较量，届时上
海上港将坐镇主场迎战广州
恒大。此役是双方今年赛季
第四次交手，此前三次大家同
得胜平负各1场的战绩，得失
球比也相同，可谓针尖对麦
芒。但鉴于上海上港拥有主
场优势，且日前在中国足协杯
就战胜过广州恒大，所以主队
值得看好一些。

核心提示 | 人生充满无数可能，所以你与大奖相遇的方式有多种情况，但获得这些可能
的前提是，你愿意踏出与幸运相遇的第一步。近期，两位女彩民分别踏出一小步，用一
张十几元的大乐透彩票，收获了自己的幸运。

习惯追加，
15元收获10万多元

6 月 14 日，大乐透第
17068期开奖。吉林延边彩
友张女士喜中1注二等奖，奖
金10.2万余元。

张女士购买的是一张5
组号码的大乐透，1倍投注，
但采用了追加投注，投注金额

为15元。张女士购买大乐透
已有几年时间，每到开奖日就
会去体彩投注站机选几注。
当天，张女士去市场买东西，
想起当天是大乐透开奖日，就
到附近网点机选了5注并进
行了追加。

张女士笑呵呵地说：“过
了好几天，再次路过那家投注
站时，看见站点贴出中奖喜
报，当时心想，是谁这么幸运
啊？后来想起自己也购买过
体彩大乐透，发现中奖后，才
急急忙忙赶来兑奖。” 河体

误打追加，
小投入换来12万余元

郑州彩民百元投注
揽竞彩1.8万元奖金
□记者 吴佩锷 通讯员 任梦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