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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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1674元
186196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4186532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4613891元。

红色球

12
蓝色球

05 10 17 19 29 32

第2017111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6注
99注

1503注
76650注

1364133注
9718883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6注

47注
3043注

57729注
433965注

每注金额
33790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257期中奖号码
1 8 12 1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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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650元，中奖
总金额为159722元。

中奖注数
2注

291注
5763注
333注
172注
10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2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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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6984元。

中奖注数
454注

0注
643注

中奖号码：234

“排列3”、“排列5”第172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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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5注
6277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98注

223

22314
排列3投注总额14426790元；排列

5投注总额9931730元。

徐新格

福彩3D第17258期预测

比较看好1、5、8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1458—

0236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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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138、145、146、148、156、158、
167、168、178、045、047、245、

246、247、248、249、346、347、
348、349、457、056、057、256、
259、356。

双色球第17112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4、05、08、11、
12、14、15、19、21、22、24、28、30、
31。

蓝色球试荐：01、03、07、09、
11。

22选5第17258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8、14、
19，可杀号 03、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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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4、

06、07、08、11、12、14、15、16、18、
19。

排列3第17258期预测
百位：0、6、7。十位：2、5、

6。个位：3、4、7。

夏加其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9/22（周五）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9/22（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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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尼斯 VS 昂热

022 AFC温布尔登 VS 米尔顿凯恩斯

023 里尔 VS 摩纳哥

推荐

胜

胜

负

百元可中奖

410元

154元

10场竞彩胜平负单固赛事来袭

上海上港出征亚冠半决赛

专家荐号

9月 20日，大乐透17110
期开奖后，奖池金额滚存至
42.52亿元。明天，9月23日，
大乐透将迎来第 17111 期开
奖，特分享“冷热复式分解法”，
助您收获好运。

常购买大乐透的彩民都了
解，在历史开奖号码中存在冷
号、热号、温号。具体而言，就
是先根据个人资金状况确定复
式选号个数，将其进行平分处
理，即一半是冷号、一半是热
号，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
再预选出几个温号。

比如，彩民想投前区为11
个号码的复式票，那么，把近十

期数据上最热的3个号码和最
冷的3个号码结合常出的4至5
个温号，便可组成一组“追冷赶
热”的复式投注；其中的冷号、
热号、温号的比例可以自己决
定——可以依据部分号码的遗
漏、重号来确定，后区也可以选
用同样的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冷热复式
分解法”充分运用了彩票中的
概率组合原理，在投注大乐透
时，简单实用，组合灵活，中奖
率高，比较适合那些资金充足
又不愿经常更换号码的彩民进
行体验。

河体

核心提示 | 在9月23日至
9月28日进行的比赛中，有
10场将开售竞彩胜平负单关
固定奖玩法，亚冠、欧冠、英
超、意甲、法甲、日职赛事均
在竞猜之列。上海上港将与
浦和红钻在亚冠半决赛上进
行较量，两队在本赛季小组
赛上有过两次交手，各自在
主场取胜。

9月 23日凌晨，里尔将在
法甲赛场上迎战摩纳哥。两队
实力今非昔比，兵强马壮的摩
纳哥有望全取3分。

下午，日职甲府风林对阵
横滨水手入选胜平负“单固”赛
程。该轮日职有多场焦点战，

但唯有本场“强弱对话”入选，
看似客队稳健，但实际上有可
能存在变数。

9 月 23 日晚上至次日凌
晨，3场英超赛事将相继进行，
分别由西汉姆联对阵热刺，南
安普敦对阵曼联，莱切斯特城

对阵利物浦。3支强队均为客
场作战，热刺胜算最高，利物浦
次之，而曼联则颇具冷意。

9 月 24 日傍晚至次日凌
晨，意甲桑普多利亚对阵AC米
兰，佛罗伦萨对阵亚特兰大也
在竞猜之列。

9月27日20时，亚冠东亚
区半决赛首回合比赛将在上海
上港与浦和红钻之间展开争
夺。上海上港主场各项赛事连
续15个月未有败绩，自从去年
参加亚冠以来，主场取得11胜
1平的骄人战绩。

而攻强守弱的浦和红钻早
早退出日职夺冠行列，客场成
绩糟糕，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逆转淘汰对手。两队在本赛季

小组赛上有过两次交手，各自
在主场取胜。

9月27日凌晨，多特蒙德
将在欧冠小组赛上迎战皇马。
在H组首轮中，多特蒙德不敌
热刺，而皇马则是轻取希腊人
竞技。多特蒙德在主场从未负
于皇马，但其失去了核心球员
登贝莱，实力受损，再加上此战
受让于对手，恐怕难逃一败。

9月28日凌晨，欧冠B组

将上演一场强强对话，由巴黎
圣日尔曼对阵拜仁慕尼黑。内
马尔以创纪录天价加盟巴黎圣
日尔曼，球队实力更上一层楼，
在各项赛事上高歌猛进。

而拜仁慕尼黑同样斥巨资
引进了多名强援，但大多时候
仍以原班人马为主，阵容已显
老迈。大巴黎势头正盛，德甲
巨人底蕴十足，两强狭路相逢
有可能以平局收场。 河体

客场对阵，英超热刺整装待发有望取胜

热点赛事，上海上港出征亚冠半决赛

9月9日至9月28日，在福
彩刮刮乐“十全十美”上市之
际，河南福彩中心开展回馈活
动，在全省范围内福彩销售网
点或小卖场购买“十全十美”，
扫码均有机会获得格力冷暖空
调、金猴吊坠、红包。

活动伊始便受到广大彩民
欢迎，连连收获好运，9月 10
日，济源彩民刘先生刮“十全十
美”喜中金猴吊坠；9月11日，
郑州彩民孙先生在朋友的推荐
下，购买了“十全十美”即开票，
除了收获奖金，参与活动时喜
中100元红包，让他开心不已；
9月13日下午，济源彩民张先
生在东夫村41160042投注站，
购买“十全十美”并参与活动，
幸运收获格力空调一台，引来

众人羡慕。
据了解，刮刮乐“十全十

美”名称来源于中国福利彩票
“刮刮乐手工艺品大赛”入围作
品，寓意十分圆满、完美，是一
款完美且独具特色的彩票。

在画面设计上，采用了“对
票”的形式，以象征喜庆吉祥的
暖色调为背景，尤其具有吸引
力，其中的“彩虹”元素，象征着
和平、幸福，为您带来一份美好
祝愿。

“十全十美”单张彩票面值
10元，10次中奖机会，最高奖
金达80万元。此次回馈活动，
共计将送出1500余万元红包、
60枚金猴吊坠、40台格力冷暖
空调，目前活动仍在火热进行
中，赶紧行动收获好运吧。

福彩“十全十美”
回馈活动火热进行中
济源彩民连续收获金猴吊坠、空调

□记者 张琛星

冷热复式分解法
助你收获大乐透好运

5期48注头奖，惊喜不断

昨晚，双色球爆出16注头奖
9月 21日晚，福彩双色球

第2017111期开奖。当期双色
球红球号码为05、10、17、19、
29、32，蓝球号码为12。

红球号码大小比为4∶2，开
出一枚重号 19，一组奇连号
17、19，一组同尾号19、29；三
区比为2∶2∶2；奇偶比为4∶2。

当期双色球头奖开出 16
注，单注奖金为592万元，分落
黑龙江、重庆、湖北、广东等7
地。这也是继第2017107期爆
出19注头奖，间隔三期后，头
奖再次井喷。据统计，截至第

2017111期，近五期双色球已
送出头奖48注，且零空开。

此外，当期双色球二等奖
开出99注，单注奖金18万多
元。其中，浙江中出11注，排
名第一；河南彩民则收获6注二
等奖，再次揽入好运。

当期全国销量为3.17亿多
元。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
为4.43亿多元。9月24日，福
彩双色球第2017112期将如期
开奖，彩民朋友仍有机会2元中
得1000万元。

中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