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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43020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092期中奖号码
1 2 3 1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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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704元，中奖
总金额为191298元。

中奖注数
2注

251注
4360注

167注
160注

29注

0元
15524元

19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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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注
16注

258注
1156注
8942注

18465注
97689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5注

27注
194注
360注

2471注

01 02 03 08 12 20 2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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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注
0注

122注
65注

1103注
423注

32527注
12625注

569849注
213468注

5182567注

单注金额
---
---

70652元
42391元
3260元
1956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8040期
中奖号码：05 07 18 27 31 01 08

本期投注总额为 211513034 元,5411665761.22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0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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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252元。

中奖注数
446注

0注
853注

中奖号码：2 3 1
“排列3”、“排列5”第180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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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6注
0注

9953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4注

153
15350

排列3投注总额15244472元；排列
5投注总额10326618元。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8093期预测
比较看好1、3、6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1368——

024579，后者六码包含三个奖号
的可能性较小。

跨度参考3、4、5、6、7、8，和
值参考09至20区段。

不定位组选试荐：018、037、
038、056、067、128、129、145、

147、148、149、158、178、179、
238、239、246、256、267、268、
269、345、347、348、349、358、
359、456、467。

双色球第18040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1、02、07、08、

10、11、14、15、25、26、28、30、33。
蓝色球试荐：05、10、11、14、

16。

七星彩第18040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1、5、8，奇偶

比例关注4∶3，大小比例关注4∶
3，定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1、
8，二位2、5，三位4、7，四位5、9，
五位4、5，六位1、6，七位2、7。

22选5第18093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6、10、
17，可杀号13、19；本期可能出现

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二
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3 04 06
07 08 10 12 14 15 17 18 21。

大乐透第18041期预测
推荐“9+3”：05、11、14、16、

22、23、27、30、33+04、06、09。

排列3第18093期预测
百位：4、6、9。十位：0、2、

7。个位：3、5、9。 夏加其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4/10（周二）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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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罗马 VS 巴塞罗那

013谢菲尔德联 VS 米德尔斯堡

004曼彻斯特城 VS 利物浦

推荐

负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355元

137元

竞彩普及日周二强档推荐

曼城欲在主场挽回颜面
□记者 吴佩锷

核心提示 | 本周二竞彩共
开售了24场比赛，其中，北
京时间4月11日凌晨2点
45分，欧冠1/4决赛次回合
有两场比赛将开打。面对
实力更胜一筹的巴塞罗那，
罗马此役很难阻挡前者晋
级；另一场的曼城VS利物
浦，主队首回合被零封，此
役对于他们来说想要逆转
难度颇大，至于最终战果如
何我们拭目以待。

实力占优，巴萨晋级不成问题

首回合做客惨败给巴塞罗
那，结束5场不败的罗马上周
末联赛主场又0∶2爆冷输给佛
罗伦萨，联赛连续2轮丢分之
后，争夺前四的优势也丧失，欧
冠摆出451阵型的主帅迪弗朗
西斯科周末回归433，首发人
员则只保留了6名欧冠时的主
力。

巴塞罗那上周末主场3∶1
兵不血刃击败莱加内斯，继续
稳固积分榜的领先位置，同时，
他们跨赛季连续38轮不败，也

追平近40年前皇家社会创造
的西甲连续不败纪录；梅西上
演帽子戏法，本赛季总进球追
平利物浦锋霸萨拉赫；主帅巴
尔韦德轮换了后卫乌姆蒂蒂和
阿尔巴，中场布斯克茨、伊涅斯
塔和保利尼奥等人。

首回合比赛，巴萨4∶1大
胜罗马，已经让两队之间的晋
级悬念不复存在，虽然4个进
球中有 2个是罗马球员的乌
龙，但两队之间的差距还是颇
为明显。罗马1/8决赛中，曾

经在做客输给顿涅茨克矿工后
主场完成翻盘，在先输首回合
的情况下，他们最终的纪录7
次晋级14次被淘汰，但这次面
对强大的巴塞罗那，他们要改
善这个纪录的可能性不大。

巴萨过去11次面对意大
利球队只输过1次，为上赛季
1/4决赛0∶3惨败给尤文图斯，
不过，他们过去15个欧冠客场
也只是拿到5胜5平5负的战
绩，加上首回合有3球在手的
优势，巴萨晋级不是问题。

主场作战，曼城赢面大

上周末的曼市德比，曼城
主场2∶3输给曼联，只能将夺
冠时间往后推迟；主帅瓜迪奥
拉轮换了德布劳内、热苏斯和
沃克等个别主力，养伤半个多
月的阿圭罗也只是替补复出，
中卫孔帕尼和中场京多安的进
球让他们上半场取得 2∶0优
势，但下半场被曼联连入3球
完成大逆转，全场射丢3个单
刀的斯特林成为被吐槽的对
象；左后卫门迪已经恢复训练，
但这场关键大战，他基本还不

会复出。
利物浦上周末德比战0∶0

战平埃弗顿，主帅克洛普轮换
了前锋菲尔米诺、中场张伯伦、
后卫阿诺德和罗伯逊等数名上
周中欧冠的主力，当时受伤的
头号射手萨拉赫没进入大名
单，不过克洛普表示他能赶上
欧冠次回合；养伤大半年的右
后卫克莱因已经伤愈复出，后
卫马蒂普和乔·戈麦斯继续缺
席，队长安德森则将在周中比
赛中停赛，另一中场埃姆雷·詹

近期与俱乐部的续约谈判并不
顺利，目前也还有伤在身的他
也可能不会出场。

首回合利物浦主场3∶0大
胜让人意外，这让曼城次回合
逆转的难度非常大。曼城欧战
主场已经连续13场不败，其间
赢下10场，主场作战他们的赢
面还是应该相对略大的，尽管
他们刚刚输掉德比，遭遇瓜迪
奥拉执教以来的首次连败，但
此役主场作战的曼城赢面还是
较大的。

旅游“遇上”头奖
购彩者领大乐透687万元

3 月 24 日 ，大 乐 透 第
18033期开奖，甘肃省甘南州
一位购彩者中得1注一等奖。
3月30日一大早，这位幸运儿
现身当地体彩中心兑奖大厅，
领走了属于他的687万奖金。

据了解，这位购彩者是一
位来自外省的朋友，由于向往
甘肃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

民俗风情，就决定在自己生日
这天来一次自驾游度过一个有
意义的生日。

途经甘南州舟曲县时，他
发现了一家体彩销售网点，就
习惯性地机选了一注体彩大乐
透，没想到游玩结束回家之后，
查询了一下开奖号码发现自己
竟然中了一等奖687万！“我当

时反复确认，不敢相信自己的
眼睛，很激动很兴奋！直到来
兑奖我还感觉自己的腿一直在
抖。”这位幸运儿笑着说：“但是
自己又有点后悔，如果这次倍
投追加投注的话，那奖金可就
远超687万了，不过这次中奖
很意外很惊喜，这真是一生难
忘的生日礼物！” 河体

玩转大乐透
复式投注“4须知”

复式投注是体彩大乐透的
一个重要投注方式，深受购彩
者的喜爱，并屡屡“助攻”制造
大奖。一般说来，大乐透的复
式投注一共有前区复式、后区
复式、双区复式和前区胆拖等
四种。复式投注应该怎么玩，
注意一些什么？

1.前区复式
前区复式是前区选择多于

5个号码、后区固定2个号码的
选号方式。由于大乐透前区有
35个号码供选择，加上一、二等
奖奖项设置要求前区必须命中
5个号码，因此，前区复式在实
战中比较实用，容易缩小包围
圈。“6+2”是最基本的前区复式
投注方法。

2.后区复式
后区复式是后区选择多于

2个号码，前区固定2个号码的
选号方式。这种投注方式特别
适用于对后区选号比较关注而
且感觉良好的彩友。

3.双区复式
前后双区复式是一种比较

全面的投注方式，利用前后夹
击博中大奖。其中，“6+3”是最
短小精悍的一种双区复式投注
方式。在大乐透历史开奖中，

“6+3”复式命中百万、千万大奖
的经典案例屡见不鲜。

4.前区胆拖
胆拖投注是复式投注的一

种，通过前区定胆加拖码的方
式减少投注注数，在降低成本
的同时力求扩大中奖面。在实
战中，前区“4胆2拖”至“4胆31
拖”都深受资深彩友的青睐。

河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