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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6254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137期中奖号码
3 4 13 1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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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444元，中奖
总金额为188434元。

中奖注数
9注

456注
6089注
297注
202注
28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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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108884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917901元。

红色球

11
蓝色球

04 06 08 13 22 32

第2018059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7926005元
265036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5注
69注

1340注
71899注

1341802注
11888157注

0注
1注

46注
2425注

53257注
499459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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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5720元。

中奖注数
972注

0注
2117注

中奖号码：537

徐新格

福彩3D第18138期预测

比较看好3、4、6出一个，四
六分解式推荐：2346—015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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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
036、038、047、067、128、134、
138、145、147、149、167、169、

239、247、256、259、269、279、
347、349、358、367、369、447、
458、459。

双色球第18060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6、07、11、
12、14、18、19、20、22、23、25、30、
31。

蓝色球试荐：09、10、12、14、
16。

22选5第18138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5、10、
19，可杀号 0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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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7、08、10、12、13、15、17、18、
19。

排列3第18138期预测

百位：2、3、7。十位：1、6、
8。个位：3、4、9。 夏加其

专家荐号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5/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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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休斯敦迪纳摩VS纽约城

003洛杉矶银河VS圣何塞地震

推荐

负

胜

百元可中奖

430元

竞彩普及日周五强档推荐

洛杉矶银河或主场反弹

“排列3”第18137期中奖号码

1 7 7
“排列5”第18137期中奖号码

1 7 7 0 0

体彩顶呱刮以即买、即开、
即刮、即兑的独特优势一直颇
受广大彩民的喜爱。

5月20日下午，张先生在
漯河市源汇区五一路锦辉花园
对面的4111020026网点刮中
体彩顶呱刮面值5元的“麻辣
6”一等奖10万元。

据张先生介绍，他非常喜
欢刮体彩顶呱刮，购买彩票已
经七八年了，即开型彩票无论
是从票面金额还是票面种类、
寓意等都给他提供了很大的选
择空间，而且非常适合像他这
种整天奔波忙碌的生意人，不
用选号，不用守号，更没有时间
的限制，真的是太方便了。

当问到中奖经历时，张先
生很腼腆地说，当天下午忙碌
完生意上的事情，刚好注意到
是5月20日，520寓意着我爱
你，他就陪妻子一起出来散步，
当走到附近的体彩网点时，张
先生很神秘地告诉妻子：“今天

520我也跟着年轻人的步伐向
你表达一下我的爱意，今天我
要送你一件特别有意义的礼物
——即开型彩票，说不定咱们
还能中大奖呢？万一不中奖的
话咱们的钱也没有浪费，可以
支持国家的公益事业……”

说着俩人就走进了体育彩
票店，用20元买了4张“麻辣6”
彩票，并特意交给妻子去刮，没
想到刮到第三张的时候就刮中
了一等奖，大奖来得太突然了
……两人激动的心情好久不能
平定下来。

5月21日下午，张先生在
妻子的陪同下领走了属于自己
的大奖，领奖后的张先生非常
开心，他表示这是自己人生中
第一次中这么大的奖金，非常
有纪念意义。

“感谢体彩给我这个向妻
子表达爱意的机会，以后会坚
持继续购买体育彩票，支持国
家的公益事业。”张先生说。

洛杉矶银河上轮在伊布上
半场结束前就被罚下的不利形
势下客场力克蒙特利尔冲击，
挪威前锋奥拉·卡马拉下半场
打入制胜球，帮助球队结束了
4连败的颓势。

圣何塞地震上轮在主场1

∶3不敌东部“副班长”华盛顿
联队，球队过去10轮联赛只在
客场有过一胜。伊布停赛对洛
杉矶银河的确有一定影响，另
外他们最近3个主场虽然全部
落败，不过遇到的3个对手都
是东、西部排名靠前的强队。

即便有不利因素，洛杉矶银河
优势也比较明显，毕竟他们本
轮只是面对状况一般的圣何塞
地震，此役看好主胜。

另一场比赛，休斯敦迪纳
摩前10轮联赛4胜3平3负，
上轮3∶2力克芝加哥火焰是他
们本赛季第一次连续3轮联赛
拿分，同时也是首次收获客场
胜利。纽约城上轮主场4球大
胜科罗拉多急流后结束两轮不
胜，球队前12轮联赛7胜3平
2负，仅以1分的劣势落后于排
名东部榜首的阿特兰大联。

休斯敦迪纳摩阵中目前共
有8名伤兵，其中6人是后防
球员，以他们最近4场比赛场
均失掉2球的后防表现，此战
他们即便有主场之利，恐怕也
不宜看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双色球出号有何规律，技
巧是什么，虽无绝对方法，但通
过一系列的推算方法，将号码
进行演变，也可找出一些规律
来做参考。

第一，留意重叠连码。什
么是重叠连码？重叠连码指上
期中奖号码出现后，引出下期
1组相重叠的连码。将重叠连
码作为关键码，则将其作为首

选，一般当期只能选择1个。
第二，留意同位码。同位

码也叫同尾球，是指一组中奖
号码中尾数相同的号码。每一
注奖号中，同位码不可或缺，至
少关注1~2个。

第三，关注缘分码。缘分
码，指在同一期中奖号码中喜
欢联袂出现的号码，如03~18
同时出现，又指上期出现某个

号码后，下期也常常出现另一
个号码，均称之为缘分码。缘
分码一般可抓住1~2个。

第四，关注双子码。两个
相同的数字组合在一起，形成
了双子的现象就叫做双子码。

通过以上演变，我们可定
出6~7枚，再根据大小、奇偶状
态，即可选出心仪的号码。

豫福

5月 20日，因“520”谐音
是“我爱你”，便赋予了这个日
子特殊的意义。子女用“我爱
你”向父母表达感谢；恋人用

“我爱你”互诉衷肠；“福彩人”
也在这个满含爱意的日子里，
向福彩表白心迹。就在这一
天，河南彩民代表团走进演播
大厅，现场见证开奖。据介绍，
本次“走近双色球”的河南彩民
代表团共有39人，通过这次活
动共同见证，收获成长。

许先生来自新乡，目前是
一名福彩管理员。为了加大投
注站业主之间的交流，许先生
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建立了
很多微信群，为业主增加了互
相学习的渠道，也为彩民提供
购彩选号的平台。

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服
务，许先生在选号上也下了一
番功夫，他经常研究走势图，为
彩民们推荐号码。此外，许先
生还经常为站主们进行培训，
向他们分享福彩销售经验和促
进彩票销量的小妙招，每一场
培训都深得业主们的欢迎。

从事管理员岗位之前许先
生是一名福彩投注站主，因为
身体原因他不得不放弃经营彩
站，但是由于对福彩的热爱，他
不愿放弃福彩行业，于是便转
身干起了福彩管理员，“干一行
爱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真是对
许先生完美的诠释。

赵女士是2009年加入福
彩行业的一名福彩业主。对赵
女士来说福彩不仅是她谋生的

途径更是与她携手的伙伴，因
为在最困难的时期，福彩与她
共度难关，为她的生活带来了
阳光和希望。

在投注站创办初期赵女士
没有室内站点，一把伞一张桌
子支撑她走了过来，不管风吹
日晒雨淋，她没有放弃自己选
择的这份事业。随着销量的提
高，也为了给彩民们更好的购
彩环境，投注站搬到了室内，至
今站点未曾换过地址。

如今赵女士的彩站条件越
来越好，冬有暖风夏有空调，还
配备了电子屏走势图，她说很
满足自己如今的状态。这次来
到开奖现场，她想亲眼见证下
福彩开奖过程，看看这位相伴
多年的“老伙伴”！ 豫福

见证开奖 传递公益

河南彩民走近双色球

幸运来得太突然

漯河男子
喜中“麻辣6”头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通讯员 吴靖娜

双色球投注经验分享：

演变号码找灵感 助您收获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