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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主队VS客队

101捷克 VS 澳大利亚

102法国 VS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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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35405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144期中奖号码
5 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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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520元，中奖
总金额为136875元。

中奖注数
2 注

220 注
4493 注
172 注
148 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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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4760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288671元。

红色球

11
蓝色球

02 18 19 24 25 33

第2018062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8244701 元
223259 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6 注
109 注
915 注

55290 注
1132775 注
7545627 注

0 注
4 注

31 注
2143 注

45532 注
283743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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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320元。

中奖注数
218注

0注
653注

中奖号码：091
“排列3”第18144期中奖号码

0 1 9
“排列5”第18144期中奖号码

0 1 9 0 1

徐新格

福彩3D第18145期预测
比较看好3、4、7出一个，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1347——
0256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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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6、
038、045、057、067、077、078、
136、138、145、146、148、149、

167、178、236、238、239、245、
249、267、278、279、336、338、
356、358、366。

双色球第18063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1、03、05、

12、13、14、16、20、21、22、27、28、
31。

蓝色球试荐：01、03、07、11、
13。

22选5第18145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 3∶2，奇偶

比例关注 2∶3，重点号关注 06、
14、21，可杀号03、09；本期可能
出现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
注四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1

04 06 07 10 12 14 15 17 18
20 21。

排列3第18145期预测
百位：3、4、6。十位：2、7、

8。个位：0、6、7。 夏加其

专家荐号

据统计，上周（5月21日～
27 日），双 色 球 2018058～
2018060期，共产生头奖21注，
总销量 10.28 亿元，同比增长
6.5%。其中，双色球销量前五
名分别是广东（不含深圳）以
9115万多元高居榜首，浙江以
7905万多元位列第二，山东以
6092万多元排名第三，江苏以
5848万多元排名第四，四川以
4722万多元排名第五。

在上周双色球开奖中，共
开出头奖21注。其中2018058
期开出头奖11注，单注奖金为
653万多元；2018059期开出头

奖5注，单注奖金792万多元；
2018060期开出头奖5注，单注
奖金807万多元。21注头奖共
分布11地，其中，辽宁以6注独
占鳌头，陕西以5注位居第二，
其 余 省 份 分 布 比 较 平 均 。
2018058期，开出11注一等奖，
辽宁、陕西彩民各揽获5注，共
计10注一等奖，可谓鸿运当头。

奖池方面，近几期，双色球
奖池在9亿～10亿之间波动，
呈现缓慢波动上涨趋势。有彩
民猜测，保持此趋势，奖池会在
近期再次超过10亿元大关。

中彩

周五竞彩强档推荐

主力回归 法国队不惧对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核心提示 | 本周五竞彩开
售赛事较少，依然以国际赛
为主。凭借首发中锋吉鲁
和替补出场的里昂前锋费
基尔的进球，法国在这次世
界杯前的首场热身赛中2∶
0轻取爱尔兰，此役他们面
对意大利会派出更多主力
球员，目前他们的人员素质
相比意大利还是有优势。

主力完整，捷克占据优势

捷克主帅雅罗利姆这次只
征召了20名球员备战与澳大
利亚和尼日利亚的比赛，训练
营则选在了奥地利，而这场比
赛的地点也是在奥地利。

捷克中场弗雷德克和特
拉夫尼克、前锋特茨尔和斯科
达等人落选，不过国家队骨干

力量基本到齐，布拉格斯拉维
亚俱乐部的后卫尤加斯是首
次入选国家队。

澳大利亚主帅范马尔维克
已经将最初的世界杯32人大
名单缩减到27人，这场友谊赛
之后将确定最终的23人，提前
落选的球员中只有曾23次代

表国家队出场过的布里斯托城
后卫拜利·赖特略显意外；而目
前尚无新东家的38岁前锋卡
希尔基本能入选。

捷克虽然没有打入世界
杯，但这次备战主力完整，面对
澳大利亚应能占据优势。

信心满满，法国有望取胜

凭借首发中锋吉鲁和替补
出场的里昂前锋费基尔的进
球，法国在这次世界杯前的首
场热身赛中2∶0轻取爱尔兰；
主帅德尚该场比赛并未派出全
部主力，包括门将洛里，中场博
格巴、坎特，前锋格里兹曼当时

都没有首发，巴萨的亿万边锋
登贝莱也只是替补。

意大利周中友谊赛2∶1小
胜沙特阿拉伯，新帅曼奇尼上
任开门红，重返国家队的前锋
巴洛特利和替补出场的中锋贝
洛蒂进球；不出意外的话，曼奇

尼这场比赛也会进行轮换考察
更多球员，后卫卡尔达拉、中场
巴塞利和前锋贝拉尔迪等人都
有望得到首秀机会。

法国队此战相信会派出更
多主力球员，目前他们的人员
素质相比意大利还是有优势。

福彩刮刮乐“冰雪良缘”
亮相河南

为助力2022年冬奥会，中
国福利彩票设计了一款全新的
奥运题材刮刮乐彩票“冰雪良
缘”，于5月在河南亮相。

据了解，刮刮乐“冰雪良
缘”票面气势磅礴、震撼人心，
彩票设计使用了两张连体10
元面值票格式，分别为“冰雪良
缘·北京”和“冰雪良缘·张家

口”，寓意由两地联合承办。彩
票画面将“2022”设计成一座
大海中缓缓移动的冰山，两位
滑雪选手在2022形状的滑道
上奋力争先。滑道上使用了冬
奥会的比赛项目，游戏玩法由
冰雪项目和滑道组合而成，与
主题高度契合。

“冰雪良缘”彩票游戏规则

简单易懂，只要刮开覆盖膜，如
果任意一个“我的号码”与“中
奖号码”相同，即可获得该“我
的号码”下方所对应的奖金。
中奖奖金兼中兼得。此外，这
是一款面值10元、全套2张的

“刮刮乐”即开票，彩民们用10
元即有击中最高25万元头奖
的机会！ 豫福

总销量10.28亿元

上周双色球销量同比增长

中出一注1000万元头奖

大乐透6亿派奖圆满收官
体彩大乐透奖池首破57

亿元大关！5月30日晚，体彩
大乐透第18062期开奖，山东
一人独中全国唯一的1000万
元头奖，“乐善奖”当期派出
1178万多元，至此“乐善奖”1
亿元派奖奖金全部送出，体彩
大乐透6亿元派奖圆满收官。

体彩大乐透第18062期的
中奖号码为：前区“12、14、19、
23、35”；后区“02、07”。当期
全国仅中出1注基本投注一等
奖，单注奖金1000万元，落户
山东，中奖彩票是一张12元的

“5+4”复式票，除了1注一等奖
外，还中出4注二等奖及1注
三等奖，单票总奖金达到1079
万多元。

当期“乐善奖”送出1注头
奖，每注奖金为5000元，加上

其余奖级总计派送奖金1178
万多元。至此，“乐善奖”1亿
元奖金全部送出，大乐透6亿
元派奖圆满收官。

当期体彩大乐透全国共销
售2.38亿多元。开奖结束后，
体彩大乐透奖池较上期涨逾
5000万元，一举突破57亿元

大关，达到57.03亿多元，再创
历史新高。虽然6亿元派奖已
经结束，但体彩大乐透历史新
高奖池也是不容错过，在周六
晚的第18063期开奖中，彩民
2元单倍投注最高可中1000
万元，3元追加最高可中1600
万元。 河体

首先，彩民们应从收支平
衡着手进行“保本”分析。由于
六等奖奖金为5元，也就是说只
要选中一个蓝号，单注就有5元
奖金。从保本的角度看，符合
保本要求的蓝号可以有2.5种
选择。因此，必须单独建立长
期的蓝号走势图，跟踪统计出
每个蓝号出现的概率，然后再
根据号码的冷热值确定出2~3
个的蓝号进行投注。

其次，蓝号适宜选择区
段连号。因为选择 2~3 个甚
至更多的蓝号连号，符合彩
民的视线习惯，对把握蓝号
的最佳位置形态，捕获蓝号

很有作用，准确性必将大大
提高。

再次，蓝号适宜选择热
号。经过一段时间开奖，蓝号
的出号形态趋于规则化，特别
是热号的下移和转换，会留下
痕迹，也许冷号还将继续冷，而
热号则恒热，由此比较容易看
出蓝号的走势关系。

最后，蓝号适宜集中选择
奇数或者偶数。蓝号不是奇数
就是偶数，因此应当对蓝号的
奇偶性进行统计，看看蓝号是
奇数还是偶数占多，由此可以
猜测出蓝号的奇偶特性，选择
蓝号的准确性将更高。 中彩

双色球投注技巧分享

选蓝号妙招集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