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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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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法国 VS 比利时

101叶阿拉什 VS 凯尔特人

推荐

胜

负

百元可中奖

262元

每注金额
8742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183期中奖号码
3 8 9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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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304元，中奖
总金额为190002元。

中奖注数
6注

466注
5918注
246注
285注
24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1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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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1708元。

中奖注数
328注

0注
682注

中奖号码：3 5 9

23961 元
1901 元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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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9期

全国
中奖注数

25 注
45 注

1404 注
1771 注

18913 注
16370 注

118318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38 注
38 注

557 注
412 注

3403 注

03 09 10 15 24 26 27 01

“排列3”第18183期中奖号码

8 4 4
“排列5”第18183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8079期中奖号码

前区03 04 10 27 29后区01 05

8 4 4 0 5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8184期预测

比较看好3、7、8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2378——
0145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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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036、037、047、057、
067、128、136、138、148、158、

245、246、249、256、258、259、
268、269、336、345、356、358、
359、366、367、368。

双色球第18079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4、05、08、09、
10、13、16、17、19、20、22、26、31。

蓝色球试荐：05、07、10、12、
16。

七星彩第18079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0、4、5，奇偶
比例关注3∶4，大小比例关注3∶
4，定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0、
5，二位3、6，三位2、4，四位0、5，
五位2、5，六位4、8，七位1、7。

22选5第18184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4、13、
18，可杀号03、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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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4 07
09 10 12 13 15 16 18 19 22。

大乐透第18080期预测

推荐“9+3”：03、08、11、15、
20、23、27、30、33+05、07、09。

排列3第18184期预测

百位：0、6、7。十位：2、4、
9。个位：1、5、6。 夏加其

先分区，将7个号码分
成7个号位，再将7个号位
分成三个区，分别是前3个
号位、后3个号位、中间第4
个号位。第4个号位上的号
码可以不用选择，采取从0
到9进行轮换即可（可参考
前面几期讲过的纺锤形），
重点是选择前后两个区的
号码。

再确定号码总个数，每
一期号码中出现的数字不

可能超过7个，往往会出现
重复现象，所以一般开出的
数 字 为 4 个 至 6 个 ，如
4418090就是5个数字，即
4、1、8、0、9，数字4、0各重
复一次。前或后 3个号位
上开奖号码的数字最多会
有3个，最少则只有1个（如
444）。那么可在前后 3个
号位上分别选择看好的 4
个数字进行组合，共有 64
种。

最后对三个区段进行
技术组合。列出前3个号位
上的 64种组合，确定选择
64注号码，在第4个号位上
顺序填入从0到9的数字，
再列出后3个号位上的64
种组合，对应在所选定的前
64注上。这样组合后，只要
前或后3个号位上的开奖号
码不超出4个所选数字，则
可稳中固定奖。 河体

竞彩世界杯周二推荐

欧洲红魔强势迎战法国雄鸡

守号半年多

吉林彩民获大乐透足额头奖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法国队在四分之一决
赛2∶0击败乌拉圭，连续将
阿根廷、乌拉圭两支南美球
队送回家，格里兹曼上半场
助攻瓦拉内头球破门，下半
场亲自远射得分，法国队也
历史上第六次杀入了世界
杯半决赛，获得全场最佳的
格里兹曼参与了球队近10
场大赛的12个进球。主教
练德尚赛后表示法国队配
得上比赛胜利，但是不能满
足，要继续前进，本场半决
赛也将让他成为法国历史
上带队参加世界杯最多（11
场）的主教练。前五次世界
杯半决赛，法国队90分钟内
取得2胜1平2负，其中两次
取胜都在最近。

“欧洲红魔”比利时四
分之一决赛2∶1淘汰头号热
门巴西队，世界杯上首次取
得5连胜，正式比赛24场不
败（19胜5平），也是自1986
年后第二次杀入世界杯四
强。上一场替补出场取得
进球的沙兹利进入首发，并

且利用角球迫使对手乌龙，
为球队首开纪录，德布劳内
精彩远射扩大比分，下半场
比利时势头略减处于守势，
门将库尔图瓦单场贡献9次
扑救表现也非常关键。至
今比利时共有 9人取得进
球，一共打入14球，是本届
世界杯进球最多球队。赛
后主教练马丁内斯对于球
员的表现高度称赞，他认为
球员的出色表现是取胜的
关键。

法国和比利时两支近
邻球队将争夺本届世界杯
的一个决赛名额，这场比赛
更是被称为“18亿欧元的金
元对决”，双方都有大量目

前世界足坛的高价球员。
法国队小组赛至今5场比赛
4胜1平，进入淘汰赛后火
力提升，不过需要留意的是
他们唯一没有击败的对手
正是唯一一支欧洲对手丹
麦，虽然那场比赛有法国队
轮换的原因。比利时方面
五战全胜已经创造了自己
单届世界杯的最佳成绩，同
时进攻力目前冠绝本届世
界杯。目前法国队的竞彩
冠军奖金已经低至2.35，领
先对手，但是比利时能够淘
汰强大的巴西队，战术和精
神意志都得到了最好的考
验，欧洲红魔杀入决赛也并
不出奇。 河体

7月4日，大乐透18077
期开奖，全国仅中出一等奖
1注，并且是追加投注。7月
6日上午，中奖者宋先生来
到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领取大奖。

据了解，宋先生购买的
是一张5组号码单式票，追
加投注，投注金额15元，购
买地点为全安小区11栋 2
门104室网点2201002614
终端。其中第5组号码与开
奖号码一致，中得当期一等
奖，奖金1600万元。

宋先生今年40多岁，自
己做点小买卖，购买大乐透
已经好多年了，几乎都是机
选。半年前，宋先生机选的

一张彩票，为他带来 3000
多元的奖金，宋先生当即决
定用这张彩票守号。他说：

“这几个号码就是我的幸运
号了，我就每期都买。希望
还能中得奖金，但没想到真
的能中一等奖！真是太幸
运了！”

宋先生在家楼下开了
个小店，收入不错，每天都
会在附近的体彩投注站按
着守号的彩票投注大乐透，

“我觉得什么事都贵在坚
持。我做买卖就是因为我
坚持住了，才从赔钱到现在
的挣钱。买大乐透也是，我
期期不落，如果我这期忘了
买就错过了中大奖的机

会。”宋先生颇为感慨地说。
面对千万元大奖，宋先

生表现很淡定。他说：“我
从没想过中奖之后要大手
大脚花钱。因为我做这几
年买卖，深知挣钱不容易。
这个小店虽然挣钱不多，但
是我苦心经营的。奖金我
想一部分用来扩大经营规
模，另外的就是赡养父母、
养育子女吧。”

宋先生对于奖金规划
得很理智，同时也表示要继
续购买大乐透。“投注大乐
透已经是我的生活习惯，我
还会每期都购买的。但是
要换一组号码啦。” 河体

河南体彩上周（2018年
7月 2日~2018年 7月 8日）
中出万元以上“顶呱刮”大奖
共1个，其中：5万元~10万

元：1个。
目前热销票种：西游记

（面值20元）、巅峰对决（面值
5元）。 河体

七星彩投注技巧分享

三步精确选号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