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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4

每注金额
13694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211期中奖号码
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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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756元，中奖
总金额为198019元。

中奖注数
4 注

376 注
5607 注
268 注
377 注
22 注

1714808 元
62365 元
2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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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期

全国
中奖注数

2 注
4 注

194 注
570 注

7120 注
11176 注
87960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1 注

13 注
137 注
275 注

2216 注

10 13 14 21 26 27 29 01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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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536元。

中奖注数
548注

0注
902注

中奖号码：6 2 8
“排列3”第18211期中奖号码

8 9 3
“排列5”第18211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8091期中奖号码

前区06 22 26 28 31后区01 07

8 9 3 5 9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8212期预测

比较看好1、3、4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四六分解
式推荐：1346——025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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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047、
056、067、126、128、138、145、
147、148、156、158、167、239、

247、249、256、267、347、348、
349、358、366、367、368。

双色球第18091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2、05、07、11、
12、14、15、18、19、20、23、24、27、
30、31。

蓝色球试荐：02、03、05、09、
13。

七星彩第18091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2、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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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二位
4、8，三位2、9，四位1、8，五位2、6，
六位4、5，七位2、4。

22选5第18212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6、13、
17，可杀号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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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06、
09、10、12、13、15、17、19、20、21。

大乐透第18092期预测

推荐“9+3”：08、11、13、14、
18、21、25、29、32+03 06 11。

排列3第18212期预测

百位：1、4、9。十位：0、5、
7。个位：2、3、8。 夏加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周二竞彩强档推荐

无暇他顾，切尔西或留力联赛
核心提示 | 本周二，竞彩共
开售15场比赛。切尔西之
前两场国际冠军杯连续受
挫，联赛周末就要开打，他
们恐怕已无暇顾及此战；另
一场皇马与罗马的比赛，双
方都具备不错的进攻实力，
关键也不保守，这场比赛双
方很可能会联袂奉献一场
精彩的进球大战。

无暇他顾
切尔西专注联赛

切尔西之前两场国际
冠军杯都是90分钟战平，然
后点球取胜；在上周末的社
区盾比赛中，他们0∶2不敌
曼城，萨里的433阵型几乎
被对手打得体无完肤，阿扎
尔获准假期延长，这场比赛
不会参加；坎特则刚刚归队
不久，是否参赛待定；门将
库尔图瓦已经明确表示希
望离队。

里昂上周末国际冠军
杯0∶1输给国际米兰；队长
费基尔将在本周归队，不过
他有可能还不会参加这场
比赛，虽然此前转会传闻不
断，但看来里昂并不打算在
今年放他离开；球队上周末
从热刺签下18岁射手里奥·
格里菲斯，上赛季为热刺
U18打入33球。蓝军连续
受挫，联赛周末就要开打，
萨里或已无暇顾及此战。

斗志昂扬
本菲卡求胜心切

作为上赛季葡超的亚
军，本菲卡本轮开始进入欧
冠正赛争夺；他们最近一场
国际冠军杯2∶3输给里昂，
以1平2负结束今年夏天的
这个系列赛，而在打平的两
场比赛，他们最终也在点球
大战中失利；他们3场比赛
总共打入5球，但也丢掉了
6球。

费内巴切是上赛季土
耳其联赛亚军，中锋扬森和
中卫内托都赛季结束后租
借期满离队，锋线老将费尔
南多也前往沙特淘金，球队
正式签下了斯旺西边锋A·
阿尤，另外还补充了几名年
轻球员，阵容实力上并没有
太多变动；他们夏季6场热
身赛2胜3平1负。欧冠资
格赛焦点对决，本菲卡先打
主场，斗志和胜望应该会更
高。

强强争雄
皇马主场战罗马

皇马国际冠军杯第二
战3∶1逆转击败尤文图斯，
主帅洛佩特吉轮换了半数
首发，后卫卡瓦哈尔不幸打
入乌龙，贝尔远射破门后，
替补出场的阿森西奥梅开
二度，刚归队不久的队长拉
莫斯没有出场，莫德里奇、
科瓦契奇和瓦拉内将在本
周归队。

上一场国际冠军杯对
巴塞罗那，罗马在两度落后
的情况下4∶2击败对手，前
锋沙拉维和佩罗蒂、后卫弗
洛伦齐、中场克里斯坦特分
别进球；瑞典门将奥尔森上
演首秀；体育总监蒙奇表示
不排除继续买人补强的可
能。双方都具备不错的进
攻实力，关键也不保守，这
场比赛双方很可能会联袂
奉献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

七星彩投注技巧分享
三步骤选号法

第一步，先分区。将七
星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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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是选择前后
两个区的号码。

第二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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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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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
还有希望中得更高奖项甚
至大奖500万。 中体

追加显成效

老彩民中大乐透1600万
千万头奖频出，已成为

体彩大乐透的常态。在大乐
透第 18078期开奖中，江苏
的许先生斩获1注1600万追
加头奖。近日，他现身当地
体彩中心领走了这份幸运。

众所周知，追加堪称体
彩大乐透的“独门法宝”，多
花一元，可以有效提升中奖
奖金。许先生的中奖彩票是
一张15元的单式追加票，其
中第二注号码“07、11、12、

22、30+03、06”帮助他一举
拿下 1600万头奖奖金。当
期，河北购彩者中出 1 注
1000万头奖，相比之下许先
生要多出600万追加奖金，追
加的威力可见一斑。

谈及购彩情况，许先生
表示：“我购买彩票很多年
了，这张票是我自己研究的
号码，中奖了很兴奋。今后
我仍然会购买体育彩票，支
持体彩的公益事业。” 河体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8/7（周二）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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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本菲卡VS费内巴切

011皇家马德里VS罗马

006 诺丁汉森林VS西布罗姆维奇

推荐

胜

胜

负

百元可中奖

243元

2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