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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21

每注金额
7914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214期中奖号码
3 4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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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774元，中奖
总金额为184555元。

中奖注数
7 注

373 注
5782 注

384 注
292 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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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2934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2789776元。

红色球

16
蓝色球

06 10 16 19 24 33

第2018092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10000000 元
269198 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1 注
95 注

882 注
45660 注

920834 注
6587980 注

0 注
2 注

29 注
1775 注

39359 注
283158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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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4118元。

中奖注数
1082注

399注
0注

中奖号码：881
“排列3”第18214期中奖号码

8 1 7
“排列5”第18214期中奖号码

8 1 7 9 0

徐新格

福彩3D第18215期预测

比较看好隔码0、3、4有号，
重点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
0346——125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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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26、138、

145、147、148、156、166、167、
168、238、239、245、247、249、
256、267、269、338、358、378、
447、457。

双色球第18093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4、05、08、
09、12、14、17、18、20、22、23、27、
30、31。蓝色球试荐：03、05、09、
10、11。

专家荐号

22选5第18215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3、12、
18，可杀号 0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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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6、08、09、12、13、14、16、18、
19、22。

排列3第18215期预测

百位：3、4、7。十位：2、5、
6。个位：1、3、8。 夏加其

竞彩周五强档推荐

备战不顺，曼联开局略艰难

河南体彩上周（2018年
7 月 30 日—2018 年 8 月 5
日）中出万元以上“顶呱刮”
大奖共8个，其中：1万元—5

万元：7个、25万元：1个。
目前热销票种：数字密

码（面值10元）。体彩“顶呱
刮”，刮出精彩生活！ 河体

实力占优
东京FC有望客胜

大阪钢巴上周日在保
级生死战被名古屋鲸八3∶2
逆转，联赛不胜的纪录延续
到8场，救火主帅宫本恒靖
则吃到了上任以来的首场
败仗，本场比赛除了老伤兵
今野泰幸仍然无法复出之
外，作为韩国国奥队超龄球
员的队内最佳射手黄义助
也因需要备战亚运会而缺
席。

东京FC上轮联赛主场
险胜神户胜利船，间歇期后
5场联赛取得4胜1负。本
场比赛将是东京FC主帅长
谷川健太首次客场面对老东
家，上赛季他与大阪钢巴不
欢而散，本赛季首回合则率
队在主场3∶2击败大阪钢
巴，此战相信也不会对老东
家留情。以两队本赛季的实
力和表现，看好东京FC客场
取胜。

阵容稳定
马赛主场胜率高

马赛今夏阵容稳定，留
住了上赛季全部主力，并收
回了租借在外的中场卡贝
拉。热身赛马赛7战1胜2
平4负。

图卢兹今夏换帅，曾经
在俱乐部工作13年的卡萨
诺瓦回归执掌帅鞭；有多名
球员离队，包括前锋德洛
尔、后卫迪奥普和门将拉冯
等3名主力；共有5名新援
到来。热身赛图卢兹战绩
为3胜2平1负。

马赛传统上擅长打图
卢兹，尤其是在主场胜率非
常高，史上46战仅负4次；
图卢兹实力处于下风且不
擅客战，不宜看好。

备战不顺
曼联或开局不利

曼联上周末做客与拜
仁慕尼黑进行了夏季最后
一场热身赛，结果 0∶1 失
利。博格巴也已经结束假
期回到球队，近期他的转会
传闻不绝于耳；后卫拜利和
中场埃雷拉都在对拜仁的
比赛中受到轻伤；后卫巴伦
西亚有望复出，另一后卫罗
霍和新加盟的达洛特应该
都无法出场。

莱切斯特城今夏出售
了当家球星马赫雷斯和前
锋穆萨，中卫胡特被解约，
同时签下诺域治中场麦迪
逊、波尔图右后卫R·佩雷
拉、利物浦门将沃德、摩纳
哥边锋盖扎尔和西布朗中
卫埃文斯等人；中场门迪还
有轻伤。

曼联这个夏季从转会
到备战都不算顺利，虽然主
场取得开门红的机会仍不
低，但大胜估计也有难度。

本周五，竞彩共开售
27场比赛。其中英超的一
场比赛，曼彻斯特联将在主
场迎战莱切斯特城。前者
赛季前热身赛表现不尽如
人意，球员显然未能很好入
局，反观后者最近表现稳中
有升，此役不妨看好莱切斯
特城顺利收获联赛开门红。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坚持守号

幸运彩民收获福彩奖金
守号建功
揽双色球惊喜

7月31日，福彩双色球
第2018088期开奖，江苏彩
民黄先生收获二等奖。据
了解，他是位老彩民，自从
双色球上市就喜欢上了这
个玩法，几乎期期不落。

开奖当日下午，黄先生
又来到经常光顾的站点，把
事先写好的号码交给了销
售员。没想到一张4元彩
票，竟让黄先生收获了33.6
万元的二等奖。

兑奖时，黄先生表示，
开奖当日就知道自己中了

大奖，只是一直没空，所以
迟了一周才来兑奖，并且感
谢福彩给他带来了好运，让
他守号成功，获得大奖。

分析守号
喜获3D奖金

7月 14日晚，福彩 3D
第 2018188 期 开 出 奖 号
048，张掖市彩民马先生通
过直选倍投的方式喜中当
期奖金2.08万元。

马先生是位名副其实
的福彩粉丝，对福彩的各种
游戏得心应手。近两年，他
对3D玩法钟爱有加，对于

这次中奖，马先生幽默地
说：“应该是‘初心不改’，因
为‘048’这组等距的全偶号
码已经遗漏很多期，开出的
可能性较大。而且我发现
近期的和值变化不大，从
2018178期，除了2018181
期和2018186期以外，其余
和值都是‘中等和值’，我觉
得最近几期的形态都不会
走全大或全小。”

随后，马先生经过查阅
号码走势，决定从2018185
期 开 始 对 和 值 为 12 的

“048”进行守号，没想到才
守了三期就开出来了，收获
了好运。 中彩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8/10（周五）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8/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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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 兹沃勒vs海伦芬

020马赛vs图卢兹

001大阪钢巴vs东京FC

推荐

胜

胜

负

百元可中奖

262元

187元

七乐彩技巧分享
灵活运用胆拖投注

胆拖投注的首要问题就
是选胆，即必下号，胆码的准
确度决定了中奖的可能性。
比如挑选了1个胆码A，如果
A没有开出，把其他29个号
码做拖，当注最多也只能中6
个奖号：6个基本号或5个基
本号和1个特别号。

一般情况下，在进行胆
拖投注的时候，挑选2～3个
胆码比较合理。胆码挑选的
数量越多，注数越少，投入的
资金越少，但是丢奖的可能
性就越大。

相比胆码而言，拖码则
不是每注彩票都必选的号
码，它是一类“活胆”，比如说

选了3个胆码01、02、03，不
排除号码，把其他的27个号
码都作拖码，这意味着，当期
的所有投注号码中，01、02、
03这三个号码是每注号码都
必须有的，剩下的27个号码
则是一个27选4的组合。

有兴趣的彩民朋友可以
运用胆拖投注表，看看设定
1～6个胆码时，所有的号码
组合注数和中奖的奖等及数
量。从中可以发现，胆拖投
注的好处是省钱，但这种方
法对胆码的要求也高。如果
彩民的经济实力不够，只能
进行小额投注的话，胆拖则
是比较好的方式。 豫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