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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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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69704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42417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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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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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0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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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第18247期中奖号码

3 0 3
“排列5”第18247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8106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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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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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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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8247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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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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288元，中奖
总金额为139514元。

中奖注数
0 注

257 注
5264 注

178 注
283 注

36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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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8608元。

中奖注数
578注
607注

0注

中奖号码：626

七星彩第18107期预测

重点号看好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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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
位1、6，三位2、3，四位4、5，五位
3、9，六位0、5，七位4、6。

22选5第18248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 2∶3，奇偶

比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1、
09、14，可杀号13、20；本期可能
出现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
注一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1、
03、04、05、08、09、11、12、14、
16、17、21。

排列3第18248期预测

百位：0、3、5。十位：4、6、
8。个位：1、5、6。 夏加其

金秋九月，惊喜再来！
为回馈广大彩民对福彩“快
3”的关心与支持，河南省福
彩中心于9月3日起在全省
范围内，针对“快 3”开展
1800万元大赠票活动，目前
正在火热进行中。

据悉，此次福彩“快3”
赠票活动针对二同号单选、
三不同号（包括以复式、胆
拖、组合玩法投注此两种玩

法）投注方式，直到1800万
元赠完为止。赠票期间，参
与活动的中奖者将另外获赠
中奖金额35%比例的“快3”
彩票，例如，“二同号单选”单
注奖金80元，将获赠28元
的彩票；“三不同号”单注奖
40元，将获赠14元的彩票。

福彩“快3”是指以3个
号码组合为1注进行单式投
注，每个投注号码为1~6共

六个自然数中的任意一个，
每注金额人民币2元，也可
进行多倍投注。自2014年9
月在河南上市以来，以趣味
性强、返奖率高、中奖容易、
奖金固定、快速开奖等特点，
深受广大彩民的喜爱。此次
1800万元大赠票活动再次
送去惊喜，中奖得赠票，好运
不间断，赶快行动收获更多
惊喜吧！

福彩“快3”大赠票活动正进行
1800万元赠完为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9月10日，体彩大乐透
第 18106 期前区开出号码
04、14、17、24、31，后区开出
号码01、04。

当期全国共开出2注千
万元头奖。其中，1 注为
1600万元（含600万元追加
奖金）追加投注头奖，出自云
南；1注为1000万元基本投
注头奖，出自四川。

数据显示，云南中出的
1600万元头奖落于昆明，中
奖彩票为一张6+4复式票，
投入108元，单票中奖1674
万元。四川中出的1000万
元头奖落于广元，中奖彩票

为一张6+3复式票，投入36
元，单票擒奖1024万元。

二等奖开出84注，每注
奖金为10.74万余元；三等奖
开出 707 注，每注奖金为
4920元。

奖号方面，前区04、14、
17、24、31分布较为零散，各
个号段上均有号码开出。最
小号码开出0号段上的04，
该号为之前前区最冷的号
码，已“隐身”26期未开；1号
段上开出14、17；14为隔期
开出号码，该号于最近6期
之内开出4次，大热；2号段
上开出24，该号最近5期之

内开出3次，较热；最大号码
开出3号段上的31，该号复
制上期（第18105期）奖号。
后区开出01、04两个小号。
最近5期，后区奖号的大小
号码数量比为5∶5，持平。

整体上看，本期前区和
后区尾数为4的号码走俏，
共开出了4个——“04、14、
24+04”。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
束后，64.72亿元滚存至9月
12日开奖的第18107期，较
上期继续上涨，再次刷新历
史最高纪录。 河体

大乐透开2注千万头奖
奖池64.72亿再创新高

帕尔梅拉斯上一轮巴西杯淘汰了巴伊亚，最近一次在巴西杯
中夺冠是2015/16赛季，近期球队在巴甲中取得7胜2平状态火
热。克鲁塞罗是巴西杯卫冕冠军，上一轮他们惊险淘汰了桑托
斯。帕尔梅拉斯状态更佳，不过近8次交锋对克鲁塞罗无胜，此战
稳妥一点可补平局。

重点点评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9/12（周三）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9/12（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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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弗拉门戈 VS 科林蒂安

006帕尔梅拉斯 VS 克鲁塞罗

001福冈黄蜂 VS 横滨FC

推荐

胜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236元

222元

专家荐号

一、统计指标数据
要善于对前期奖号进行

统计分析，求出奇偶比、区间
比、大小比、质合比、和值、平
均和、出球频次等重要指标
值。建立图表并及时记录整
理，以供选号分析时使用。
二、解读走势规律

要把握上期、上上期开
奖号表现特征。尽可能完全
解读以下各种阶段性走势规
律：冷热球分布、伴侣数情

况、不走模式、必走格式、连
号、斜连号、重叠码、擦边趋
势方向、偏态性等。
三、学习借鉴经验

学习大奖得主的经验，
借鉴推荐号。彩票的规律层
出不穷，不少先进的方法都
是大家在摸索中悟出的，因
此借鉴别人的经验很重要。
四、圈定最佳出号

通过阶段性杀号法、趋
势分析法缩小备选号码，找

出下期可能出号的大致范
围，再通过各种过滤的方法
进行过滤，圈定出最佳出
号。这样，既保证了选号的
准确性，又节省了不少资金。
五、科学组合投注

将所选的号码，根据数
字相克性、排斥性等特点，分
别进行组合。使用投注软件
和选号工具里提供的方法，
有条件的彩民可以采取复式
包号等方式投注。 中彩

五招智擒福彩3D开奖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