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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彩前四位号码走势图

两彩民喜获大乐透1533万
9 月 17 日，体彩大乐透 18109 期开奖，开奖号
码：10 16 23 25 34+02 05，当期全国共开
出三注一等奖，其中两注进行追加。浙江省宁波彩
民幸运摘得其中一注追加一等奖，一等奖单注基本
奖金 958 万余元，追加奖金 575 万余元，单注追加
一等奖奖金总计 1533 万余元。
次日一早，在体彩销售网点业主的陪同下，其中
两位中奖彩民来到了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领奖。

直码追击

诚信得人 技术过硬
陪同彩民来领奖的业主张建阳按奈不住激动的
心情，说道：“虽然这次因为一些‘阴差阳错’的原
因，我自己没有购买，但是这张票中奖了，没有
‘辜负’各位彩民，真的很开心，所以这次我陪着他
们一起来，见证喜悦。
”
在张建阳看来，除了保证销量外，网点要做到的
就是诚信。“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诚信第一。之前我
也替彩民领过奖，平时小事能帮的我都尽量帮助。
”
张建阳坦言，对于大乐透，他是有特殊感情
的。“我吃饭也研究，做梦也研究，投注的号码都是

上期回顾：18118 期七星彩开
奖号码为 9482947，从其开奖号码
得出，奇偶比为 3：4，和值为 43，质
合比 2：5，012 路比 2：3：2，最大码
为
“9”，最小码为
“2”。
本期分析
第一位号码：上期开出合数 9，
振幅为 7，大振幅形态，综合近期开
奖号码及走势情况，本期建议主防
第一位号码 258。
第二位号码：上期开出合数 4，
振幅为 2，小振幅形态，综合近期开
奖号码及走势情况，本期建议主防
第二位号码 357。
第三位号码：上期开出合数 8，
振幅为 6，大振幅形态，综合近期开
奖号码及走势情况，本期建议主防
第三位号码 023。
第四位号码：上期开出质数 2，
振幅为 7，大振幅形态，综合近期开
奖号码及走势情况，本期建议主防
第四位号码 014。
第五位号码：上期开出合数 9，
振幅为 1，小振幅形态，综合近期开
奖号码及走势情况，本期建议主防
第五位号码 347。
第六位号码：上期开出合数 4，
振幅为 0，小振幅形态，综合近期开
奖号码及走势情况，本期建议主防
第六位号码 146。
第七位号码：上期开出质数 7，
振幅为 1，小振幅形态，综合近期开
奖号码及走势情况，本期建议主防
第七位号码 046。
本期推荐
3 码 复 式 定 位 ：258- 357023-014-347-146-046
2 码复式定位：
25-37-23-14-47-16-46
精选一注：
2731764，
5731714。
（彩宝）

短信代码：
623

本期 3 不当头 0 不做尾，
695 稳上一码，铁率 67 配 59
三字现：790，794，796，254
二 定 位 ：6xx3，6xx7，
6xx9， 8xx3， 8xx7， 8xx9，
x17x，x19x，x53x，x59x

凝心聚力 斩获大奖
说起这次中奖，其中一位彩民汪先生说：“我是
宁波本地人，之所以选择这家销售网点购彩，也是
沾个喜气。记得今年 4 月底，我路过这家销售网点，
被门口的拱门和横幅所吸引，发现有彩民中了千万大
奖，我就想去沾沾喜气。进去了才发现，原来这家网
点中奖频频，于是我就固定在这儿买彩票了。
”
和汪先生一起来的中奖彩民朱先生也赞同地点
点头。“我是看中诚信，店主的口碑很不错。购彩重
在量力而行，我也是偶尔买买，没想到就中了。

前 4 位码看好 1237

支持公彩 打击私彩

本版预测纯属个人观
点，
系彩民玩彩自娱，
据
此选号风险自负。

◢彩民故事◣
中奖福地又出头奖

七星彩第 18119 期预测：

十万八万
我自己分析所得。当然也需要一定技术。包括本期
中奖号码，也是我研究所得。”
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说到开心处，一商量，
决定捐款给浙江省体育基金会。“中奖不忘做公益，
浙江体彩人应该这样。”

中奖福地 屡创佳绩
细心的彩民一定发现了，中出本期大奖的这家
位于宁波白沙街道人民路 368 号的网点，在今年体
彩大乐透 6 亿元大派奖期间，就有彩民通过一张胆
拖复式票，揽获大乐透第 18048 期一等奖 1 注，单
注奖金 1238 万元 （含 238 万元派奖奖金）。
其实，远不止于此，这家网点自 2009 年以来，
先后 6 次中出大乐透一等奖共计 8 注。其中，2009
年中出 1 注，2010 年中出 4 注，2016 年中出 1 注，
截至目前 2018 年中出 2 注，该网点当之无愧为中奖
福地。如此好运，实在令人羡慕。
（中体）

码开富贵

三 定 位 ：65x3，65x7，
65x9， 81x3， 81x7， 81x9，
x179，x173，x573，x579
四 字 直 码 ：8173，8177，
8179
海南体彩 4+1：8179+6

短信代码：
696

铁率：67 防 12，9、5 值
三 字 现 ：117、105、193、
181、179、662、650、648、636
定 位 2：1X7X、1X5X、
1X3X、1X1X、1X9X、 6X2X、
6X0X、6X8X、6X6X、6X4X
定 位 3： 1X74、 1X51、

二 合 38，72 配 16，头 尾 合
三 字 现 ：124，129，461，
492，442，441，992，991，724，
729
二 定 组 合 ：xx12，xx72，

移动拨：
12590389696
联通拨：
116322889696
电信拨：
1183283559696

1X38、 1X15、 1X92、 6X29、
6X06、6X83、6X60、6X47
参考码：1174、1051、1938、
1815、1792、6629、6506、6483、
6360、6247
海南体彩 4+1：6247+5
七星彩：6247518

短信代码：
624

16

移动拨：
12590389623
联通拨：
116322889623
电信拨：
1183283559623

移动拨：
12590389624
联通拨：
116322889624
电信拨：
1183283559624

49xx， 94xx， 99xx， 44xx，
9xx2，4xx2，4x1x，
9x1x，1xx2
三 定 ：49x2，94x2，941x，
9x12， x412， x912， x822，
x322，x377，x327，x372，632x
直码：
9412，4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