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5 日晚，双色球游戏第

2012003期开奖，全国彩民大捞新

年红包，有14省市分享26注头奖

530 万元；其中深圳福彩的红包

最大，盐田一彩民自选5组号码3

倍投注，幸运击中头奖3注，奖金

1590万元，由此成为2012年深圳

首位“双色球”一等奖千万得主。

1月9日 11时，大奖得主在弟

弟的陪同下现身深圳市福彩发行

中心，从容办理兑奖手续。

据介绍，上世纪 80 年代初，

大奖得主只身来到深圳，因为文

化水平低，建筑工人是第一份工

作；后来进工厂、摆地摊，他一路

奋斗，再苦再累也不放弃；而今

成了商人，事业蒸蒸日上，全家

也定居深圳多年。他一直是福

彩迷，自从“双色球”上市后就偏

爱这种大盘玩法，喜欢自选号

码，每期都买。问及中奖心得

时，他不禁感叹：这是坚持的结

果啊！当年什么也没有，坚持奋

斗让我赢得了身家。所以我相

信买彩票也是一样的，坚持不

懈，好运迟早会到来。

钟才

综观上周：福彩3D的走势既

有平稳的一面，又有波动的一

面。下面就一些数据的变化作出

我个人的解析。如以下冷态综合

图表。

奇偶方面：近 7 期内 2 偶 1 奇

组合开出了 3 期，本周有走热开

出的迹象，估计未来几期会有所

表现，但未来几期奇偶均衡分布

的可能性较大，可同时关注 2 奇

数，未来 7 期看好 2 奇 1 偶形态

出现，分别是偶奇奇、偶偶奇组

合、偶奇偶组合。上周荐中（偶

奇偶组合）

质合方面：近7期内2合1质

组合开出了 2 期，本周有反弹开

出的迹象，估计未来几期会有所

表现，但未来几期质合均衡分布

的可能性较小，可同时关注 2 合

数，未来7期看好2合1质形态出

现，分别为合质合、合合质、质质

合组合。上周荐中（合质质组

合。）

大小方面: 近7期内2小1大

组合开出了 4 期，本周有反弹走

热开出的迹象，估计未来几期会

有所表现，但未来几期大小均衡

分布的可能性较大，可同时关注

2 大数，未来 7 期看好 2 大 1 小形

态出现，分别为大小大、大大小、

小大小组合。上周荐中（大小大

组合、小大小组合）

下周推荐组选参考组选24注！

023 024 025 045 169

236 237 239 267 269

347 348 349 357 358

359 467 469 478 489

567 569 578 589

恭喜354期荐中489组选。

下周推荐定位复式推荐参考

（二）：百位：56789，十位：56789，

个位：56789。

354 期荐中 489 直选，355 期

荐中488直选。

特邀专家 骏宝

上期看好中号区单期开出 4

个号码没有开出，小号区号码依然

出势强劲，那么近期小号区号码弱

出的可能性很大，而中号区、大号

区的号码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这

里选择几个买点进行分析，供读者

或彩民参考，投注风险自负。

小号区可能断号。小号区号

码近期开出太多，连续9期开出2

个以上的号码，多次开出3至4个

号码，并且已经15期没有断号了，

而这期间，中号区断号4次，大号

区断号1次，近期看好中号区号码

能够崛起，那么小号区号码走弱的

可能性很大，关注小号区开出0至

1个号码，近期小号区可以设防的

号码有06、09、01，建议密切关注小

号区可能会断号。中号区号码12、

13、14、18、20、22等近期比较看好，

大号区号码25、26、30、31、32等值

得关注。

偶数号码出6 码。纵观双色

球的开奖情况，当前已经开出 16

次红球号码为全偶数的号码，当

前红球出 6 码这个形态遗漏 226

期，历史最大遗漏179 期，因此现

在开始可以密切关注这个形态的

开出，当前双色球奖池奖金很高，

很多彩民热衷于倍投，一注单式

中奖的几率是很小的，建议采用

稳妥的投注方式，就是采用复式

投注，中、小复式可以进行2至10

倍的倍投，要是中奖了也是很可

观的，在围猎红球全偶的同时，可

以关注一定的奇数号码，从而进

行复式投注。

0 路号码继续看好。上次分

析看好 0 路号码，果然前几期 0

路号码开出较多，但是没有单期

开出 4 个及其以上的号码，近期

看好单期能够开出 4 个 0 路号

码 ，当 前 已 经 遗 漏 32 期 ，平 均

12.96 期开出一次，0 路号码共有

11 个，号码 06、12、18、30、09、15

等可以重点关注。另外 1 路号

码近期也有多出的可能，关注单

期开出 2 至 3 个 1 路号码，并且

可以设防多次开出这个形态。

红球13码推荐：06、09、12、

13、14、18、20、22、25、26、30、31、

32。 喜喜

骏宝今日看彩

首先我们来看看近 7 期出号

情况分别为：750、960、135、882、

880、497、166，通过以上数字来分

析本周的关注方案范围。

一、本周百位参考推荐

上7期百位合数共开4期，质

数开 3 期，根据以上百位数字分

析，笔者看好本周百位的追踪指

标是：04675。

二、大小条件参考

上周两大组合频繁出现，说明小

号是本周的热点，因此笔者重点提示

参考：“两小一大”为本期追踪目标。

三、本周推荐组选参考

组 六 ：037 038 046 047 048

049 137 138 139 145 146 147 148

149 235 236 237 238 239 246 247

248 345 346 347。上周 005 期推

荐命中135组选。

特邀专家 骏宝

喜喜双色球看红

双色球2亿元大加奖正在进行 每期加奖500万，2元可中1500万！

男子单挑倍投揽双色球1590万
曾摆地摊进工厂，靠坚持成商人

形态关注偶偶奇防全大开出

骏宝3D一周推荐

“ 区 间 ”方 面 (2012005

期-2012007 期)，本栏给大家所分

的区间为：第一区间：01-04；第二

区间：05-08；第三区间：09-12；第

四区间：13-16。根据区间分析，从

2011 年尾到今年年初，蓝色号一

直在“三四”区间摆动；尽管彩民

朋友都知道追热不追冷，但随着

长时间的停留，本栏相信，蓝色号

下一个荐号周期，一定会向“一、

二区”游动，但首期一次到位的可

能性不大。因而彩民朋友可重点

关注“一、二区”的表现。

在奇偶方面，近期蓝单走强，

从目前的情况看，单号尚未停止

进攻步伐，彩民朋友依然可以考

虑蓝单的出现，在这个推荐周期

里，本栏目给大家推荐“两单一

双”的表现。

在“012”路方面，前期“1 路”

和“0路”交替出现，这给“2路”蓝

号留下了太大的空间，彩民朋友

想不选都不行，我们重点推荐“2

路”蓝号。

综上所述，我们本周给彩民

推 荐 双 色 球 蓝 号 如 下 ：“02”、

“05”、“08”、“11”、“12”、“13”。

一福

重点关注“2”路蓝球

2011年 12月23日，一位年轻

漂亮的女士兴冲冲地来到阜阳市

福彩中心兑奖，原来她在 12 月 1

日双色球第2011141期独中100倍

四等奖、100倍五等奖，共获奖金

21000元。

据悉，中奖女彩民聂女士（化

姓）是阜阳市太和县人，购彩不到

一年。2011年12月1日，聂女士来

到 太 和 县 国 泰 路 上 的 福 彩

34100407号投注站，看到双色球

奖池高达5亿，而且很多彩民都

选择了加倍投注，有的甚至买了

50倍。她也有些心动了，决定拼

搏一下，于是她把自选的那注号

码先是购买了100倍，而后6个红

球号码不变，更换了2次蓝球号

码，这两注都采取了50倍投注。

结果当晚虽然未中巨奖，但还是

幸运地收获了100注四等奖和100

注五等奖，共获奖金21000元。

张红卫

女彩民百倍投注全中奖

2011年 12月27日晚，双色球

第2011152期开奖，开奖结果为红

球 04 10 11 12 21 26；蓝球 13。位

于 马 鞍 山 市 冯 桥 菜 场 西 侧 的

34050148号投注站中出一注二等

奖，奖金130393元。

12月30日下午，中奖者陈女

士（化名）与弟弟来到马鞍山市福

彩中心兑奖。据了解，陈女士是来

马鞍山工作的宿州人，是福彩的忠

实彩民，几乎期期都买。这次中奖

号她守了七年之久，红球从未改

过。说到守了这么长时间的号码

有何特殊意义时，陈女士的弟弟憨

笑着说：“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就是

凭感觉，买的时间一长就习惯性地

守着一注号买了。”接着陈女士也

遗憾地表示：“平时我都是买两倍

的，这次是弟弟帮买的，就买了一

倍，不然奖金也是双倍了。”徐妍

女子守号七年中奖13万

本版推荐均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中号区蓄势待发继续看好0路号

形态

胆码

百位

十位

个位

和值

合值

直选大小

直选单双

直选质合

组选质合

组选单双

组选大小

四码组六

五码组六

六码组六

七码组六

七码组三

遗漏值

6

8

2

6

05

04

大小小

双单单

合质合

两质一合

两单一双

两大一小

2379

01467

345679

0134678

0145679

出现

次数

943

386

320

367

76

375

424

444

463

1302

1325

1393

68

227

441

778

443

平均

间隔

3.8

9.3

11.2

9.8

46.8

9.5

8.5

8.1

7.7

2.8

2.7

2.6

52.2

15.8

8.1

4.6

8.1

最大

遗漏

24

41

68

54

202

59

48

65

42

15

18

17

220

85

46

24

52

当前

遗漏

10

22

17

15

204

38

13

21

17

02

01

04

255

87

29

10

39

上期

遗漏

08

05

05

01

09

09

03

10

11

0

06

0

0

28

06

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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