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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故事

本周三期红球号码可能还会在一三

区变化，彩民朋友可以重点盯防三区。

奇偶方面，和上三期比较，红球三期

奇偶出号总的有变化，和上上周不一

样，奇号出号开始显强，上周预测准

确；三期开出 9：9 的比例，其中奇号相

比上周多出，比较一般。后面这种比

例可能会继续，奇号有望再热出，彩民不

妨有所准备。

和值方面，上周三期开出的红球号码

不均，和值差别较大，整体偏小。上次预测

出大的情况有出现；大的为114，中的91，

小的68；号码波动明显，后面可能会走大。

头尾方面，本周有“02”“03”打头的可

能，收尾看好大数“31”“32”。

蓝球方面，上三期开出的三个蓝号有

冷有热，和上上周没有重号，号码有大有

小，两偶一奇，提醒号“07”有开出；后面值

得注意蓝球热号“07”“09”“10”和冷号

“11”“13”“03”。

红球开出的大都是温热号，特别热的

是“01”、“02”、“03”、“07”、“10”、“17”、

“22”、“26”、“28”、“32”，有多个号码出现

两次，比较一般。目前最大遗漏是 20 期

的“08”，基本都是温热号，请彩民结合专

家推荐加以注意。重号、同尾号、相邻号

作为重要参考依据。

根据分析预测，我们为彩民朋友推荐

的红球号码：02、03、08、15、19、20、21、27、

31、32，蓝球号码：07、09、10、11。 弓长

双色球隔三分析

红球重点盯防三区奇号有望再热出

和值方面：目前，遗漏稍长的和值

有：和值 0，遗漏 1766 期；和值 12，遗漏

31 期；和值 21，遗漏 170 期；和值 8，遗漏

42期；和值27，遗漏623期。近期出号偏

少的和值有：和值 11、12、14 点。综合考

虑，推荐和值12点、14点、15点及11点。

形态方面：1）大小：综合考虑，推荐

“大小小”、“大小大”、“小小大”。2）综

合来看，推荐“奇偶奇”、“奇奇偶”、“奇

偶偶”。

“除三余”方面：目前，遗漏值较长的

有：0-1-2 路，遗漏 160 期；0-2-1 路，遗

漏112期；2-1-2路，遗漏93期。

定位单选复式方面：5x5x5 复式中，

推 荐 “14678-02368-02468”（ 冷 ）

“02359-14579-01347”（热）。

组选复式方面：组选六 4 个号复式

“0256”遗漏 184 期，“0126”遗漏 129 期，

“0127”遗漏 112 期，推荐；组选六 5 个号

复式“02357”遗漏 93 期，“01257”遗漏 87

期，推荐；组选六 6 个号复式“012358”遗

漏49期，“014689”遗漏47期，推荐。

本周重点关注：
和值：12点、14点、15点及11点。

形态：“大小小”、“大小大”、“小小

大”；“奇偶奇”、“奇奇偶”、“奇偶偶”

单选复式：“14678-02368-02468”

（冷）“02359-14579-01347”（热）组选复

式 ：“0256”、“0126”、“0127”；“02357”、

“01257”、“012358”、“014689”。 阿陆

3D一周出号解盘

和值关注12点、14点、15点及11点

七乐彩一周推荐

三区比方面：看好中后区是未来数期

出号重心所在，本周二、三区过渡区域值得

关注。一区看好 03、06、08、10；二区看好

11、15、16、20；三区看好22、24、29、30。

奇偶方面：奇偶可能会不相上下。

本周防范3:4型的开出。质数码可能继续

稳定，期均可能2枚左右。

同尾号方面：目前同尾码表现适中，

可适当给予关注的同尾号有：06-16、

04-24、08-28。

冷号与热号：热码可能逐步转温，温

码与冷码所占比例处于劣势。其他表现

较冷及遗漏较大的号码有 06、08、15、16、

20，应给予适当的关注。二、三区过渡段

亦表现较弱，防范回补。

重点提防区域：看好06～11、15～22

这两个区域，横连码机会较大。

和值方面：可关注和值的小幅回升。

本周参考号码：03、06、08、10、11、
15、16、20、22、24、29、30。 福杰

热码持续发威 中区表现乏力

关注偶数
斜连号热出

1路奖号回补可期。近期

中区和大区1路奖号的开出稀

少，本周可重点看好中后区 1

路奖号的回补开出，奖号10近

期开出的间隔周期在 4 期左

右，近期可看好其间隔周期缩

短，奖号13近期基本上属于一

周开出一次，本周可关注其开

出3次左右。本周可重点防范

1路奖号组合连号开出。

重号热出可期。上周开

出的 15 枚重号中 0 路奖号作

为重号开出了 7 枚，1 路奖号

作为重号开出了 1 枚，2 路奖

号作为重号开出了 7 枚，总体

上1路奖号作为重号开出严重

不足，本周可重点看好 1 路奖

号作为重号的回补开出，重点

看好小区奖号和大区奖号作

为重号的开出。

斜连号可高看。近期斜

连号伴随重号的开出占据一

定的优势，本周可继续看好斜

连号伴随重号的开出，其中右

斜连号的开出可高看，特别关

注偶数奖号作为斜连号的热

出。上周2路奖号作为斜连号

的开出频繁，本周继续看好 2

路奖号作为斜连号的开出。

适当看好奇数奖号的回

补。上周中区偶数奖号的开

出占据绝对优势，本周可重点

看好中区奇数奖号的开出，奖

号 09 当前遗漏 13 期未开出，

本周防范其随时回补开出，在

其解冻开出后的迅速回补是

关注的重点。另外上周大区

奇数奖号的开出亦不足，本周

可继续看好大区奇数奖号的

开出。

复式推荐：03、04、07、

08、09、11、13、14。 冷剑

15选5一周买点

“火红”五月 大奖连连

宿州彩民昨中双色球762万

嘉兴彩民
10元中双色球2878万

5月7日是福彩“双色球”第2015052期

开奖日，当期嘉兴南湖一彩民买了1注号码

进行5倍投注，投注金额为10元，这注号码

与开奖号码完全相同，该幸运彩民因此而

成功揽获 5 注头奖，单注奖金为 575.6 万

元，共计获得奖金2878万元。

该彩票由嘉兴南湖区市区嘉兴市洪

波路洪贸街 3 号编号为 33069514 的福彩

投注站售出。 钟才

江门彩民
20元揽双色球1272万

5月12日晚，第2015054 期“双色球”

开奖，广东中出3注636万多元头奖，其中

2注由江门一人以20元2倍5注单式票所

独揽，总奖金达1272万多元。

江门中奖彩票由开平水口镇华龙路

89号44122476投注站于12日18时14分

售出，票面上有 5 注单式号码，皆为机选，

实施 2 倍投注，中奖者仅花 20 元即捧得

1272万多元巨奖。 钟才

买彩票中575万
兑完奖就去旅游

双色球第 2015052 期 575 万元超值

一等奖得主小张，近日来到湖北省福彩中

心兑领了奖金。这名曾经省下饭钱买彩

票中过奖的幸运彩民说，得知中 575 万元

大奖后便买了机票，准备兑完奖当晚就去

旅游。

三十出头的小张是个生意人，8年前从

武汉一所大学毕业后，找工作一直“高不成

低不就”，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一天，小张

路过一家福彩投注站，很想去买几注彩票，

但却发现口袋里只剩下10元饭钱了。

买了彩票就要饿肚子，这时小张犹豫

了：“少吃一顿又能怎样，彩票买了还有一

份希望。”几番挣扎后，小张还是走进了投

注站买了一张彩票。

幸运的是，小张买的彩票中了 800 元

奖金。这对于他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带

着中奖的喜悦，小张开始重燃生活的信

心，也顺利得到了第一份工作。

与福彩为伴，一路打拼成为生意人的

小张，开始建议和组织身边的彩民组成购

彩联盟，由他做计划书，用心研究号码来

选号、投注。

然而，因为几个月来没有中到什么大

奖，同盟队友接连撤退，但小张仍在坚

持。直到今年 5 月 7 日晚，正在外地出差

的小张发现，自己买的号码中了 1 注 575

万元的超值一等奖。

兑完奖后小张说，这些年做生意也曾

屡遇险境，但仍然坚持下来，正如自己对

彩票的坚持一样。为犒劳自己，小张买了

当晚的机票准备去旅游：“世界那么大，我

也去看看。” 钟才

伴随着红五月劳动节、青年节、立

夏节、母亲节和护士节，踏“红”而来的

是我省彩民连续喜中巨奖的喜报，首开

我省五月大奖红的是来自黄山的彩民，

一人独中 3 注双色球一等奖，狂揽巨奖

2118 万元，紧随其后的是合肥一女士，

一人独中 5 注七乐彩一等奖，总获奖金

262万元，继而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昨

晚宿州又传来彩民喜中1注双色球一等

奖的喜报。

据悉，昨晚双色球第 2015056 期的

开奖号码是01 07 08 16 18 20，蓝球号

码是 14。本期全国共中出 7 注一等奖，

单注奖金762.9余万元，其中湖南的彩民

中得5注，安徽及广西的彩民各中1注。

我省中奖地址是位于宿州市东仙桥市场

福彩第34120054号站点，该站点一彩民

以1张10元5注的单式票，中得1注一等

奖，获奖金762.9余万元。这是我省彩民

今年中得的第20注双色球一等奖。

本期我省彩民还中得 7 注二等奖，

单注奖金 19 余万元。分别是芜湖市

34031087 号站点（5 倍投 2 单）5 注、合

肥市34013012号站点（5单）1注及铜陵

市34110051号站点（胆拖）1注。

本期开奖号码的出球顺序是：01

08 18 20 16 07，蓝球14。

本 期 开 奖 之 后 大 奖 奖 池 仍 高 达

2.24 亿元，下期 2 元有望中出 1000 万，

请彩民继续关注。 唐钟义 陈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