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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驿站
短信代码：625

峰回路转 短信代码：629
移动拨：12590389629
联通拨：101571559629
电信拨：1183283559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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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公彩打击私彩

概率红蓝杀

福彩3D第14297期开奖结果

本栏目所公布的开奖结果仅供参
考，不做为兑奖之依据，兑奖请以彩票
官方机构公布的号码为准。

号码：1 6 1

中国福利彩票
最新开奖

麒麟大师 短信代码：617
移动拨：12590389617
联通拨：101571559617
电信拨：1183283559617

彩海蛟龙 短信代码：690
移动拨：12590389100
联通拨：101571559100
电信拨：1183283559100

码开富贵
短信代码：624

十万八万
短信代码：696

蓝球尾数
走中间

双色球 实战宝典 第14127期综合分析

“当我晓得我中奖的时候，
腿都软了，不停在打‘颤颤’。”
小薇透露，她是在开奖后的第二
天得知自己中奖的。当天傍晚7
点，小薇一如往常去买下一期的
彩票，投注站醒目的横幅上写着

“本站中出大乐透 978 万”，“那
么大个奖啊，真让人羡慕！”她
心里想着，径直走进店里看开奖
号码。

当看完开奖号码后，小薇

“吓傻了”，因为开奖号码对她而
言再熟悉不过了。几个月前，她
用家人的生日号码拼凑了一组数
字去买彩票，而这注大奖号码竟
如此相似。她回忆说：“完全不敢
相信这是真的，来来回回看了好
几遍号码，一个一个的核对，后
来发现真的一模一样。”

突然，她看着自己彩票上的
购买日期慌了神，彩票上的购买
日期是9月29日，距离10月20日

当期大乐透开奖已经过去了大半
个月，到底是不是空欢喜一场
呢？票面显示，小薇手中的彩票
是一张连续10期投入的多期票，
彩票仅有一注号码，共花费 20
元。小薇细数着开奖期数，“好
险，恰好在最后一期中出！”

小薇对彩票“过期”的担心
终于烟消云散。值得一提的是，

“多期投入”特别适合那些长期守
号又没有时间的彩民，小薇就是

经销售员介绍，考虑到自己平时
上班不一定都有时间，她就用了
这个便利的投注方法。

对于超级大奖，总有一些人
持怀疑态度，作为大奖得主的小
薇回应道：“以前我也不相信大奖
是真的，直到现在自己中了，才
相信了。”数据显示，该大奖也是
四川体彩的第372注500万及以上
大奖。

（华西都市报）

女孩中978万大奖腿都软了

重点推荐三定位64组：
千位3578，百位2578
个位2345，
稳坐83，铁卒27
（1）包重点范围中奖：
千位3578，百位2578
十位1234，个位2345。
（2）包头奖范围中奖：
千位345678，百位234578

十位123489，个位023458
（3）包排除三码中奖：
绝杀120千位，绝杀690百

位，绝杀675十位，绝杀167个
位。

（4）三字现：
273，278，283，873
275，385，274，438
（5）二字定位：

3×1×，3×2×，3×3×
3×4×，8×1×，8×2×
8×3×，8×4×，5×1×
5×2×，5×3×，5×4×
7×1×，7×2×，7×3×
（6）三字定位：
72×2，75×3，37×4
78×5，72×2，35×3
87×4，68×5

根据近期规律特点，推出铁率：
25防70，9、4值

A+B+C=4/9、B+C+D=7/2
A+B+D=1/6、A+C+D=5/0
A+B=6/1、C+D=3/8、A+D=7/

2；B+C=2/7、A+C=0/5、B+D=9/4
A=239、B=437、C=276、D=

163
三字现：
248、485、245、378、348
018、013、247、137、458
定位2：
2XX5、XX85、24XX、8XX0、

3XX3、 2XX9、 2XX0、 1XX5、
5XX1、XX79

定位3：
248X、X485、24X5、387X、

843X、810X、310X、247X、137X、
X485

参考码：
2485、2375、2875、3875、8430、

8108、3103、2479、2470、1375
4+1码：2485+3
七星彩：2485319

本期前四位以05配478，两
数合4、9，三数合3、8，对数考虑
38或49，提防双重33、44或55，
注意0138取两数以上。

铁卒04
三字现：247、048、145

380、348、580

定位二：
4×7×、4×8×、4×9×
5×7×、5×8×、5×9×
6×7×、6×8×
定位三：
427×、438×、429×、547×
538×、529×、647×、638×

前四位：
4270、4381、4290、5471
5380、5291、6472、6382

“4+1”码：
42706、43816、42906
七星彩：4270618
4381618、4290618

二数合49.16配38。三同上：后
两合19

三字现：
123、128、763、768
124、129、764、764
二定：
xx16/38、xx38/38、49xx38
49/72xx、x27/16x、49x16x
49x27x、x27x38
三定位：
x27/16/38、49/72/16x
49x16/38、49/X72/16
范围直码：49/27/16/38。

金码：［8］，银码：［0］
三字现：
807，802，804，809
857，852，854，859
二字定：
x80x，x85x，x30x

x35x，xx02，xx07
xx52，xx57
直码范围：
千492738，百386127
拾053827，个274938
包码范围：

千位492738，个位274938
参考码
4802642，9357197
绝杀码：
千位：16，百位：49
拾位：16，个位：05

铁28，配16、30
三字现：
448，128，628，328
028，213，210，263
二字定xx38/27，xx38/05
27/16xx，38x16x
49/38xx，27x38x，
头尾范围：30248头
02348尾。中肚有数3849，
四字直码：
千30248，百15678
十12468，个02438，
如想获取主攻三字现，头尾定

位可拨短信代码，

14127期双色球预测：：
1、最新期的余0路奖号看好

近五期奖号落球1-2枚；除3余1
路奖号在126期开出22 16，0字
头及3字头奖号均未现身，未来一
期可继续关注1字头号码的多开；
除3余2路奖号在上期开出两枚奇
数，分别为11-17，重码及隔码
及开出一枚，未来一期主看遗漏
值在 1-2区间的数值开出一枚，
大遗漏值的数值开出一枚。

2、124及 125期和值均落位
于121-130区间，126期大幅下
滑至99点位，首尾号和值则在上
期回落至31-35热态区间，未来
一期的和值可参考在101-120区
间落球。

3、连续两期复码中比值开出
1：1：4形态，目前隔码已经连续
9期无空开现象，未来一期隔码会
继续保持目前的出号形式；复码
在近四期表现为2-2-1-1，未来

一期仍看好复码的多开。
从蓝球尾数来看，近期开出

较多的是中数值，大数值目前小
遗漏5期，蓝球尾数振幅则连续三
期开出质数，127期的蓝球尾数值
可继续关注中数值。

杀三码蓝球：11，12，15
定红胆3码：11，15，22
10 + 3 围红蓝球预测：07，

10，11，13，15，17，20，22，
25，27，29 + 05，14，16

一、蓝球主攻双球 02、 04、
08、14。杀单球13、15。

二、红球概率分析：主攻一单
五双，和值较大（100-130），区间
分布1：2：3。

1、 小 区 02、 04、 05、 06、
09、11取1个。

2、 中 区 13、 15、 16、 18、
20、22取2个。

3、 大 区 24、 25、 26、 28、
30、31、33取3个。

4、小区杀01，中区杀21，大
区杀32。

三、1、单式投注：04、16、
18、24、26、31+02

06、18、20、26、28、31+04
2、复式投注：
15+3复式推荐：04、05、06、

09、 15、 16、 18、 20、 24、 25、
26、28、30、31、33+02、08、14

8+2复式推荐：04、06、16、
18、26、28、30、31+04、08

10月12日晚，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游戏进行第2014118期开
奖。当期双色球头奖开15注，单
注奖金为642多万元；其中河南焦
作市一位彩民在当地位于工业路十
六中东邻的福彩第41080085号投
注站凭借4元单式投注票中得头等
奖一注。近日，这位幸运的彩民张
先生（化名）与家人一起来到省福

彩中心领取了这注大奖。
张先生是位近来刚刚返回家乡

焦作的生意人，在南方的闯荡岁月
中，他独自一人在外打拼，为了排
遣时间，张先生在生意空暇时养成
了投注彩票的习惯，张先生在投注
中使用了一种守号的办法——他将
自己与家人的生日号码挑选出来备
用，每次投注则随机从其中抽取号

码组成投注号码。
10月12日傍晚，张先生在与

朋友一起商量怎么开展生意业务后
在回家途中路过福彩41080085号
投注站，想起自己上期购买了一注
7+1双色球彩票，而本期还没有投
注，于是他就走进投注站将那注7+
1投注彩票分拆成两注单式票进行投
注。在等到晚间双色球开过奖后，

他惊喜的发现自己投注的那张彩票
中第二注中得当期双色球头奖。

“分开投注依然能中大奖，证
明我最近运气好，福气临门啊！要
是没中可不后悔死。”领完奖后，
张先生庆幸的说。领完奖后，他准
备“乘热打铁”，借着刚中福彩的
东风，在焦作把自己的生意做得红
红火火。 （河南福彩）

男子守生日号中奖642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