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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14141期开出头奖5注794万分落五省

超12亿奖池连保三期

睡 美 人
短信代码：605

概率七星
短信代码：602

本期前期关注胆码开出13 16 19

12月 1日晚，大乐透14141期
开奖，全国中出5注794万多元的一
等奖，其中1注追加头奖，奖金高达
1270万多元。当期开奖过后，大乐
透奖池依然高达12.44亿元。

五省彩民瓜分5个头奖
大乐透 14141 期开奖号码为

“04、17、20、26、29+05、08”。前区
“3”字头号码连续7期占据位置之
后，这次终于出现断档；“2”字头号
码则开出3个成为大热；“17”属于
冷号，此前已经遗漏了 23 期，而

“20”则是连续第二期开出的重号；
除此之外，另外3个前区号码遗漏
期数都是在 5期之内。后区开出

“05、08”一奇一偶组合，“05”是遗
漏3期开出，而“08”则是此前后区
最冷的号码，遗漏了12期才亮相。

这组号码，最终催生了5注头
奖，单注奖金高达794万多元。其
中1注是追加命中，多得奖金476万
多元，追加头奖单注总奖金高达
1270万多元。这5注头奖分别落在
江苏、黑龙江、四川、浙江、海南等五
个省份，四川幸运儿捧得追加头奖。

五个头奖四个复式中出
数据显示，四川追加头奖落在

泸州50160体彩网点，中奖票是一
张“6+2”复式票，追加投注后投注金
额18元，单票揽得奖金1272万多

元。海南头奖出自琼海02442体彩
网点，中奖票是一张前区“4胆+31
拖”、后区“1胆+5拖”的胆拖投注
票，投注金额310元，单票中奖857
万多元。黑龙江头奖出自农垦
28401站点，中奖票是一张“8+2”复
式票，投注额112元，单票奖金797
万多元；浙江温州25053网点中奖
票，则是一张“6+3”复式票，投注额
36元，单票中奖822万多元。此次惟
一一张单式中奖票，出自江苏盐城
09511站点，该幸运儿花10元买了5
注号码，其中1注击中794万多元。

头奖已连续爆23期
据统计，截止14141期，大乐透

已连续23期开出头奖，这也是该玩
法开奖史上的一个新纪录。过去23
期当中，大乐透总计送出头奖 61
注，有47注单注奖金都在1000万
元或以上，占比高达77%，其中封顶
的1600万元巨奖就有多达8注。

虽然头奖不断，但是大乐透奖
池则依然高高耸立，在14141期开
奖过后，奖池金仍高达12.44亿元。
这是该玩法历史第二高奖池记录，
也是连续第三期维持在12亿元线
上。本周三晚，大乐透将迎来第
14142期开奖，提醒广大彩民不要
错过投注机会。

（王伟）

上期回顾：14141期大乐透开
奖号码为：04 17 20 26 29+
05 08；开奖号前区区间比为1：
2：2，奇偶比为2：3，和值为96，大
小比为3：2，号码无连号。从号码
总体走势来看，近期小号区走热，
连号将淡出，后区以大号为主。

本期分析：前区近10期区间
分布是21∶12∶17，中数区域出号
较弱。上期区间分布是1∶2 ∶2。
上期小数区域1—12出号1个，本
区域号码应注意防守；中数区域
13—23出号2个，后期将显现 淡

化格局；大数区域 24—35出号 2
个，本区域号码不可忽视。后区：
中大区号码可适当关注；本期以
大号为主。

奇偶分析：近10期奇偶比为
21∶29，奇数出号较弱。上期前区
为 2∶3，后区为 1∶1；本期偶数出
号 略强，关注前区2∶3。后区：近
期奇数出号略强，本期奇偶比关注
1∶1，防0∶2。

012路分析：上期前区为：0∶1
∶4；后区2路两枚。本期前区1∶2∶
2；后区0、2路各1枚。

连号分析：由于上期没有开出
连号，本期连号开出的可能性不
大，下期可重点关注散号。防后区
连 号开出。

和值：上期前区和值小幅下
降，本期和值仍有回调的空间，和
值应在46-139之间振荡，可关注
84点 位左右；后区5—23之间。

本期重点：前区胆：01、20、
32。后区胆：05、12。推荐号码：
01、02、04、12、20、21、27、28、30、
32+04、05、12。 （中体）

前区分析：上期尾0路奖号开
出 20、26、29。尾 1 路奖号开出
04、17。尾2路奖号开出无。本期
尾0热出，防同尾数3开出。尾数
和值点位开出26点，本期看好小幅
回落，关注范围20-25，重点1、6、9
尾。上期奇数开出17、29，偶数开

出 04、20、26，奇偶比 2：3，偶数
多。本期看好奇偶比 4：1开出。
和值上期开出96点位，与上上期相
比小幅回落，和值振幅为3，本期看
好中震，范围在15-22。和值范围
90-110附近。

后区分析：上期开出05、08，组

合为小大、奇偶、质合，本期看好小
数回补开出。和值上期开出13点，
本期关注13-16点附近。

本期推荐：前区胆码：13、16、
19；前区组合大底：05、06、10、13、
15、16、26、28、29、30、33、35；后
区：03、06、10、11。 （中体）

杀135头，236百，589十，578
尾。

范围：023468 头，145789 百，
012346十，012349尾。

单双定位：双单双单。值围：
10-24数5。

任 选 三 ：076 078 476
478 096 098 496 498

定 位 二 ：8 ×× 0、8 ×× 1、
8××2、8××3、4××0、4××1、
4××2、4××3、6××0、6××1、
6××2、6××3

三定组合： 04×24/13、04/
79×13、04/79/24×、×79/24/13

参考码：6721 6723 6741
6743 6921 6923 6941 6943

（预测海南4+1第14142期开奖）

本期头奖以8183落下三码为主
攻，稳坐8，二数合3、6，三数合8、6，
值数为8、9值。

头奖结构：二数相差1，二数非
差0，一单三双，一 大三小

千位：8、1、7；百位：1、7、8；十
位：9、1、7；个位：2、7、1

三字现：129、179、297、597、
127、183、188、631、070、674、

定位 2：81XX、83XX、X79X、
38XX、 27XX、 97XX、 49XX、
2XX1、94XX、67XX

定 位 3：818X、188X、881X、
X975、975X、278X、279X、945X、
946X、674x

参 考 码 ：8183、8184、8185、
8186，8187、8188、8189、8180、
8181、8182

4+1码：81836
七星彩：8183639

版 局 1598 期 十 位 数 8，与
1600期百位数6、个位数4，三码的
和是8，1601期奖中开2、6两数合
回8。1599期前两数2、5，与1600
期千位数6，三码和是3，1600期奖
中开6、7两数合回3。两招同步往
下推，前提基数分别是8、9、8、4、
5、1；3、3、9、8、7、7。

结论：本期两数合：1 7

版局 1603 期千位数 0，与
1604 期十位数 1，两码和是 1，
1605期奖中开1上奖。1603期个
位数1，与1604期千位数5，两码
和是6（对数1），1605期奖中开
1上奖。两招同步往下推，前提基
数分别是 1、8、 1、 5、 5； 6、
3、1、8、9。

结论：本期铁卒5 4

版局 1602 期百位数 1，与
1603 期后两数 9、1，三码和是
1，1605期奖中开1上奖。1602
期千位数3、十位数7，与1603期
十位数9，三码和是9，1605期奖
中开9上奖。两招同步往下推，前
提基数分别是 1、6、8、5、4；
9、8、8、5、8。

结论：本期铁卒4 8

个人观点：
AB两数合49；CD两数合49；三

数合50
两 字 定 ：18xx 81xx 36xx

63xx xx36 xx63 xx18 xx81

三 字 定 ：368x 36x8 638x
63x8 3x18 x318 3x81 x381

三字现：136 138 863 861
四 字 定 ：1836 8136 1863

8163 3618 3681 6381 6318

稳坐：04 配 59
千位：4927，百位：2749，十位：

0527，个位：6127
三定现：044、049、014、147、

145、046、456、024、124、029
定位：47XX、X40X、X45X、

44XX、 X90X、 47XX、 X40X、
X45X、44XX、X90X

定位三：440X、940X、X401、
X451、4X01、47X1、X406、X456、
420X、42X1

直 码 ：4401、2421、0471、
0771、4201、4406、4456、9406、
0401、04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