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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七星
短信代码：602

移动拨：12590389621
联通拨：101571559621
电信拨：1183283559621

小宝版局
短信代码：621

妙手点金 总结：1638期两数合；45铁卒 1 8有码：3 4

版局1616期十位数8，与1617
期千位数3、十位数5，三码的和是6，
1618期奖中开4、2两数合回6。1615
期中间两数2、9，与1617期百位数2，
三码和是3，1618期奖中开2、1两数
合回3。两招同步往下推，前提基数
分别是6、8、6、0、8、4；3、3、4、2、3、5。

结论：本期两数合：4 5

版局1615期百位数2，与1616
期中间两数2、8，三码和是2，1618
期奖中开2奖。1615期个位数0，
与 1616期 8头 3尾，三码和是1，
1618期奖中开1奖。两招同步往
下推，前提基数分别是2、3、5、5、5、
8；1、0、4、9、5、1。

结论：本期铁卒8 1

版局1620期百位数8、个位数
1，与1621期千位数9，三码和是8，
1622期奖中开8上奖。1621期前
两数 9、2，个位数 9，三码和是 0，
1622期奖中开0上奖。两招同步
往下推，前提基数分别是8、5、9、6、
3；0、5、1、1、4。

结论：3 4

CD=4（9）ABC=5（0）D+4（9）=ACAB=9（4）

超级大乐透
15005期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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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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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讲码师预测信息若未见
报，仍可通过短信代码正常查询其最
新预测信息。短信平台实时更新，给
您不一样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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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15005期分析预测：前区胆：19、27、32

前区奇偶2-3 后区荐热码04

个 人 观 点 ：AB 两 数 合 49
CD两数合49；三数合50。

两 字 定 ； 18xx 81xx
xx63 xx36 1x6x 6x1x
1xx3 6xx3

三字定；1x63 6x13 1x68
6x18 186x 18x3 x863 x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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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3 3618 3681 6318 6381

从号码总体走势来看，近期大
号区走热，防连号和同尾出号，后区
以大号为主。

本期分析：
小中大结构分析：前区：近10期

区间分布是15∶14∶21，大数区域出
号较强。上期区间分布是2∶2∶1。上
期小数 区域1—12出号2个，后期
将呈现弱化趋势；中数区域13—23
出号2个，本区域号码应注意防守；大
数区域24—35出 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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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7，偶数出号较强。上期前区为1∶4，
后区为1∶1；本期偶数出号偏弱，关注
前 区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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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后区0、2路各1枚。本期前区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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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下期
可重点关注散号。防后区连号开出。

和值：上期前区和值大幅下降，
本期和值有上升的趋势，和值应在
46-139之间振荡，可关注107点位
左右；后区3 —21之间。

本期重点：前区胆：19、27、32。
后区胆：05、06
推荐号码：05、13、17、18、19、

24、27、29、30、32 + 05、06、
10。 （左木）

数字武道
短信代码：690

（1）本期头奖以1792落下三码
为主攻，稳坐9，二数合3、6，三数合
8、6，值数为8、9值。

（2）头奖结构：二数相差1，二数
非差0，一单三双，一 大三小

（3）千位：9、2、7；百位：2、7、9；
十位：9、1、7；个位：2、7、1

（4）三字现：129、179、297、597、
127、672、281、631、070、674、

（5）定 位 2：27XX、72XX、
X79X、 92XX、 29XX、 97XX、
79XX、2XX1、94XX、67XX

（6）定位3：279X、278X、297X、
X975、975X、729X、792X、927X、
972X、674x

（7）参考码:、2796、2797、2798、
2799,2795、 2794、 2793、 2792、
2791、2790

(8)4+1码:27977
(9)七星彩:2797703

1 月 10 日晚体彩超级大乐透
15004 期开出奖号为 03 12 14
18 28+05 06。回顾当期开奖，
前区5个号码无孤码出现，且开出重
码、隔码各两枚，斜三连码也有两
枚。区间比为2:2:1，一二区回补2
枚，三区下滑至一枚开出。大小比
为2:3，奇偶比1:4，偶数再度强势。
后区开出05 06连码一组，这也是
此组连码时隔29期后再度开出。

一区防孤号龙头望回升
上期开出区间比2:2:1，这是此

组比例时隔3期后再度出现。一区

在经历两期仅开出一枚奖号后，上
期开出隔码03和重码12两枚，龙头
再度回落至03，本期看好其小幅上
升，且03至12之间空白处有望热出
1到2枚，特别是遗漏31期的06极
有可能回补；二区近期多开出两枚
奖号，本期延续这一走势，开出隔码
14和斜三连码18两枚，照此趋势，
斜码13本期极有可能开出；三区近
期走势较为明朗，上期开出重码28
一枚，凤尾下挫，有望回升，本期三
区比推荐2:1:2。

关注奇小冷主防大偶数

上期小数回补，大小比开出热比
2:3，当前小数冷码较多，06 07
10 11 15 16均遗漏10期及以
上，按近期重隔码热出的走势，10
11 15等小数均有可能回补。本期
大小比继续看好小数强势，推荐比仍
然是2:3。奇偶方面，偶数连续3期
强开，上期更是热开4枚，奇数仅保留
龙头03一枚，且从出号走势来看，偶
数在大区占尽优势，所以本期主防大
偶数开出，奇偶比推荐2:3。

跨度振幅大号码两头拉
后区在上期开出连号05 06一

组，这是后区时隔2期再度开出连
号，更是05 06组合时隔29期后再
度现身，05在近10期走势明显，前5
期出现4次，本次回补后不看好近期
再出现。后区跨度由003期的最大
值11，降至上期的最小值1，号码走
势振幅大。所以本期跨度防止再度
拉大，看好跨度 6左右，冷码推荐
11，热码推荐04。

精选复式：06、11、13、15、18、
28、33+01、04、11

单挑一注：06、11、13、28、32+
04、11 （新体）

杀125头,014百,024十,
167尾。

范围: 034678 头,235678
百,356789十，023489尾。

单双定位：双双单双。值
围：11-25。死数5。

任选三: 076 078 096 098
276 278 236 238 645 647 649

定位 2: 6××0、6××1、
6××2、6××4、6××8、8××
0、8××1、8××2 8××4、
8××8

三定组合: 06×0、68×0、
26×2、68×2、06×8、68×8、
82×0、28×0、80×2、06×2
80×4 08×4

参考码：6830 6672 6832
6638 6838 8290 8670 8632
8692 8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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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中奖情况：
一等奖中0注，单注奖金0万元；

二等奖中9注，单注奖金41573元；三等
奖中181注，单注奖金1800元。

本省中奖情况：
三等奖中10注。
奖池为：8367461元

“排列3、排列5”15011期开奖结果

3D：318 5D：31826

体彩7星彩15005期开奖结果

号码：1548555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海南“4+1”15005期开奖结果

号码：1548+5

1月 3日，大乐透迎来2015年
首期开奖。湖北省省黄冈33001销
售点捧得新年首注大乐透620万大
奖，喜迎开门红。4日，中奖者黄先生
（化姓）在儿子的陪同下，现身省体
彩中心兑取了奖金。

黄先生自称已70岁了，可看
上去精神矍铄显得很年轻。在兑奖
现场，他口口声声地说“要感谢
党，感谢人民”。他说，自己是个
老党员，平时生活俭朴，没有别的
爱好，就爱买买彩票。而体彩店的

老板待人客气，对工作也很认真，
每天去彩票店坐一坐，聊聊天，中
奖了高兴，没中奖就当献爱心，感
觉日子过得很有趣。

黄先生对大乐透情有独钟，
“这个玩法特别好中奖，开始是机
选，后来是自选，现在在业主的推荐
下，我喜欢玩复式或胆拖，这样投注
中小奖的机会很多。而至于中大奖，
自己压根没想过，竟然中了。”他每
期投注几十元左右，一直以来只中
过小奖，但中奖次数却不少。

新年第一期大乐透，黄先生以
一张30元的前区3胆6拖票，中得
一等奖1注、三等奖8注、四等奖6
注，中奖622万元。谈及中奖心得，
他直言，“选号凭感觉，中奖靠运气。
选号前喜欢看看彩票类的报纸，分
析一下走势，主要是凭感觉、碰运
气，权当一种娱乐、一种游戏。把自
己信得足的号定为胆码，再把可能
会出现的号选为拖码。这样一共包
含了9个号码，投注才30元钱，感觉
性价比很高。”

当天晚上看电视就知道自己中
大奖了，黄先生说，终于体会到那种
心差点跳出来的感觉。“我们这种小
地方，中个大奖很容易被人发现，所
以我特意跟儿子商量了一下怎么领
奖的事，觉得还是早点落袋为安比
较好。所以新年上班第一天，我们就
来了。”

临走时，黄先生又反复地说：
“要感谢体彩大乐透为自己带来好
运。今后还会继续买彩票，支持国家
公益事业。” （湖体）

70岁老党员买中622万大奖
称心脏差点跳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