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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宝版局
短信代码：621

妙手点金 总结：1674期两数合：3 7铁卒：3 8有码：2 7

版局1657期前两数2、5，个位
数8，三码的和是5，1658期奖中开
5、0两数合回5。1655期十位数2，
与1657期千位数2、十位数6，三码
和是0，1658期奖中开0、0两数合
回0。两招同步往下推，前提基数
分别是5、8、0、0、3；0、0、9、0、7。

结论：本期两数合：3 7

版局1656期中间两数4、6，
与1657期百位数5，三码和是5，
1658期奖中开5上奖。1656期千
位数6、十位数6，与1657期十位
数6，三码和是8，1658期奖中开8
上奖。两招同步往下推，前提基数
分别是5、5、7、3、3；8、7、6、3、7。

结论：本期铁卒3 7

版局1656期7尾，与1657期
千位数2、十位数6，三码和是5，
1658 期 奖 中 开 5 上 奖 。
1656.1657期个位数7、8两码和是
5（对数 0），1658 期奖中开 0 上
奖。两招同步往下推，前提基数分
别是5、5、5、3、3；5、0、5、9、7。

结论：本期铁卒3 2

CD=0（5）BCD=1（6）AB+4（9）=CDAB=6（1）

超级大乐透15041期攻略： 追捧小数重码
1、4 月 11 日晚，超级大乐透

2015040期开奖号码为02、09、10、
23、35+09、12，当期头奖开出1注
1000 万，二等奖开出 46 注 14.6
万。本期开奖过后，大乐透奖池上
扬至13.38亿，亿元巨奖井喷在即！

2、在历史8次大乐透041期开
奖中，前区龙头主要集中在01-05
之间，其中03和05均开出过2次；
凤尾分布相当分散，最多的只有34
开出过2次。

3、在历史8次大乐透041期开
奖中，01-05、13-17和20-23这几
个区域奖号开出较多，而最冷的30-

35区域仅开出过3枚奖号，当前19-
35之间在近2期内仅开出1枚奖号。

4、在历史8次大乐透041期开奖
中，连号共开出7组之多，仅有2期未
开出，其中13-23区域最多有4组，整
体依然是小尾数连号开势较强。

5、在历史8次大乐透041期开
奖中，小尾数235最热，而大尾数奖
号开势相当之冷，0、6和9尾数均已
完全遗漏4期，7和8尾数在近4期
内仅开出1枚奖号。

6、在历史8次大乐透041期开
奖中，后区小大组合开出最多的7
次，最热的05和10均开出3次，只

有07、09和11从未现身。
7、大乐透按前区五区间分类，

四区（22-28）出号最为稳定，目前
已连续开出9期；二区（08-14）最
冷，10期内仅开出过6枚奖号；三区
（15-21）延续性较强，12期内仅有2
次断区；一区（01-07）在连续4期断
区后正逐步回补。

8、纵观近100期大乐透走势，前
区最热的22开出过23次，18开出过
20次，03和26也开出19次，而最冷
的27只开出7次；后区最热的10开
出过23次，07开出过22次，05开出
过21次，最冷的02开出11次。

9、纵观大乐透近期前区走势，
01-05区域依旧维持冷势；11-16
区域在 10 期内仅开出 5枚奖号；
21-30区域出号最为稳定，近10期
内从未出现过遗漏。

10、近13期大乐透前区重码共
开出6枚，全部是间隔交替开出，未
来回补空间较大，本期重点关注小
数重码，防两枚。

11、大乐透斜码形态于上期回
补，近10期内仅有2次斜码出现遗
漏，本期开出几率相当之大，可适当
关注02和23两枚奖号周围的斜码
形态。 （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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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15041期分析预测：前区胆21 28 33

个人观点：AB两数合16 CD
两数合05；三数合16。

两字定； 15xx 88xx 83xx
51xx xx82 xx19 xx55 xx28

三 字 定 ： 831x 83x9 152x

15x2 158x 15x8 512x 51x2
三 字 现 ： 125 128 852

851 328 189
四 字 定 ： 8319 1528 1582

5128 5182 8355 8819 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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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注，
单注奖金5000000元；二等奖中4注，单
注奖金88500元；三等奖中146注，单注
奖金1800元。

本省中奖情况：
一等奖中1注，二等奖中0注，三等

奖中3注。 奖池为：14785606元

“排列3、排列5”15095期开奖结果

3D：237 5D：23788

体彩7星彩15041期开奖结果

号码：4742078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海南“4+1”15041期开奖结果

号码：4742+0

一区：本期该区关注 1码开
出，重点留意奇数码，推荐号码
04、07、12

二区：本期留意该区 2码补
位，重点参考20路码开出。推荐
14、15、18、20、21、24

三区：本期留意该区 2码开
出，重点关注10路码。推荐号码
26、27、28、30、33

后区分析：

上期开出号码一奇一偶，双
大，00路号码组合，近30期大小出
号比31：29，大小码出号均势，近
30期全小组合开出8期，全大组合
开出9期，本期注意一小一大组合
开出，防双小组合；近30期奇偶比
37：23，奇数出号强势，全奇组合
开出10次，全偶组合开出3次，本
期注意一奇一偶组合开出，防双偶
组合。推荐奇偶比值1：1。推荐

四码：04、05、07、10，单挑05、10，
独胆05

前区大底：04、07、12、14、15、
18、20、21、24、26、27、28、30、33

精选一注：07、15、21、28、33
前区胆码：21、28、33
后区四码：04、05、07、10
后式三码：04、05、10
后区两码：05、10
后区独胆：05 （火烈鸟）

杀 378 头,239 百,579 十,
579尾。

范 围:012456 头,014567
百,012468十，012468尾。

单双定位：双双单双。
值围：10-24。死数。
任 选 三:016 036 216

236 018 038 218 238
定位 2:14××、24××、

44 ×× 、54 ×× 、64 ×× 、
16 ×× 、26 ×× 、46 ×× 、
56××、66××

三定组合:24×0、26×0、
64×0、66×0、26/46×02、26×
13/02

参 考 码 ：2410、 2610
6410、 6610、 2430、 2630
6430、6630

2015年4月13日 星期一 责编/叶海声 组版/李芬

数字武道
短信代码：690

（1）本期头奖以3812为主攻，
稳坐8 数合5、8，三数合3、9，值数
为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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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0位：9、7；8
位：0、1,2、；个位：3、4、2

（4）三字现：382、260,272,
603、230、380、263、492、162、
052

（5）定 位 2：3XX2、2XX2、
1XX2、0XX2、9XX2、 8XX2、
6X9X、2XX1、6Xx2、4XX2

（6）定 位 3：38X2、27X2、
16X2、 05X2、 50X2、 49X2、
83X2、975X、61X2、x975

（7）参 考 码:3802、3812、
3822、3832、3842 3852、3862、
3872、3882、3892

(8)4+1码:38020
(9)七星彩:3802009

七星彩15041期于昨晚开奖，
开出中奖号码：4742078。

海南省彩民好运连连，捷报频
传，继福彩彩民4月份上旬接连中
得双色球一等奖之1千万和713万
之后，体彩彩民又幸运地揽获本期
七星彩全国唯一1注500万元一等

奖。
七星彩15041期开奖后，很快

从省体彩中心传来喜讯，海南省海
口市彩民幸运中得1注500万元一
等奖，这也是本期全国唯一的1注
500元大奖。

据省体彩中心机房统计结果显

示，这注500万元大奖中奖彩票，
是由海口市琼山府城琼州大道106
号世武食品店01116的体彩投注站
售出的，中奖彩票是一张10元5注
的单式票，售出时间为4月11日
13:44:05。

记者从省体彩中心获悉，这是

我省今年中得的第1注七星彩500
万元大奖。

对于海口琼山府城琼州大道
500万大奖得主的相关情况，本报
将详细了解。请关注本报的相关后
续报道。

（南国都市报记者叶海声）

又中奖啦！
海口彩民10元购七星彩
揽获500万元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