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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沙皇
短信代码：101

灯火阑珊 短信代码：615
移动拨：12590389615
联通拨：116322889615
电信拨：118328355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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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列3、排列5”16025期开奖结果

3D：500 5D：50054

超级大乐透16011期开奖结果

02、08、10、15、23+05、10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小李飞刀
短信代码：600

A=1（6）

激情岁月

短信代码：628

十万八万 短信代码：696
移动拨：12590389696
联通拨：116322889696
电信拨：1183283559696

分析师预测信息查询方法
海南移动手机拨打12590389+大师代码
海南联通手机拨打101571557+大师代码
海南电信手机拨打1183283559+大师代码
用户只要用手机拨打以上号码+分析师代码，系统就

会自动向您的手机发送短信，轻松获得对应大师最新的预

测信息，助您中奖一臂之力。

例如：用户想查询《财神到》的最新预测信息，可用手机拨

打：

12590389+601（移动）
101571557+601（联通）
1183283559+601（电信）

短讯平台对应分析师代码表

注：以上讲码师预测信息若未见报，彩民朋友仍可通过对应短信代码正常查询各位
讲码师最新预测信息。短信平台实时更新，开奖日中午12点后更有各位讲码的最新分
析结果，给您不一样的惊喜！

查询费
1元/次

小李飞刀 600
财 神 到 601
概率七星 602
琼岛浪花 603
实现梦想 604
睡 美 人 605
开心彩票 606
彩市精华 607
算码英豪 608

玩转七彩 609
巧采信息 610
彩市主播 611
海南网通 612
新五指山 613
码风海韵 614
灯火阑珊 615
南国宝码 616
麒麟大师 617

统 计 员 618
特选版局 619
温柔三刀 620
小宝版局 621
大 家 乐 622
直码追击 623
码开富贵 624
凤凰驿站 625
神彩飞扬 626

京海情报 627
激情岁月 628
峰回路转 629
数字武道 69090
尾 王 69393
十万八万十万八万 696696
彩海蛟龙彩海蛟龙 100100
体彩沙皇体彩沙皇 101101
彩票传奇彩票传奇 102102

神彩飞扬神彩飞扬神彩飞扬神彩飞扬

短信代码：626

京海情报京海情报京海情报京海情报

短信代码：627

尾尾尾尾 王王王王

短信代码：693

十万八万

短信代码：696

实现梦想
短信代码：604

在刚刚过去的前两期体彩海南
“4+1”开奖游戏中，开出三兄弟连
号与双重对数等高难度号码组合，
难住了无数彩迷，对南国都市报彩
票栏目的大师来说，也有相当大的
阻力，许多大师因此没有取得好成
绩，但《算码英豪》却一枝独秀，
给彩民朋友奉献了一组精彩的“定
位3”宝码，助彩民朋友赢取了当
期大奖。

首先回顾 1月 22日晚开奖的
16010期体彩海南“4+1”开奖，
当期开出大奖号码“8687+2”（当
期七星彩开奖号码为：8687229），
罕 见 的 三 兄 弟 连 号 “678” 加

“88”双重组合，一下子难住了不
少彩迷，也让南国彩票栏目的大师
们措手不及，大师们的成绩与往日

比普遍偏低，在报纸栏目中，仅有
《码风海韵》一人中出一组二定码
“8XX7”；而在短讯平台上，仅有
《彩 市 精 华》 猜 中 一 组 二 定
“XX87”、《体彩沙皇》猜中一组二
定“8XX7”。虽然《体彩沙皇》经
过一番努力推算，算出一组四字一
直码“8768”，这组号码全部进入
当期大奖号码“8687”的范围，却
因排颠倒而憾失当期大奖。

再回顾一下1月24日晚开奖的
16011 期体彩海南“4+1”开奖，
当期开出大奖号码“2383+1”（当
期七星彩开奖号码为：2383162），
开出兄弟连号“23”及“33”双重
与其对数“38”组合，这种组合号
码极其少见，难度也相当大，难住
了不少彩迷与南国都市报彩票栏目

的大师，以致此期猜中定位码的不
多，不过却中出了一组精彩的“定
位3”宝码。首先在报纸栏目中，
先是 《琼岛浪花》 推出一组二定

“2X8X”，然后《算码英豪》不仅
猜中了一组二定码“2X8X”，并且
在此基础上推出一组精彩“定位
3”宝码“2X83”，亮瞎了不少彩
民朋友的双眼。

而在短讯平台上，《算码英
豪》还中出一组二定“23XX”，让
彩民朋友敬佩不已。同时，《彩市
精华》也中出一组二定“23XX”；
《彩市主播》 也以复式组合码
“32XX73” 圈 中 了 一 组 准 二 定
“2XX3”，让彩民朋友对其刮目相
看。

从16011期开奖猜码游戏中可

以看出，南国彩票栏目大师非常给
力，仅隔两期又再次给彩民朋友奉
献了精彩“定位3”宝码，助力彩
民朋友赢取大奖过春节。也再次证
明，南国彩票猜码游戏的奉献不愧

“二定期期有，三定常常见”的称
号。回逆近期的开奖猜码游戏可以
发现，大师的确是奉献了不少“定
位3”宝码，如《小宝版局》、《灯
火阑珊》、《概率七彩》、《京海情
报》、《神彩飞扬》、《开心彩票》、
《码开富贵》、《尾王》、《彩海蛟
龙》、《算码英豪》等，都先后作出
了奉献，以致彩民朋友无不盛赞：

“精彩好码尽在南国彩票栏目，关
注南国彩票短讯平台，好运自然
来！”

（南国都市报记者 侯忠材）

算码英豪算准“定位3”宝码
《体彩沙皇》颠倒四字直码憾失当期大奖

铁卒49，配16，
二定位：1XX9，1XX4
6X9X，6X4X，1X9X
1X4X，6XX9，6XX4
三字现
190，195，690，695
140，145，640，645
范围码：千4961，百1638

拾4927，个2705
七星彩，6240732，1795287

稳坐86，防31，二数合456；三
数合124；

A- B=16； A- C=94； A- D=
27；B-C=83；B-D=16；C-D=38

三字现：879、867、850
843、831、124

定位二：
3XX1、3XX8、3XX5、3XX2
3XX9、8XX6、8XX3、8XX0
8XX7、8XX4
定位三：
32X1、31X8、30X5、39X2
38X9、87X6、86X3、85X0
84X7、83X4
定位四：
3241、3128、3005、3982
3869、8796、8673、8550
8437、8314

铁率：82，87，32，37。
三字现：
248，243，748，743，
293，793，298，328。
二定位：
38X38X、38/49XX
X49X27、X27X49
XX38/27、83XX27
三定位：
38/49/38X，38/05/38X
38X38/27，38/49X27
38/27X49，X94/27/38

判死0头，判死9尾。
主攻单头，头尾合单，中肚合

单，值围：9-21。
头尾数2479，中肚数0124，不

同行58、68、79。
二数合 6、8，三数合 0、1，铁

卒：24，死数9。
任选三：710、714、720、724、

734、730、510、514、520、524
定 位 2：1 ×× 3、1 ×× 4、

1××6、1××7、1××8、5××4、
5××6、5××7、5××8、6××3、

6××4、6××6、6××7
三定组合： 1×53、1×54、

1×56、1×57、1×58、5×74、5×
76、5×37、13/04×46

参考码：1453、1454、1456、
1457、1458、5074、5476、5437

铁卒05配49同上！
二数组合定位：
XX05/49、XX49/05
X27X49、x49X27
X27/05X、X05/27X
三数组合同上：
254.259.754.759.204
704.709.854.859.354
三码定位；
X27/05/49、X05/27/49
X49/05/27、05/27X49
38/05/27X、38X05/49

根据近期规律特点，推出铁
率：19防64，2、7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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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B+C=7/2、A+C=3/8、B+D=
9/4；A=168、B=205、C=027、D=
049

三字现：
102、190、188、176、164、

657、645、638、621、619、
定位2：
10XX、19XX、18XX、17XX、

16XX、 65XX、 64XX、 63XX、
62XX、61XX、

定位3：

102X、190X、188X、176X、
164X、657X、645X、633X、621X、
619X、

参考码：
1029、1906、1883、1760、

1647、6574、6451、6338、6215
4+1码：1029+2
七星彩：1029265

海南网通 短信代码：604
移动拨：12590389604
联通拨：116322889604
电信拨：1183283559604

1仠位范围：03864
三字现：
124、125、245、128、346
369、148、189、514、418
两定位：
24xx，42xx、x21x、x41x
xx18、x4x5、x61x、xx63
xx18、xx81、xx84、0x8x
三字定：
048x、x073、098x、x481
x618、x981、x436、0x81
直码：4618、8410，2415
2418、4218、0618、6073

铁卒8
头：1489 尾：1578
百：1489 十：1789
二数合：05、27 三数合：16、49
任选三：
178、478、789
179、189、678
二定位：
9××7、8××7、×8×7
××87、×1×7、×18×
三定位：
98×7、9×87、×987
×187、1×87、91×7
七彩参考码：
9187348、1987348

没有05不成奖，二数合27
二定：6x7x，6x2x
xx20，xx25，xx70
xx75，1x7x，1x2x，
三字现：
201，206，251，256
751，756，701，706

本期以3712为基数，289至少
上一码，杀495头，稳坐2，二数合
019；三数合467；四数合048

三字现：374、362、350

348、336、289
定位2：3XX6、3XX3、3XX0、

3XX7、 3XX4、 8XX1、 8XX8、
8XX5、8XX2、8XX9

定位 3：37X6、36X3、35X0、
34X7、33X4、82X1、81X8、80X5

定 位 4：3746、3623、3500、
3487、3364、8291、8178、8055

铁卒49配2705同上！
二数组合定位；
XX05/49。XX49/05
X27X49、X49X27
X27/05X。X05/27X。
三数组合同上；
804.809.854.859.304
254.259.204.209.704
三码定位；
05/27X49、05/49X27
X27/05/49、X05/27/49
X49/05/27、38X05/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