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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头奖连续空两期

手机购体彩
随时随地中大奖

广西一人斩获 20 注二等奖
3 月 18 日，体彩大乐透第 17030 期全
国头奖空开，二等奖开出 83 注，追加后奖
金为 16.74 万元。开奖结束后，奖池滚存
35.90 亿元。

冷号方面，截至目前，前区的 31、11
已分别有 26 期、23 期没有开出。此外，前
后区没有超过 20 期没有露面的号码。

广西一彩友斩获 20 注二等奖

前区大号“扎堆”开出

小宝版局
短信代码：621

A=8（3）

算码英豪

AB 两数合 50、CD 两数合 50、BD 两数合 38
两 字 定 ：xx91、82xx、8xx6、xx46、87xx、
3xx1、32xx、xx96、xx41、37xx
三 字 定 ：x791、829x、879x、874x、87x6、

移动拨：
12590389608
联通拨：
116322889608
电信拨：
1183283559608

6X6X、1X9X、1X7X、1X5X、1X3X
定 位 3：6X47、6X24、6X01、6X88、
6X65、1X92、1X79、1X56、1X33、1X10
直码：6747、6624、6501、6488、6365、
1292、1179、1056、1933、1810
海南 4+1：
10564

短信代码：612

本期以 12675 为基数，杀 196 头，稳坐
2，
二数合 379；三数合 904；四数合 062
三字现：
230、280、216、204、291、467
定位 2：7XX8、7XX5、7XX2、7XX9、
7XX6、2XX3、2XX0、2XX7、2XX4

B=7（2）

注：绑定的银行卡须为本人开户
之海南省内储蓄卡。完成以上步骤后
即可在线购买足彩、竞彩、大乐透、七
星彩、海南 4+1、顶呱刮即开彩等体育
彩票，
动动指尖购彩兑奖一站式搞定。
理性投注，量力而行。

今日开奖
超级大乐透

移动拨：
12590389605
联通拨：
116322889605
电信拨：
1183283559605

5XX6、5XX3、0XX0、0XX7、0XX4
（5）定 位 3：5X85、5X62、5X49、
5X26、5X03、0X30、0917、0X94、0X71
（6）直 码 ：5585、5462、5349、5226、
5103、0030、0917、0894、0771、0658
（7）海南 4+1：08943

短信代码：608

本期重点包 160538 搭配 756012 尾，
精选包 0516 头搭配 1627 尾，主攻包 16 头
搭配 16 尾；单吊 1 头 6 尾稳坐 01，铁卒 56，
值数 268
三字现：
129、
179、
105、
193、
180、
356
定位 2：6X4X、6X2X、6X0X、6X8X、

海南网通

财政部批准 官方授权

移动拨：
12590389612
联通拨：
116322889612
电信拨：
1183283559612

定 位 3：78X8、77X5、76X2、75X9、
74X6、23X3、22X0、21X7、20X4、29X1
定 位 4：7858、7735、7612、7599、
7476、2303、2280、2167、2044、2921
海南 4+1：
21670

37x1、329x、379x、37x1、374x
四 字 定 ：8791、8291、8796、8741、8746、
3791、3291、3796、3741、3746
海南体彩（4+1）：
87912

C=9（4）

D=1（6）

开奖时间:周一、
三、
六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体彩 7 星彩 17031 期开奖结果

号码：
4460520
海南
“4+1”
17031 期开奖结果

号码：
4460+5
“排列 3、
排列 5”
17071 期开奖结果

3D：
842 5D：
8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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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醒：
快乐购彩 理性投注
客服热线：0898-65395086
95086
地址：
海口市国兴大道 68 号歌舞剧院首层
预测信息查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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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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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 4+1：27908

（1）稳坐：
08 配 53
（2）千 位 ：1605，百 位 ：4169，十 位 ：
0516，个位：
0538。
（3）三定现：558、546、534、526、510、
003、091、089、071、065
（4）定 位 ：5XX5、5XX2、5XX9、

●

恭喜中奖

短信代码：690

●

充值投注

数字武道

●

咨询电话：95086

第 17032 期分析预测
短信代码：605

●

开通投注账户

睡 美 人

●

●

进入软件注册账户

4+1

购彩流程

●

下载安装

体彩海南

奖池方面，35.90 亿元滚存至 3 月 20
日 （周一） 开奖的第 17031 期，这一水位
较上期继续呈现上涨态势，并创下年内奖
池新高。
本期是体彩大乐透头奖连续第二期出
现空开，这一现象在今年尚属首次。不
过，历史上，体彩大乐透头奖连续空开并
不奇怪，去年的 16122 期至 16124 期就曾
出现三连空的现象。
据统计，3 月份以来，体彩大乐透已
开奖的 8 期之内，累计开出 18 注头奖，最
高单注奖金 1600 万元，最低单注奖金 856
万元，其中 9 注为 1000 万元及以上大奖。
千万元大奖数量占比达 50%。
（新 彩）

手机绑定

本期二三等奖的中奖数量和奖金成色
均较佳。二等奖开出 83 注，每注奖金为
10.46 万元；其中 48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
注多得奖金 6.27 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
个总奖金为 16.74 万元。三等奖开出 517
注，每注奖金为 7494 元；其中 150 注采用
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4496 元。追加
后，三等奖单个总奖金为 1.19 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数据显示，广西河池
一位彩友以一张 20 倍投、60 元投入的单式
追加倍投票，揽获 20 注追加投注二等奖，
斩获奖金 334 万元。

奖池 35.90 亿元滚存至周一

扫描二维码

大号强势出击！本期体彩大乐透前区
开出号码 21、22、24、29、34，后区开出
号码 05、06。前区开出全大号码组合，小
号“全军覆没”，最小号码开出 21，该号
与 22 以连号组合开出；22 为隔期开出号
码；29 复制上期 （第 17029 期） 奖号；最
大号码开出 34，该号是近期较热号码，于
最近 8 期之内开出 4 次。
后 区 开 出 05、 06 连 号 组 合 。 最 近 5
期，后区奖号大小号码数量持平，为 5 比
5。

责编/徐伟东

■海南移动手机拨打：
12590389+大师代码
■海南联通手机拨打：
116322889+大师代码
■海南电信手机拨打：
1183283559+大师代码
信息查询费 1 元/次

短信平台对应讲码师代码

小李飞刀 600
统 计 员 618
财 神 到 601
特选版局 619
概率七彩 602
温柔三刀 620
琼岛浪花 603
小宝版局 621
实现梦想 604
大 家 乐 622
睡 美 人 605
直码追击 623
开心彩票 606
码开富贵 624
彩市精华 607
凤凰驿站 625
算码英豪 608
神彩飞扬 626
玩转七彩 609
京海情报 627
巧采信息 610
激情岁月 628
彩市主播 611
峰回路转 629
海南网通 612
数字武道 690
新五指山 613
尾
王 693
码风海韵 614
十万八万 696
灯火阑珊 615
彩海蛟龙 100
南国宝码 616
体彩沙皇 101
麒麟大师 617
彩票传奇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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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