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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和值选择的三个原则。
原则一：平均间隔期是否达到
以和值 13为例，平均间隔期约为 10期。彩民在

确定运用和值投注时，就要看一看 13的和数值是否
已出现 10 期以上。倘若达到，就可考虑投注；倘若
没有达到，就应放弃。

原则二：相邻和数值是否开出
倘若彩民选择 13的和值投注，就要先看一看与

13相邻的和数值，即 12和 14的和值是否曾开出。
如果开出，就可考虑投注。如果 12和 14的和值

已经开出，下一期说不定就有可能出 12 和 14 的中
间号，即 13的和值，否则就应放弃。

原则三：同尾和数值是否开出
倘若彩民选择 13的和值投注，就要看一看 13的

同尾和数值，即 3 或 23 的和值是否开出。如果开
出，就可考虑投注。

在这里，彩民可以把已经开出的 3 或 23 的和值
视为和值 13的“前奏曲”，下一期说不定就可能开出
和值 13这个“协奏曲”，否则就应放弃。

此三原则综合运用，才能收到明显效果。

无论是放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还是在二三
线的小城市，S姐都属于标准的白领，充分满足学历
高、身高高、收入高的“三高”定位，就是这样人人称羡
的她却偏偏年过30未婚且无男友，是个标准“剩女”。

S姐是个浪漫的人，她相信爱情，相信一定有一
个专属于她的MR Right，在不远的某处等着她，哪怕
遇到这个人的概率是千万个人中寻他，她也相信会
有这样的他，与她心意相投，携手此生，白头无悔。

S姐更是个现实的人，她相信努力，相信任何的收
获都离不开坚持的付出，为了千万分之一的概率，她需
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寻找那个他，告诉他，她从
不曾放弃。

所以她选择相亲，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遇到心
仪对象的机会。

朋友笑她：你相亲的次数怕是数不清了吧？她
笑笑，摸着抽屉里的一沓大乐透彩票，心想：数得
清，第 53次。

又一个周五，她结束了又一场相亲约会，带着精致
的妆容，踩着细细的高跟鞋，她走进一家体彩店，买了
第二天开奖的大乐透彩票，心想：还有下一次……

赶赴一场相亲就像买一注大乐透彩票，为了千
万分之一的幸福，我们坚持每一次的付出，这是 S姐
坚持的幸福秘诀，你的呢？希望每个不放弃的人都
能被善待，找到属于自己的幸运和幸福……

遇见就有可能
大乐透10周年

坚持，为了幸福

今日，体彩高频“11 选 5”乐选游戏在
我省正式上线，我们来一起了解下乐选玩
法有哪些特色以及怎么玩：

乐选游戏特色：
玩法丰富多样、选号简单有趣、中奖

容易、可容错、返奖高。
乐选游戏介绍：
乐选二：投注号码从 1至 11中选 2个，

投注金额为 6元。中得前两个号码且位置
一致为一等奖，奖金 201元；中得前两个号
码为二等奖，奖金为 71 元；中任意 2 个开
奖号码，为三等奖，奖金为 6元。

乐选三：投注号码从 1至 11中选 3个，
投注金额为 6元。如中前三个开奖号码且

位置一致为一等奖，奖金 1384 元；如中前
三个开奖号码，为二等奖，奖金为 214 元；
如中任意 3个号码则为三等奖，奖金为 19
元。

乐选四：投注号码从 1至 11中选 4个，
投注金额为 10 元。如中任意四个号码则
为一等奖，奖金为 154元；如中任意三个号
码，则为二等奖，奖金为 19元。

乐选五：投注号码从 1至 11中选 5个，
投注金额为 14元，如 5个号码全中则为一
等奖，单注奖金为 1080 元；如中任意 4 个
号码，则为二等奖，单注奖金为 90元。

乐选玩法正式上线，让我们一起感受
乐选玩法的精彩绽放吧！ （张丽丽）

11 选 5 经常开出隔两期之前开
出过的号码，将上期的开奖号码中所
有隔了两期的号码提取出来，然后将
这些号码相加，所得到的数不会在下
一期开出，可以直接杀掉。需要注意
的是，如果相加所得到的数大于 11，
可以取它的尾数进行杀号。

【图3】
例如，第 15122311期的开奖号码

是 03、11、02、07、05，从走势图中会
发现，隔两期开出的号码是 11，只有
11，这时候得到的数就是 11，在接下
来的一期中就可以把 11 杀掉。根据
下一期的开奖结果来看，没有开出
11。

再比如第 15122313期，开奖号码
是 01、09、05、02、03，隔两期开出的

号码是 01、09，将这两个号码相加，
01+09=10，在下一期的投注中就可以

把 10 杀掉。根据下一期的开奖号码
来看，没有开出 10。

玩 法

任选一

任选二

任选三

任选四

任选五

任选六

任选七

任选八

前二组选

前二直选

前三组选

前三直选

中奖条件

选中第1个开奖号码

选中任意2个开奖号码

选中任意3个开奖号码

选中任意4个开奖号码

选中5个开奖号码

选中5个开奖号码

选中5个开奖号码

选中5个开奖号码

选中前2个开奖号码

选中前2个开奖号码且顺序一致

选中前3个开奖号码

选中前3个开奖号码且顺序一致

单注奖金

13元

6元

19元

78元

540元

90元

26元

9元

65元

130元

195元

1170元

中奖概率

1/11

1/5.5

1/16.5

1/66

1/462

1/77

1/22

1/8.25

1/55

1/110

1/165

1/990

11 选 5 是从

01 至 11 共 11 个

号码中任选1至8

个号码投注，每

期开出 5 个号码

为中奖号码，设

12 个奖项，相当

于12种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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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高频“11选5”
乐选游戏特色及玩法介绍

●11选5投注技巧

本文介绍两个杀号技巧，分别是
杀首末位相减之差以及杀上期开奖
号码的首位。

一、杀首末位相减之差
【图1】
把上期开奖号码的首位和末位

相减，得到的数可以作为下期的杀
码。图中用线框分别标出开奖号码
的首位和末位。例如：第 15122371期
开奖号码的首位是 03，末位是 10，
10-3=7，下 一 期 就 没 有 开 出 07；第
15122374期开奖号码的首位是 02，末
位是 10，10-2=8，下一期就没有开出
08。

二、杀上期开奖号码的首位
【图2】
这个杀号技巧比上一个更简单，

直接杀掉上期开奖号码的首位。图
中用线框标出来的是每期开奖号码

的首位。例如：第 15122450期开奖号
码的首位是 05，下一期就没有开出

05；第 15122453期开奖号码的首位是
01，下一期就没有开出 01。

利用首尾号杀号

利用隔两期号码杀号

【图1】

【图3】

排列 3 是从 000 至 999 的数字中选取 3 位
数为投注号码投注。排列3、排列5共同摇奖，
一次摇出 5 个号码，排列 3 的中奖号码为当期
摇出的全部中奖号码的前 3 位，排列 5 的中奖
号码为当期摇出的全部中奖号码，每日进行
开奖。

和值投注三原则

●排列3实战技巧

【图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