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级设置

玩法

直选

组选

三

组选

六

规则

选择3个数字投
注顺序一致

选择3个数字投
注  顺 序 不
限但投注时
三位号码有两
位 相 同 （ 对
子）

选择3个数字投
注  顺 序 不
限且投注时
三位号码各不

相同

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备注

将投注号码以唯一的排列

方式进行投注

有2个数字相同的3个数
字有 3 种不同的排列方
式即一次投注有三次中
奖机会这种投注方式为
组选三
示例：112，排列方式有

112、121、211

3个不同的数字有6种不
同的排列方式即一次投
注有6次中奖机会这种
投注方式为组选六
示例123，排列方式有
123、132、213、231、

312、321

排列3是从000-999的数字中选取3
位数为投注号码进行投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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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列3实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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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1共

11 个号码中任选 1-8 个

号码进行投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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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
级
设
置

●11选5投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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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两种杀号技巧，分别是
杀前两位相减之差及杀上期第四位+
1。

一、杀前两位相减之差
【图1】
把开奖号码的前两位相减，所得

到的数可以作为下期的杀码。图中用
线框标出来的就是每期开奖号码的前
两位，例如：第 18 期开奖号码的首位
是 10，第二位是 09，10-9=1，下一期就
没有开出 01。第 21 期开奖号码的首
位是 07，第二位是 08，8-7=1，下一期
没有开出 01。

二、杀上期第四位+1
【图2】
把上期开奖号码的第四位+1，所

得到的数可以作为下一期的杀码，如
果得到的数大于 11，就减去 11。 例

如：第 47 期开奖号码的第四位是 03，
3+1=4，下一期就没有开出 04。第 50

期开奖号码的第四位是 04，4+1=5，下
一期也没有开出 05。

用加减法杀号

和值分析：和值尾 4 短期有表现
机会。和值指标中，关注 1 路和值回
暖走热，除 5余 0和值还有机会。综合
推荐：7、10、14。

号码冷热：近 7 期，排列三热号为
473，仅关注“十位 7”的表现。温号为
528。“百位 2”开始表现，关注继续走
热。冷号为 6019。0、1 短期回补的欲
望都比较强烈，重点“个位 0”“十位
1”。

组三提示：下半周建议彩民朋友
们关注六码组三 013579 的表现。该

指标理论间隔 10 期，从遗漏走势图上
看，去年下半年以来整体走势偏冷，
后期看热，防下次在理论值内回补，
目前 5 期不见，下半周表现敏感。缩
小范围，重点五码组三 13579，遗漏走
势图上呈现逐步走热的趋势，建议关
注。

跨度趋势：近期合数跨度比较低
迷，防转暖；大跨度欠缺，后期跨度有
望提升。参考跨度：6、7、8。

特别提示：笔者上文提示的六码
组 六 024568、五 码 组 六 02468 开 出

“820”。本周六码组六 024568 仍有表
现机会，建议多加关注。该指标理论
间隔 8 期，从遗漏走势图上看，去年下
半年来虽未走出大冷态，但开出间隔
整体偏高，后期看热为主；近 5 次开出
间隔全部超过理论值，上次又 30 期方
解冻，防迅速回补。缩小范围，重点五
码组六 02458，该指标自去年 17153 期
以来仅开出 5 次，其中仅有一次开出
间隔低于理论值，阶段大冷，本身积累
了较强的转暖动能，上次隐身 106 期
方才解冻，迅速回补可期。

防组六02458回补

和值围奖
预测后期和值有望在 15-20 之间出现，偶和

值重点，参考 15、18、20。
各位重点
第一位：小号优先，奇数为重，参考 0、3、4，重

点关注 1号。
第二位：大小号轮选，偶数重点，参考 2、4、8，

重点关注 6号。
第三位：看好大号，侧重奇数，参考 6、7、8，重

点关注 9号。

形态荐号
高概率单码：7、4、9
两胆定位：94*、*47、9*7、74*、*57
一和一跨：和值 16点、跨度 7
大复式：04679+34579+25678
小复式：679+459+278
核心指标：
大小大直选、个位振幅 1、百位减个位等于 2。

杀号定胆
三胆定乾坤：792（重点关注 9胆）；
双胆组合：29、79、27；
包星定位：7**、*9*、**2；
定位复式：百位 147十位 369个位 246；
杀码0：该号出击的可能不大，杀去；
杀码8：可望走冷，大胆杀去 2期。

排列 3可分为百、十、个三个不同位置，这三
个不同位置上的号码都从数字 0-9中选取，因而
各个位置之间的号码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掌握
了各个位置上号码之间的关联特性，对需要选
择的直选号码有着很大的帮助。

百位号码与个位号码之间存在三个不同的
性质：

一、百位号码大于个位号码，对应的号码一
共有 450注直选号码，从理论上讲，平均每隔 2.2
期就会出一次，而在实际的开奖过程中，最热时
曾经连续 4 期出现过百位号码大于个位号码的
情况。实际使用过程中，当连续两期百位号码
大于个位号码，第三期就可以考虑排除该形态。

二、百位上的号码小于个位上的号码，所对
应的直选号码也是 450注直选号码，其理论上间
隔出现的平均周期也为 2.2 期。而在实际开奖
过程中，最热时曾连续 6期百位上的号码小于个
位号码。因而在实际分析的过程中，对于这个
形态的号码，可以把连续出现三期作为一个循
环周期。

三、百位上的号码等于个位上的号码，一共
有 100 注直选号码。理论间隔为 10 期，10 期就
会出一次，号码的结构通常为组选 3或豹子形态
的号码。而在实际开奖过程中，百位上的号码
等于个位上号码，出现周期远远大于理论出号
周期。

通过位置关联性选号

排三聚焦排三聚焦

三剑客三剑客

【图1】

【图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