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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前区选号确有讲究，下面看看
选择号码时须注意的三点：

第一、判断号码的冷热很重要，总有一
些号码是常常开出，同时也总有那么几枚
号码是深藏不露，所以在选择号码时，要把
握好冷热号，不要不选上期或之前几期出
现的任何号码，只对冷码情有独钟。要做
的是在选号时既参考历史号码，也要熟知
近期热号，这样投注时才能得心应手，选出
自己满意的组合。

第二、一味讲究单双均衡要不得，有些

彩民特别注重选号时的单双均衡，这与大
脑中对数字的潜意识有很大关系，可是在
实际的开奖号码中，常见的却是要么单数
连续开出三期到五期，要么就是双数持续
走热，所以，“阶段性的号码偏态”使得选号
时不得不对号码做有倾向性的选择。

第三、要有平和心态，最忌讳的就是孤
注一掷，根据对中大奖彩民的统计，发现采
取小额投注的彩民往往收获丰厚，所以玩
大乐透不妨坚持期期或者隔期购买，以自
己可以承受的小额资金为限。

三剑客

预测后期和值有望在 16-22 之间出
现，偶和值重点，参考 16、21、22。

各位重点
第一位：大小号轮选，偶数重点，参考

6、7、8，重点关注 0号。
第二位：小号优先，偶数为重，参考

0、1、2，重点关注 7号。
第三位：首推大号，侧重奇数，参考

4、7、8，重点关注 9号。

和值围奖

高概率单码：1、4、7
两胆定位：4*1、*71、1*7、13*、*54
一和一跨：和值 12点、跨度 6
大复式：01468+12357+14579
小复式：468+357+147
核心指标：小大小直选、十位振幅 3、

百位加十位等于 11。

形态荐号

三胆定乾坤：784（重点关注 7胆）；
双胆组合：78、47、48；
包星定位：7**、*8*、**4；
定位复式：百 位 147 十 位 258 个 位

147；杀码3：该号出击的可能不大，杀去；
杀码9：可望走冷，大胆杀去 2期。

杀号定胆

排三聚焦

和值分析：0路和值尾上周过热，后期
多关注 1、2路尾的表现。和值指标中，因
和值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继续关注和值
0-7 区间，上次间隔 22 期解冻，至今又 10
期未回补；除 5 余 0 和值短期有机会。参
考和值：5、7、14、17。

号码冷热：近 7 期，热号为 026。仅
关注“个位 6”的表现，连冷之后有回补
机会。温号 5389。“十位 8”遗漏走势图
上呈现出冷后转暖的趋势，建议多加关
注。冷号 714。1 路号码整体遇冷，建议
关注胆码 7 先行转暖，百位、十位都有
机会。

组三提示：后期建议关注六码组三
013689 的表现。该指标理论间隔 10 期，
从遗漏走势图上看，今年以来的开出间隔
持续偏高，本身集聚了较强的转暖欲望缩
小范围，重点关注五码组三 13689，近年来
仅有 6次开出间隔低于理论值，整体后期
看热。

跨度趋势：跨度重心前期较高，近期
有可能逐步降低；近 10期偶数跨度开出 9
次之多，表现比较充分了，后期可将重心
往奇数跨度上转移。参考跨度：3、5、7。

防全小形态回补

胆码点析：从前期号码走势分析，当
前关注号码 159，5号开出频率看，回补可
能很大，重点看好 5 号开出；其次考虑 19
号，1号前期较冷，冷后至温的可能较大，
9 号叠出后有走热可能，两号出现概率较
重，本轮参考码 519，独一胆 5号。

形态点析：306、580 组合开出，本轮
考虑号组双数为主组合走热，两双一单为
本轮重点，从单双走势图分析，定位于双
单双较为合适，在近期开出可能性很大，
本轮参考形态：双单双。

跨度点析：本轮看好中区为重点，防
大跨，关注 456跨开出，6跨按走势分析，有
回补可能，看好 6 跨在本轮回补；跨度 45
按两跨冷热分析，本轮有开出可能，防两
跨开出；本轮参考跨度：645，独一跨6跨。

和值点析：从和值近期趋势分析，有
稳定中区的可能，和值 18点开出的可能较
大，作为本轮重点；本轮参考和值 18点、11
点、15点、13点、12点，独一和18点。

独一胆5号
飞狐盘点

●11选5投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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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图2】

●体彩大乐透投注技巧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前区●+○后区

●●●●●+○○
●●●●●+○
●●●●●●●●●+○○

●●●●+○●●●+○○
●●●●●●●+○●●+○○

●●●●●+○●+○○
+○○

奖金

浮动奖

浮动奖

浮动奖

200元

10元

5元

体彩大乐透是指由购买者从01—35
共35个号码中选取5个号码为前区号码，
并从01—12共12个号码中选取2个号码
为后区号码，组合为一注彩票进行的基本
投注。每注金额人民币2元。每周一、
三、六开奖。

奖级设置

彩民在选号的时候会看走势图，尤其是
近期的开奖号码走势，找找冷热号。下面这
张开奖号码走势图，开奖结果中如果出现 02，
接下来就会立即开出04，这个情况特别多。

【图1】
从图中发现，02 开出之后，接着就会开

出 04，其中除了有一次没开出之外，其余的
只要开出 02，就会跟着开出 04。

不光上面的 02 跟 04 的关系，如果上下
两期的开奖号码中有两个相同的号码，而且
如果这两个相同号码的位置只差了一格的
话，那么在接下来的一期中必定会开出这个
号码的±1所得到的数中的一个。

【图2】
如图，第 33 期与第 34 期的开奖号码分

别是 04、11、07、01、05 与 05、04、03、08、10，
其中 04 是相同的数字，第 33 期是开在了第
一个位置上，第 34 期开在了第二个位置上，
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相差了一格，将 04±1，所
得到的数就是 03 跟 05，在接下来的一期中
就可以选择这两个数中的一个进行投注。
根据下期的开奖结果来看，开出了 05。

从上期奖号中找下期号码

大乐透开出的号码中，形成偏态的可能
性比较大，因此在偏态产生后，纠正偏态是
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怎么判断偏态呢？怎
么才能很快判断号码的走向呢？

首先设定一个偏态参考值 18（因为 35个
前区号码的中间号即为18），把01—35所有的
数字都减去 18，这样就会形成-17到 17的序
列，用正负数的概念来判断偏态与否，最后形
成的和值如果在正负18之间就可以认为是正
常范围，超过18则是大偏态，小于-18则是小

偏态，这样序列的性质就可以一目了然。
例如当期前区开奖号码为 20、32、19、

29、10，用 18 去减之后得：02、14、01、11、-
8，整合后（即把五个值相加）偏态值是 20。
根据历史统计可以看到，18到-18占据了主
流的地位，在这 36个正常范围内，数字出现
的可能性相应比较大，因此，把所选组合放
入 这 些 偏 态 值 范 围 内 ，有 利 于 提 高 中 奖
率。缩小以后，35选 5对应的组合就少了很
多，中奖率比理论值提高了很多。

如何纠正偏态

选号三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