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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体彩 11 选 5 不仅要有好技巧，还应
该有好的心态，今天小编就跟大家细说。

第一，不要贪婪以及过度幻想
11 选 5 玩法中有几个玩法的中奖率

较高，如任选一、任选二、任选八，新手
一般会尝试一下这三种，而且常常运气
不错，第一次买就中，连续中了几次之
后 ，就 会 幻 想 如 果 倍 投 5 倍 ，10 倍 ，100
倍，可以不用工作了。但是我们还是要
提醒，体彩 11 选 5 的中奖率是一定的，
因此投注一定要端正自己的心态，不要
过于去幻想结果，更不要贪婪，而应该
注 重 投 注 时 候 的 心 态 ，保 持 乐 观 的 情
绪，这样才能有的放矢。

第二，不要急于求成
很多人都想一次搞定个大奖，比如投

注 100 倍任选 5，中了就发达了，但是如果
急于求成往往会导致资金亏损过快；又比
如，很多人买一注不中，那就多买几注，不
信中不了，但结果往往是残酷的，还真一
注也不中。因此我们劝告彩民朋友，千万
不能急于求成，让自己冷静下来，看不好
的投注，“放弃”是你最好的选择，休息一
会儿，待下期再说，运气并不是永远都那
么好，当然也不是永远都那么“背”的。

第三，不要心浮气躁随便投注
这一点往往都是针对那些不中奖的朋

友，坐在体彩店一两个小时没有什么收获，急

躁情绪就会产生，结果就只有两个：走人，或
者随便乱投，这些都是对于自己的时间和资
金不负责任的表现。因此我们建议:喝杯水，
透透气，活动活动，等精力恢复再来。

第四，规划好资金，不要拼死一博
拼死一博是典型的赌徒心态，主要是

前面提到的想一次搞定大奖，还有一种就
是:所剩资金较少，心想反正也没多少了，
不如博一下，一次把本捞回来，结果：在这
最后一博中，你就亏了一切，连运气也亏
完了。因此我们建议：投注就算以中奖为
目的，最好不要看金额来投注，这样或多
或少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另外可以设定
资金的计划，比如今天总资金 1000 元，每

期投 40元，那我可以投 25期，一定要做到
克制自己，一旦没有好的心得，不盲目投
注，省下资金留给下一期，也许会有更好
的收获。

第五，相信自己同时不要为失误找借口
很多时候投了一段时间没有中奖，往

往对自己的方法产生怀疑，另外就是想好
的没有投注，而乱看的却买了，然后又会
对朋友说：本来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没
有时间或者其他客观原因，否则我就中大
奖了。其实我想很多人都多少会有类似
的经历，因此小编建议大家，看好的就不
要犹豫，错过的也不要再追究什么，毕竟
已经是过去时了。

买体彩11选5——你需要五种好心态

排列 3、排列 5 就像一对姊妹花，即
全部摇出的 5 个号码即为排列 5 中奖号
码，而这 5 个号码中的前 3 位号码即为
排列 3 的中奖号码，形成了排列 5 中奖
号码含排列 3中奖号码的现象。这一特
点为彩民在选号时提供了很多方便，一
些彩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后形成
了“选排 3带排 5”“选排 5带排 3”的独特

选号方法，经过实践，这两种选号方法
让不少彩民中了奖。

所谓“选排 3带排 5”，即对于常买排
列 3 的彩民来讲，经常是在选好排列 3
的号码后，再根据排列 5 后两位号码的
走势、和值、奇偶、大小等指标最后锁定
排列 5 的后两位号码，捎带着买几注排
列 5，以期多选的这 2个号码能为自己带

来中得 10万元大奖的希望。
而“选排5带排3”，即在投注排列5的

同时捎带着买几注排列3，其选号方法大多
数是把排列5的5个号码拆分成“前排列3”
和“后排列3”分别进行研究，根据和值、形
态等多种量化指标再缩小选号范围，这样
即便中不了排列5的10万元大奖，还有可
能收获排列3的直选奖或是组选奖。

和值围奖

预测后期和值有望在 15-19 之间出现，奇
和值重点，参考 15、18、19。

各位重点
第一位：大小号轮选，偶数优先，参考 3、4、

8，重点关注 9号。
第二位：看好大号，奇数重点，参考 7、8、9，

重点关注 5号。
第三位：首推大号，侧重偶数，参考 6、7、8，

重点关注 9号。

形态荐号

高概率单码：0、3、6
两胆定位：3*0、*60、2*4、21*、*57
一和一跨：和值 9点、跨度 6
大复式：02389+15689+04678
小复式：234+156+047
核心指标：
小小大直选、十位振幅3、个位加十位等于6。

杀号定胆

三胆定乾坤：698（重点关注 9胆）；
双胆组合：69、89、68；
包星定位：6**、*9*、**8；
定位复式：百位 369 十位 579 个位 258；杀

码 0：该号出击的可能不大，杀去；杀码 1：可望
走冷，大胆杀去 2期。

和值分析：和值尾 8 周日到下周三是敏感
区域。和值指标中，关注除 5余 0和值回补，中
小和值区域是重点。参考和值：8、10、15。

号码冷热：近7期，热号为52。仅仅关注“百
位2”。温号为3178。“个位8”从年中至今走出冷
后走热的趋势，后期看好；另“百位8”也有走热欲
望。冷号为6409。继续看好“十位6”的表现。

组三提示：组三短期还会表现。建议关注六
码组三 124589的表现。该指标理论间隔 10期，
从遗漏走势图上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开出间隔
整体偏大，后期看热；缩小范围，重点五码组三
12489，上次间隔53期解冻，短期再次表现可期。

跨度趋势：1路跨度解冻，短期需防回补。跨
度后期在中小区域表现为主。参考跨度：3、4、5。

特别提示：周五开出号码 621，让我们把目
光再次投向六码组六 012467。该指标理论间
隔 8 期，从遗漏走势图上看今年以来的开出间
隔持续偏高，整体表现低迷，后期本身回暖压
力较强；而且，六码组六 012467 近 4 次开出间
隔全部超过 10期，迅速回补要求迫切。缩小范
围，重点五码组六 01246，今年以来只有 3 次开
出间隔低于理论值，年关将至，走热拐点要出
现了，周五间隔 90 期解冻，更增加了互补的概
率。五码组六 01246 共 10 注号码：012、014、
016、024、026、046、124、126、146、246。结合其
他指标，笔者再缩小一半供大家参考：014、
016、024、026、046、124。

三剑客

排三聚焦

防组六01246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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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玩法。

奖
级
设
置

说到跨度，只要是玩彩票的朋友都
知道，一般的跨度是指开奖号码中最大
数减去最小数，所得到的数就是跨度，
利用这个跨度可以杀掉一个号码。

当我们在开奖号码中得到跨度的时
候，可以将这个跨度与它当前的开奖号
码第三位上的号码相加，所得到的数可
以在下一期杀掉。另外，如果相加大于
11，可取它和值的尾数，同样是可以杀
掉的。

【图2】
例如，图上上期开出 01、03、05、11、

02，跨度就是 11-1=10，第三位上的号码
是 05，将跨度值跟第三位上的数相加，
10+5=15，大于 11，可取它的尾数也就是

05，在下一期把 05杀掉。根据走势图会
发现，下一期开出 08、09、03、02、11，并
没有开出 05这个号码。

利用第二位号码选号
11 选 5 开奖结果通常会开出 2 至 3

个重复号，具体是哪个重复号，根据走
势图的开奖结果来看，上一期的开奖号
码中的第二个号码往往会在下一期的开
奖结果中开出来。利用这个方法，就可
以选择其中的一个号码。

【图1】
例如，图中上一期开出 04、08、10、

06、03，第二位的开奖号码是 08，在下一
期选号时就可以选择 08。根据图中下
一期开奖结果会发现，开出了 08。

这个小技巧的准确率可达 85%以
上。需要说明的是，如果第二位上的号
码在下一期同样也是在第二位上出现，

那么这个号码在第三期的时候就不能再
选择了，也就是说可以把这个号码杀
掉。

【图1】

利用跨度杀号

【图2】

●排列3实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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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即一次投注有三个中奖机会这种投注方式
为组选三

3个不同的数字有6种不同的排列方式即一次
投注有6个中奖机会这种投注方式为组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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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排列5套选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