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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近来双色球头奖不断
开出，不少彩民挣得盆满钵满，
但也有彩民表示不解，为何自
己总与大奖无缘呢？本报资深
彩票专家特来支招，他表示，彩
票中有句话叫“跟热不跟冷”，
一些把握住近期热态的技术彩
民可谓如鱼得水。

一、蓝色球质尾连绵不
绝。从第021期至032期，双色

球的蓝球质尾数，一直在12357
中产生，可谓机会难得而罕见。

二、重码较热。近20期以
来，几乎每一期都有重复号，许
多中小奖的技术彩民很开心，
每期看走势先看哪些号可能重
复出现，这样选号就轻松多了。

三、旁出、斜连各种“暗态”
层出不穷。除了奖号重复外，
某个号下期旁边有号也成为彩

民捉号的“依据”。更高超的技
术彩民还把其延伸为偶斜连、
奇斜连，包括“间隔一期斜连”。

当然，任何所谓的规律都
是多重巧合事后推理出来的，
也给购彩增加了乐趣。因此，

“机会”不可能长存，彩民朋友
要注意“风水轮流转”的道理，
且不可生搬硬套。坚持购彩，
理性投入，好运总会眷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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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807218元，中奖
总金额为544702元。

中奖注数
4注

501注
9577注
1302注
440注
19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0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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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3391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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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644

“排列3”、“排列5”第16076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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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元排列5 136注

606

60606
排列3投注总额14411844元；排列

5投注总额91916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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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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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0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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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注总额为 176664030 元,2511698040.74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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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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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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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注
0注

10注
15注

346注
311注

3272注

头奖再爆5注，奖池2.28亿元

热态催生双色球大奖不断
□记者 吴佩锷

3 月 10 日晚，双色球第
2016027期开出头奖4注，每注
基本奖金992万元，其中我省焦
作彩民命中1注。近日，这位幸
运儿戴着墨镜、口罩现身省福彩
中心兑奖室领取了大奖，并分享
了他购彩以来的心路历程。

据了解，这张中奖彩票来自
修武县竹林大道运河桥南附近
的41088402号福彩投注站，是
大奖得主张先生于10日下午购
买的。当时，张先生仔细揣摩走
势图半晌后，自选了5注彩票，
其中第一注他大胆采用了全奇
数组合，选完之后他还在想：号
码这么奇怪，会中几个号码呢？
能中上小奖也行。

没想到当天夜晚，他查询了
开奖号码后发现，正是这注奇怪
的号码组合给他带来了一注头

奖，也正是因为号码奇怪，当期
全国只中出了四注头奖，让他收
获的奖金接近千万级别，达
992.58万元之多。

兑奖时，张先生显得极为谨
慎，除了回答如何购买彩票的问
题外，其余的不愿多谈。他表
示，希望能够守住自己中得大奖
的秘密，以免现在平静的生活被
打乱，自己也好有时间和心情来
好好规划这笔奖金的用途，争取
让自己、家人及周边的亲戚们生
活条件都能得到改善。

“坚持就是胜利!”张先生总
结自己中奖的经验时如是说
道。也正是因为他在困难的时
候仍坚持购买双色球，从而最终
收获颇丰，赢来了这注超级双色
球大奖。

豫福

比较看好1、4、8。四六分解
式推荐：1478—023569，前者四
码中至少包含一个奖号，后者六
码中包含三个奖号的可能性较
小。

不太看好的两码组合为：
02、23、35、56、59、69、79、89。

跨度参考 2、3、4、5、6、7、8，
和值参考09至20区段。

不定位组选试荐：007、016、
017、038、045、047、067、077、
116、126、129、136、146、148、
149、166、168、178、247、249、
338、346、347、348、349。

春天是一个美好的季节，
草长莺飞，万物复苏，到处充满
了生机勃勃。生活当中，希望
是我们最好的调味剂，当每个
彩民买下一张彩票时就埋下了
希望的种子。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
在个人，因此，运气之外找到适
合自己的投注方法也很重要。

小复式扩大中奖面：在双
色球投注中，复式投注比较常
见，也是中奖率比较高的一种
投注方式。选择小复式相比大
复式来说花钱少，中奖号码覆
盖面却比单式扩大许多。“7+
1”、“8+1”或者“9+1”等小复
式，彩民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

的经济情况和感觉进行相应的
调整，灵活选号，也许会有意想
不到的收获。

少胆多拖更经济：在投注
双色球时，总有几个号码是您
最看好的，抓住它们做“胆”然
后选出几个可能出现的号码作
为“拖”。这样投注不仅能囊括
自己看好的号码，而且在投注
金额上比复式投注要更经济。
胆拖投注中只要胆码中奖，就
可以确保大面积的中奖，而且
是大奖小奖一揽全中；即使胆
码不一定全中，结合拖码所中
的情况，也可收获一定的小奖。

倍投是中奖利器：倍投，简
而言之就是对一注号码进行成

倍投注，通过倍投获得大奖的
新闻屡见不鲜。而倍投注数的
多少，取决于彩友对号码的信
心和奖池的高低。很多彩民认
为，倍投所需的费用远低于复
式投注和胆拖投注，相对于这
两种投注方式，倍投对于选号
的准确度要求更高。

此外，长期使用一种投注
方式难免让人感到疲倦和乏
味，彩民朋友也可尝试不同的
投注方式。总而言之，最重要
的诀窍就是“一定得买”，只要
买了就有机会，梦想总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所以在这个生
机勃勃的春天里，希望我们和
大奖不期而遇。

核心提示 | 最近一段时期，双色球头奖可谓是惊喜不断。3月22日，双色球第2016032期
再次开出5注头奖，每注奖金962万元，当期计奖后，奖池达2.28亿元。在此之前，3月17
日，双色球第2016030期开奖，头奖井喷98注、二等奖井喷552注；3月20日晚，双色球第
2016031期再次上演一出小井喷，当期开出头奖13注，二等奖191注。头奖不断开出，偶尔
还井喷，不少彩民表示为啥自己总与大奖无缘，有啥诀窍？瞧瞧本报特约彩票专家咋说。

头奖开不停，“井喷”再出现

3 月 17 日 晚 ，双 色 球
2016030期开奖，头奖井喷98
注，花落24地，可谓是遍地开
花。这也是继第 2014115 期
107注头奖，相隔17个月后，头
奖再次大“井喷”；同时，当期二
等奖井喷552注，是继2015097
期井喷827注，相隔近7个月后
的又一惊喜。

头奖的井喷，奖池功不可
没。双色球第2016030期开奖
的前一期，奖池还保持在6亿元
高位。在第2016030开奖后，
奖池疯狂挤出4个多亿回馈给
广大彩民，奖池金额跌至2亿
元，这是自2015058期2.5亿元
奖池之后，时隔10个月奖池再
次回到2亿元。

从数据可以看出，2016年
双色球送出诸多惊喜，开年伊
始，就相继爆出三个亿元超级
巨奖。同时，彩民的购彩热情
也日益高涨，全国每期销量保
持在3.4亿元左右。想要冲击
大奖的彩民，会适量增加资金
投入，完善购彩技巧，把握住天
时地利人和，最终获得回报。

为何大奖不断，专家有话说

焦作彩民
“蒙面”领取双色球大奖

双色球投注技巧：

除了运气，找对方法也很重要
□记者 杨惠明

排列3第16077期预测

百位：0、3、5。十位：2、6、 8。个位：1、4、8。

红色球试荐：01、06、13、14、
15、18、20、21、22、27、29、30。

蓝色球试荐：02、04、05、06、
07。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5、11、
19，可杀号02、14；本期可能出现
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主要关注

四区。
推荐一个小复式：03 04

05 08 10 11 12 15 18 19 20
21。

徐新格

夏加其

福彩3D第2016077期预测

双色球第2016033期预测

22选5第2016077期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