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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经

彩经观察

大乐透奖池 3.16亿 超级行情在继续

万元大奖，好运气令人羡慕。
记者 郑晓莉
另一张中奖彩票是 3024 元的“10+4”复
今年以来，超级大乐透迸发出超强的活 式票，投注号码为“07、09、11、12、18、19、22、
力。截至 14019 期，大乐透已送出 41 注头奖， 27、29、32+05、08、11、12”，除了中得 1 注一
共产生 17 个千万元大奖。
等奖外，还中出 4 注二等奖、1 注三等奖、25
注四等奖、
100 注五等奖、125 注六等奖、500
单期再爆 2注头奖
注七等奖、526 注八等奖，单注中奖 1282 注，
仅轮空一期后，大乐透头奖重出江湖。第 总奖金达 838 万多元。
14019 期大乐透 2 月 19 日开出奖号“07、12、
在高销量的护航下，派出 2 注含金量十
22、29、32+11、12”。当期一等奖在全国中出 2
足的头奖后，大乐透奖池仍然维持在 3.16 亿
注，其中 1 注实施了追加，额外多拿到 478 万 多元的高位，今日开奖的第 14020 期，彩民 2
多元，令追加头奖总奖金达到了 1276 万多 元投注可中 1000 万元，3 元追加更有望冲击
元。
1600 万元大奖。
当期两位大奖得主投注方式大相径庭。
19期送头奖 41注
追加大奖的彩票上仅有 1 注单式号码，实施
追加后投注额仅 3 元，中奖者单挑命中超千
自 14001 期至 14019 期，大乐透共送出
■

3月足彩亚冠入围
胜负彩竞猜 17期
本报讯 2 月 20 日，国家体彩中
心公布 3 月份足彩赛程，共计有 55 期
竞猜，其中胜负彩 17 期与上月持平、6
场半全和 4 场进球各 19 期。欧冠淘汰
赛继续进行，亚冠也全面开展，周中彩
出现了欧冠+欧联+亚冠组合，而根据往
年经验看，这个月也将是大奖频出的月
份。
3 月份足彩竞猜对象为国际赛、欧
冠、欧罗巴、亚冠、英超、英冠、意甲、西
甲、德甲、德乙、法甲、法乙、荷甲、荷乙
的部分比赛。各大联赛竞争进入激烈时
期，每支球队也会根据当前的情况制定
相应的策略，因此这个月的足彩不会太
简单。
从具体安排情况看，本月的前三周
均是 4 期竞猜，而最后一周则是五期。
第一周周中期为国家队比赛，第二和第
三周是欧冠+欧罗巴+亚冠组合，届时肯
定会有中国球队入围。第四周是英冠、
德甲、德乙、意甲和西甲的组合，周末竞
猜都是常规安排。
（管信）

湖北体彩
官方微信平台
扫一扫，
体彩信息全知道

41 注头奖，其中达到或超过千万级别的就多
达 17 注。千万头奖的单注奖金依次分别为
1600 万元、1572 万元、1276 万元、1231 万
元、1195 万元、1155 万元、1073 万元（3 注）、
1020 万元、1000 万元（7 注）。
今年以来，在头奖连开 5 期后，仅空开
1 期，接着又连续 11 期不空档。且单期最
高送奖达 8 注之多，还有两期分别送出头
奖 5 注。
14016 期，一彩民独揽 5 注头奖，总奖
金高达 3163 万元，成为目前最大赢家。
3163 万巨奖仅出自一张单式票，5 注号码
5 倍投注，共花费 50 元，其中一注号码命
中奖号。
14011 期，一彩民 3 元投入，享追加头奖
1600 万元。第 14010 期，我省武汉 14011 销

售点一彩民仅花费 10 元，即中得 1000 万元
头奖。

大奖行情在继续
按大乐透近年年初出奖频繁的趋势，在
接下来开奖中，很有可能出现头奖井喷的情
况。
同时，年初还是大乐透超级大奖易爆发
的时间点。去年体彩最大奖 1.83 亿元即出自
年初的 2 月。结合目前大乐透奖池高悬，显然
已为头奖井喷和超级大奖的诞生提供了保
障。
年初头奖频出，是天时；丰盈的奖池金
额，是地利；彩民抓住投注时机，用适合自己
的投注方式进行投注，则是人和。把握机遇，
可赢得超级大奖。

大乐透“双高”利好 荆楚彩民中奖忙
后区一号之差错失头奖，仅中得二等奖 1
3.16 亿元的超高奖池，每期过亿元的销
量，喜欢超级大乐透的彩民，你准备好了吗？ 注，奖金 62013 元。而其他 4 注号码则中得
精选单式投注，巧选复式出击，再辅以追加、 4 注五等奖。
倍投，是目前最佳的选择。
这位彩民的投注手法，其实是一种变相
的胆拖。相比复式来讲，
胆拖精致小巧，其特
多倍投，收益翻倍
点是“省钱易中”。胆拖投注，只要选对了
奖池越高，倍投者越多。不少彩民视奖 “胆”，中奖并不难。
池多少而决定倍投数额，意在掏空奖池，欲一
小复式，中奖成串
举擒获惊天巨奖。目前，超高奖池下，倍投者
不断涌现。
复式投注，大乐透之中奖利器。大乐透具
备的 11 个中奖条件、8 个中奖等级优势，使
14017 期，十堰 60015 点一彩民选择 4
注单式号码投注，追加倍投 6 倍，花费 72 元， 得即便未中头奖，仍能获得丰厚回报。
结果中得 6 注五等奖（含追加），奖金共计
大乐透 14014 期，荆州 21071 点郭先生
（化姓）以一张 36 元的小复式票，投注“03、
5400 元。
14015 期，十堰 60117 点彩民夏先生单
09、11、21、27、29+03、09、11”，结果前区仅
盯 1 注号码“04、16、18、20、30+01、07”，倍 因一号之差错失好运，仅中得四等奖 2 注、五
投 22 倍，意图掏空奖池。结果前后区各差 1 等奖 4 注、六等奖 4 注、七等奖 8 注，奖金共
号，仅中得五等奖，因倍投 22 倍，揽奖 13200 计 8880 元。
元。
同样是 14014 期，仙桃 46021 点也有
可见，想放大收益，倍投是一种直接而简 一彩民中得诸多小奖。彩民李先生每期投入
单的方法。只要选中心仪的号码，进行倍投即 数百元，当期精挑细选出一组“ 8 +3”复式
可。即使未能中得头奖，小奖级亦能收益翻 单，投入 336 元，中得 8 注五等奖、4 注六等
倍。
奖、48 注七等奖、72 注八等奖，累积中奖
6040 元。
选胆准，注注有奖
2 月 15 日，大乐透 14017 期。十堰
大乐透 14019 期，恩施 98294 点一彩民 63003 点一彩民以 336 元的“8+3”复式投
投注 5 注单式号码，注注有奖，共揽奖 64413 注，命中五等奖 8 注、六等奖 4 注、七等奖 48
元。
注、八等奖 72 注，奖金 6040 元。
“所投号码包含了当期奖号，可惜就是
2 月 19 日，大乐透 14019 期。荆州
不在同一注上。”中奖彩民无不遗憾。当期， 21059 点一彩民以 42 元的“7+2”复式投注
通过走势及号码冷热，这位彩民前区精选 “07、09、12、22、29、32、33+04、09”，结果中
出“ 07 、11 、12 、22 、29 、32 、33 ”等 号 码 ，后 得三等奖 1 注、六等奖 10 注、八等奖 10 注，
区精选出“ 05 、06 、11 、12 ”号码。随意组合 合计中奖 7918 元。
后，变成 5 注单式号码。其中第 3 注号码因

投多期，守来好运
多期投注是守号者的福音，亦是一种省
时、省力的投注方式。
襄阳 70158 点彩民陈女士（化姓）是大乐
透的铁杆粉丝，买彩期期不落，钟情守号。每
期固定投注 2 注单式号码，为求方便省事，她
喜欢选择多期投注。
今年 1 月，陈女士选了 2 注号码多期投
注 15 期，花费 60 元。没想到的是，守至第
13 期时，第 2 注号码竟中得第 14014 期三
等奖 1 注，奖金 8599 元，开心不已。“不用
每天跑销售点，也不用惦记核对号码。收益
一下子翻了一百多倍。真是守出来的幸福
啊！”
目前，超级大乐透奖池高达 3.16 亿元，
加上过亿元销量的奖池累积，开出惊天巨奖、
获取超值奖金，已具备充分的条件。在“双高”
利好下，赢超值巨奖，复式、追加、倍投一个也
不能少。
（记者 郑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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