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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姻记者金海燕报道
进入 1月，体彩 7星彩 500万元头奖持续中出，二等奖奖金

频频摸高，单注最高达到 500万元，与一等奖比肩，成为当之无愧
的明星游戏。前不久，在四川成都、浙江温州、广东顺德和惠州等
地，均有购彩者领走 500万元一等奖；在甘肃兰州、河南信阳、湖
北荆州等地，均有购彩者领走二等奖超百万元。

在 7星彩第 22004期开奖中，二等奖更是中出 1注 500万
元，奖金与当期一等奖奖金持平。自 7星彩上市发行以来，二等奖
奖金成色如此之高还是第一次。那么，为何进入新年以来，7星彩
会给购彩者带来如此大的惊喜呢？

7星彩自 2020年下半年改
版以来袁 头奖 500万元频频送
出袁不仅数量多尧单注奖金成色
也是十足遥 近日袁在四川成都尧
浙江温州尧 广东顺德和惠州等
地袁 均有购彩者现身领走 500
万元一等奖遥

在 7星彩第 22005期开奖
中袁四川成都一位购彩者通过一
张 5 注号码尧10 元投入的单式
票袁 中出 1注 500万元一等奖遥
当期的中奖号码为 399854+12遥

该中奖者是一位资深购彩
者袁从 7星彩刚上市就开始购买
体育彩票袁 基本上每期都机选袁
能够中得大奖既意外又高兴遥 中
奖者表示袁他已经退休了袁这笔
奖金正好可以当作退休金袁为自
己的晚年生活提供保障遥

在 7星彩第 22004期开奖
中袁浙江温州一位购彩者通过一
张 5 注号码尧10 元投入的单式
票袁 中出 1注 500万元一等奖遥
当期的中奖号码为 906244+11遥

该购彩者领奖时表示袁自
己一直喜欢购买大乐透尧7 星
彩尧6+1等游戏玩法袁 习惯小额
机选袁基本期期不落袁只要有时
间就会去体彩店买上几张遥1月
9日中午经过体彩店时袁他听销
售员说是 7星彩开奖日袁 就机
选购买了一张袁 没想到晚上就
中了大奖遥 该购彩者说院野大盘
游戏中奖都是概率问题袁 机选
和自选的概率是差不多的袁自
己选号太烧脑袁 我买 7星彩就

是给自己一份中奖的机会尧一
份美好未来的期望袁 至于中不
中奖就要用平常心来对待遥 这
次中 7星彩 500万很知足了遥 冶

在 7 星彩第 21151 期开奖
中袁广东顺德购彩者李先生通过
一张 5注号码尧10元投入的单式
票袁 中出 1注 500万元一等奖遥
当期的中奖号码为 613661+13遥

野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中奖
了遥 冶近日领奖时袁李先生透露袁
自己从 1995 年就开始接触彩
票袁一直支持体彩公益事业的发
展遥 购彩时袁他会先买一两张顶
呱刮袁 然后再买大乐透或 7星
彩遥 李先生习惯用自己看到的车
牌号码和家人的生日投注袁心中
也会有一个购彩金额袁不会盲目
投注遥 开奖当晚袁他得知自己中
了一等奖后并没有特别兴奋遥

在 7 星彩第 21147 期开奖
中袁广东惠州购彩者陈先生通过
一张 3注号码尧6元投入的单式
票袁 中出 1注 500万元一等奖遥
当期的中奖号码为 160279+3遥

领奖时袁陈先生透露袁自己
接触彩票已有 4年袁 购彩已经
成为日常生活的娱乐方式遥 野前
段时间清理家里的已开奖彩
票袁 没想到遗漏了一张 7星彩
彩票袁 后来就按照那张彩票上
的号码进行投注袁 没想到中了
大奖遥 冶对于这次的意外之喜袁
陈先生表现得比较平静袁 说院
野我打算买套房子袁改善一下家
里的生活条件遥 冶

7星彩不仅一等奖单注奖金
封顶 500万元袁 二等奖单注奖金
也是频频摸高袁最高达 500万元遥
在第 22004期开奖中袁 河南一位
购彩者中出 1 注 500 万元二等
奖袁 单注奖金与一等奖 500万元
持平袁成为彩市美谈遥 不仅如此袁
近期在甘肃兰州尧河南信阳尧湖北
荆州等地袁 均有购彩者现身领走
二等奖超百万元遥

在 7 星彩第 22005 期开奖
中袁 甘肃兰州购彩者王先生通过
一张经 2倍投的尧5注号码尧20元
投入的单式倍投票袁 中出 2注二
等奖袁单票收获奖金 146万元遥当
期的中奖号码为 399854+12遥

领奖时袁王先生表示袁中奖的
号码自己跟了一年多了袁 本期依
旧采取了单式票 2 倍投注的方
式袁 看到自己中奖后袁 激动了好
久遥据了解袁王先生是体彩的忠实
粉丝袁 大乐透尧7 星彩经常购买遥
多年来袁 王先生每天下班都习惯

买几注袁期期不落遥他说院野我每次
最多就买几十块钱袁 绝对不会超
过一百块钱遥我是工薪阶层袁买彩
票本来就是一件开心的事袁 不能
超过自己能力范围袁 那样也与我
的初衷相悖袁要保持一颗平常心袁
就算这次不中奖袁 我也会继续买
下去袁就当是作公益了遥 冶

还是在第 22005 期开奖中袁
河南信阳购彩者万先生花了 4元
钱袁 打了 2张投注号码一模一样
的单式票袁拿下 2注二等奖袁合计
收获奖金 146万元遥 当期的中奖
号码为 399854+12遥

领奖时袁 万先生说院野我购彩
20 年袁特别中意 7 星彩袁从 2004
年上市袁到 2020 年改版袁所有规
则我都了如指掌遥 根据新 7星彩
最新奖金分配规则袁 当期奖池资
金累积超过 3 亿元渊含冤时袁当期
一等奖与二等奖奖金分配比例倒
置袁 即一等奖分配奖金为当期奖
金额减去固定奖总额后的 10%袁

二等奖分配奖金为当期奖金额减
去固定奖总额后的 90%遥 一等奖
奖金单注最高仍为 500万袁 二等
奖单注奖金也能超过百万浴 这让
我特别心动遥 冶

在 7 星彩第 22003 期开奖
中袁 湖北荆州购彩者吴先生通过
一张经 3 倍投的尧1 注号码尧6 元
投入的单式倍投票袁 中出 3注二
等奖袁单票收获奖金 120万余元遥
当期的中奖号码为 435397+0遥

吴先生说袁 自己虽然喜欢购
买彩票袁但是却懒得去研究数字袁
每次基本都是机选遥 1月 5日上
午袁 吴先生买了 3注 7 星彩和 2
注其它游戏袁刚好凑了个 10元整
数袁便回家了遥 7日晚袁体彩店代
销者发现自己店里中出二等奖
120万元袁 便兴奋地在朋友圈庆
祝遥吴先生看到朋友圈后袁激灵了
一下袁立马去查看开奖号码袁发现
这个大奖正是自己所中遥

那么袁岁末年初袁7 星彩为何
会出现二等奖摸高的现象呢钥 这
和 7 星彩 2020 年改版后的游戏
规则息息相关遥 正如河南信阳的
资深购彩者万先生所分析的那

样袁根据 7星彩的奖金分配规则袁
当期奖池资金累积超过 3 亿元
渊含冤时袁当期一等奖与二等奖奖
金分配比例倒置袁 即一等奖分配
奖金为当期奖金额减去固定奖总

额后的 10%袁 二等奖分配奖金为
当期奖金额减去固定奖总额后的
90%遥 一等奖奖金单注最高仍为
500万袁 二等奖单注奖金也能超
过百万元遥

具体到第 22004期开奖袁当期

全国销量为 19174784元袁 开奖前
奖池 305649356.14元遥 根据计奖
规则袁7 星彩按当期销售总额的
50%尧13%尧37%分别计提彩票奖
金尧彩票发行费和彩票公益金遥 彩
票奖金分为当期奖金和调节基金袁
其中袁49%为当期奖金袁1%为调节
基金遥 由于当期的奖池超 3亿袁所
以二等奖分配奖金变为当期奖金
额减去固定奖总额后的 90%遥 因
此袁当期的固定奖奖金为=18*3000
元 +791*500 元 +15726*30 元 +
514218*5 元=3492370 元二等奖
的奖金额度=渊19174784元 *49%-
3492370 元 冤*90% =5312946.744
元遥 由于当期二等奖仅仅开出 1

注袁同时根据二等奖封顶 500万元
的规则袁所以二等奖得主最终拿到
了与一等奖得主一样的封顶 500
万元奖金遥

第 22005期袁 甘肃兰州和河
南信阳的两位购彩者均拿到了
146万元的二等奖奖金遥 当期单
注二等奖奖金为 73.19 万元遥 这
和第 22004期开奖结束后袁 奖池
仍余 3.01亿元袁息息相关遥 还有
第 22003期袁 湖北荆州一位购彩
者中出 120 万元二等奖奖金袁当
期二等奖的单注奖金为 40.16万
元遥同样袁这是由于在第 22002期
开奖结束后袁 奖池金额达到了
3.04亿元遥

500万头奖频中
多地购彩者领奖 亮点 二等奖奖金摸高 单注最高 500万

解读 奖池超 3亿 超高二等奖这样得来

延伸 大乐透和足彩均开出过 500万二等奖
事实上袁500 万元二等奖并

非 7星彩所独有袁体彩大乐透尧传
统足彩均开出过单注 500万元二
等奖遥尤其是传统足彩袁在奖池充
足的情况下袁一旦出现超级冷门袁
二等奖单注奖金就有可能达到

500万元遥在近期开奖的第 21159
期中袁 传统足彩就中出过 2 注
456万元二等奖遥 当期袁一等奖全
国无人中出袁二等奖仅中出 2注袁

单注奖金达到 456万元遥
往远了说袁2005年开奖的第

05016 期 尧2008 年 开 奖 的 第
08057 期 尧2014 年 开 奖 的 第
14012 期 尧2016 年 开 奖 的 第
16014期袁 传统足彩均开出过单
注 500万元的二等奖遥

体彩大乐透方面袁 在 2008
年开奖的第 08072 期中袁全国一
等奖空开袁 二等奖仅中出 1 注袁

单注奖金为 500 万元遥这和体彩
大乐透当时的游戏规则下袁奖金
分配比例倒置有着密切的关系遥
当然了袁根据最新的体彩大乐透
游戏规则袁已经没有一二等奖奖
金分配比例倒置一说了遥二等奖
的奖金总额为当期奖金额减去
固定奖总额后的 22%袁单注奖金
按注均分袁 单注最高限额封顶
500 万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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