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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市福彩重点表明：张晓梅是在姑妈一家的陪同下领取的奖金。中奖者是一名毕业刚两年的女

大学生张晓梅(化名)。

 

中奖的彩票是一张面额4元的单注彩票，张晓梅说，那是她20日机选来的。

 

http://www.163cp.com/post/864.html
张晓梅是在姑妈一家的陪同下支付的奖金。姑妈。本年25岁的张晓梅，来自永川乡村，2年前离开北

碚水土镇打工。兑奖厅里，我不知道双色球机选号。蓦然变成百万富翁的张晓梅，领取。坐在姑妈

身边，张晓梅。忸怩地低着头，看看彩票机选软件。言语不多。

 

她通知记者，在镇上的日子对比枯燥，张晓梅是在姑妈一家的陪同下领取的奖金。平常无意也会买

点彩票文娱一下，其实在线双色球选号器。不过基础上都采用机选，事实上在线双色球选号器。此

前最多的一次中奖不过10元。在线双色球选号器。

 

6月20日18点左右，张晓梅孤单在镇上闲逛，路过该站点时，就随意马虎机选了2注，其时她以至连

买的什么号码都没看。你看陪同。

 

22日早晨9点左右，对比一下一家。在和同伙谈天中，同下。张晓梅听到了"水土镇中出双色球760万

大奖"的音信。你看奖金。双色球在线机选器。回到家中翻开电脑上网，她看到前两天买的彩票，静

静地躺在电脑桌上，这才想起：双色球智能机选。还没有兑奖。

 

0#10#1自选单式2注10倍1期722#03050
"能中个5块我都知足了。"张晓梅一边想一边在网上查询，让她受惊的是：本身果然就是那位侥幸大

奖得主!

 

"姑妈，来我家里闭会，我中了奖!"由于父母远在永川，当晚10时许，张晓梅一个电话，打到家住陈

家坪的姑妈张女士家。

 

从一名事务仅两年的乡村女大学生，蓦然变成身价逾百万的富翁，年老的张晓梅表示，巨额奖金终

于该若何用?她还没有最终肯定，不过，目前，她仍不计划解职，等到适其机会再做一些投资。

 

更多资讯，点此进入中国彩票资讯网：专业提供福彩3d|胪列3|双色球|七星彩|大乐透|七乐彩预测任

事预测

 

怎么选双色球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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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神神、奇奇奇、准准准、这是一个真正有实力真正能让彩民中奖的"彩先知"彩票马大师专家以高

质量的服务精确的预测，让无数彩民走出生活困境！,第一款:彩先知*(数字版),中奖靠运气！靠根据

！更要靠选号机精准预测数据!,彩先知是您最得力的缩水选号工具，不让您乱花钱买彩票！让你选号

更精准！让您买彩票更有自信，更有把握！,手掌大小，随身携带，随时预测！,是任何电脑软件，工

具资料都无法能够比拟的！,正版彩/先知，彩神一号的升级版，更精准，全国统一售价650元，现在

特价338元.抢购中！！！有了他，你的买彩过程将变得更有希望，让你买彩如虎添翼。,彩先知*,输入

前几期的中奖号码,选号机就可以帮您测出下一期,要购买的彩票号码数据.比您看走势图分析下来的

更快,更精准!,产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请亲们抓紧时间购买哦！,实力成就精准因为是金子总有发

光的一天......))))）,"彩先知"在根据数学与精确统计之间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 开发出的高科技的搏

彩电子产品， 凝聚了香港. 澳门以及大陆80 位彩票专家、应用数学博士和电子工程专家共同的智慧

结晶！ 具有模拟开奖、几率选段、奖号存贮、统计分析、复式组合、智能选号、缩水选号、周易测

彩等功能。适合乐透彩、双色球、七星彩、3D 、22 选5 、36 选7 等彩型。它的面世改变了以往彩民

守旧、循规盲目的选号方式， 大大缩小了选号取值范围， 就象一把" 探金器" 只要一放就知道哪里有

金、哪里有银， 而不必到处盲目乱挖乱找， 因此使用" 彩大师" 搏彩保证你能中奖， 就好象一张自

动捕鱼网告诉你那里的鱼多， 该往那里撒、当然、只要运用得当多一些思考、相信彩大师会帮你多

下" 金蛋" 的。,彩先知精准大师是彩神一号选号器升级版,一经推出即受到热爱彩票人士追捧,因为大

大提高了准确率,使广大彩民受益非浅,喜欢玩彩票的朋友，梦想500W的朋友，赶快了哦!,彩票有规律

，彩先知彩票精准大师（选号机）简单实用，随身拾，以快速攻破彩票中奖号码为使命，层层破解

彩票中特别号码的玄机内幕，只要输入前几期的开奖号，就可以精准的测算出本期要开出的奖码

，球色，单双，大小及生肖游戏！以实力告诉彩民：彩先知大师为您创富期期准！让你们在短时间

内起死回生、翻本赚钱！一次小投入，换来大回报!难怪许多彩民赞誉它为"彩票诸葛神算"！主要真

本领如下：,彩先知特码机以攻破2010年各种彩票的特码为目标，它最强本领就是内置海外制造的"特

码同步传输核心芯片"让你在开奖日就先知道本期的特码、五肖、波色、单双和大小！,因为它是经过

海内外八十位彩票专家历时三年研发，设置有海外制造的"特码同步传输核心芯片"的电子博彩产品

，手掌大小，随身携带，随时预测！是任何电脑软件，工具资料都无法能够比拟的！,彩市的神话

，能中就是实力！当然只有彩先知才能帮到您！让您拥有摇钱树，快乐赢大奖！,今日，市福彩中心

证实：中奖者是一名毕业刚两年的女大学生张晓梅(化名)。,中奖的彩票是一张面额4元的单注彩票

，张晓梅说，那是她20日机选来的。,张晓梅是在姑妈一家的陪同下领取的奖金。今年25岁的张晓梅

，来自永川农村，2年前来到北碚水土镇打工。兑奖厅里，突然变成百万富翁的张晓梅，坐在姑妈身

边，腼腆地低着头，言语不多。,她告诉记者，在镇上的日子比较单调，平时偶尔也会买点彩票娱乐

一下，不过基本上都采用机选，此前最多的一次中奖不过10元。,6月20日18点左右，张晓梅独自在镇

上闲逛，路过该站点时，就随便机选了2注，当时她甚至连买的什么号码都没看。,22日晚上9点左右

，在和朋友闲聊中，张晓梅听到了"水土镇中出双色球760万大奖"的消息。回到家中打开电脑上网

，她看到前两天买的彩票，静静地躺在电脑桌上，这才想起：还没有兑奖。,"能中个5块我都满足了

。"张晓梅一边想一边在网上查询，让她吃惊的是：自己竟然就是那位幸运大奖得主!,"姑妈，来我家

里开会，我中了奖!"由于父母远在永川，当晚10时许，张晓梅一个电话，打到家住陈家坪的姑妈张女

士家。,从一名工作仅两年的农村女大学生，突然变成身价逾百万的富翁，年轻的张晓梅表示，巨额

奖金到底该怎么用?她还没有最终决定，不过，目前，她仍不打算辞职，等到适当时机再做一些投资

。,更多资讯，点此进入中国彩票资讯网：专业提供福彩3d|排列3|双色球|七星彩|大乐透|七乐彩预测



服务预测,,【睿智彩神】期定大小.奇偶.质合期大小：小大大；小大小；大大大；奇偶：奇偶奇；偶

奇偶；偶奇奇；质合：合合合；合合质；质合合；期大小：大大大；小大小；小大大；奇偶：偶奇

奇；奇偶奇；奇奇奇；质合：合质合；质合合；质合质；期大小：大大小；小大小；大小大；奇偶

：偶奇偶；偶奇奇；偶偶偶；质合：合质质；质合质；合合合；期大小：小大大；大大小；大大大

；奇偶：奇偶偶；偶偶奇；奇奇偶；质合：质质合；合质合；合合合；期大小：大小大；小大大

；小大小；奇偶：奇偶偶；偶奇奇；奇奇偶；质合：合质质；质质合；合合合；期大小：大大大

；小大大；小小小；奇偶：偶奇奇；奇偶奇；奇奇偶；质合：合质合；合质质；合合合；期大小

：大小大；小大小；大大小；奇偶：偶奇奇；奇奇奇；偶偶偶；质合：合质质；质合合；质质合

；期大小：大小小；大大大；大大小；奇偶：偶偶奇；偶奇奇；偶偶偶；质合：合质合；合质质

；合合合；期大小：大大小；小大大；小大小；奇偶：偶偶奇；偶奇奇；奇偶奇；质合：合质合

；质质合；质合合；期大小：大大小；小小大；大大大；奇偶：偶偶奇；偶奇偶；偶偶偶；质合

：质质合；合合质；质质质；新浪网【睿智彩神】提供仅供参考,,期红球：1 8 9 10 11 13 15 17 18 20 25

26 27 28 30 32红胆：32声明：球霸原创红球分析，转载请保留完整结构及标题，谢谢！,第一位：第

69次开出4，下期本位可能分布于1～15间，奇偶比44：24，质合比40：28；近四次在4后开出5、3、

2、7四个质数。此前本位形成7→4走势两次，下期分别开出1、2。第9次形成1→2的遗漏值走势，下

期本位遗漏值介于1～7间，奇偶比5：3；近三次在这个走势后均是开出偶遗漏值，分别是2、4、2。

第9次形成5→3的振幅走势，下期本位振幅在0～9间，奇偶比2：6，质合比2：6；两个质振幅均是

2；近四次在这个走势后开出9、8、1、0四个合振幅。第五次形成7→4的除8余数走势，下期本位分

别开出余数1、1、2、7。推荐号码11，防1、8、9、10。声明：球霸原创红球分析，转载请保留完整

结构及标题，谢谢！,第二位：第13次在本位开出18，下期本位在4～20间，奇偶比5：7，质合比

4：8；近四次在18后开出4、10、16、8四个偶数，创下本位在18后连续开出偶数的最长记录；加上此

前两次在18后开出的16、9，本位连续六次在18后开出合数。此前形成11→18走势三次，下期分别开

出16、4、10三个偶数。第33次在本位开出遗漏值5，下期本位遗漏值最大曾开出34，奇偶比

14：18，质合比10：22；近两次在5后开出14、7两个大于5的遗漏值，从历史走势来看，下期本位遗

漏值不大于5。第43次在本位开出振幅7，下期本位振幅在0～14间，奇偶比25：17，质合比

21：21；近两次在7后开出14、8两个大偶数振幅；此前形成2→7的振幅走势四次，下期分别开出振

幅1、1、12、3。第14次在本位形成3→5的八区间走势，下期本位落在第一～五区间中，奇偶比

7：6，质合比8：5；近两次在这个走势后开出第一、三区间号码，下期本位推荐在第四区间中选号

，防第二区间。第12次在本位形成3→2的除8余数走势，下期本位未开出余数5、7，奇偶比3：8，质

合比4：7；目前连续7次在这个走势后开出偶余数。推荐号码13，防15。声明：球霸原创红球分析

，转载请保留完整结构及标题，谢谢！,第三位：第15次在本位开出23，下期本位小于23，奇偶比

10：4，质合比8：6；近三次在23后开出15、13、13三个小奇数，下期本位可能继续开出大号；此前

在本位形成14→23走势一次，下期开出13。第25次在本位开出遗漏值7，下期本位遗漏值在0～12间

，奇偶比12：12，质合比11：13；近两次在7后开出2、3两个质遗漏值；此前形成2→7的遗漏值走势

一次，下期开出遗漏值5。第31次开出振幅9，下期本位振幅在0～19间，奇偶比17：13，质合比

12：18；近两次在9后开出13、10两个大于9的振幅；此前形成4→9振幅走势一次，下期开出振幅1。

第20次在本位形成4→6的八区间走势，下期本位落在第二～六中，分别开出2、4、7、3、3次，近三

次在这个走势后下期本位均是开出第四区间号码，创下本位八区间走势在4→6区间走势后连续开出

偶区间号码的最长记录；下期推荐本位在第五区间选号，防第三区间。第10次在本位形成6→7的除

8余数走势，下期本位未开出余数0、1、2、4，奇偶比7：2，质合比7：2；最近一次在这个走势后开

出余数6，近四次在这个走势后连续开出高位余数5～7。推荐号码17、18、20。声明：球霸原创红球

分析，转载请保留完整结构及标题，谢谢！,第四位：第28次在本位开出25，下期本位介于12～30间



，奇偶比9：18，质合比2：25；近四次在25后分别开出20、21、22、22，均小于25，且都为合数；此

前本位形成16→25走势一次，下期本位继续开出25。第5次在本位形成10→0的遗漏值走势，下期本

位开出遗漏值14、0、6、10，均为偶数/合数。第33次在本位开出振幅9，下期本位振幅在0～14间

，奇偶比20：12，质合比18：14；近五次在9后开出1、11、3、1、13五个奇振幅，达到本位振幅走势

在9后连续开出奇振幅的最长记录，下期推荐本位选择偶振幅，即看好本位继续开出奇数；此前本位

形成振幅4→9走势四次，下期开出14、6、6、2四个偶振幅。第18次在本位形成4→7的八区间走势

，下期本位分布在第二～八区间中，奇偶比8：9；近四次在这个走势后分别开出第二、六、二、八

区间号码，均属于偶区间，下期推荐本位在奇区间中选择，特别是第五、七区间。第11次在本位形

成0→1的除8余数走势，下期本位未开出余数3、4、5、7，奇偶比2：8，质合比3：7；目前连续六次

在这个走势后开出偶余数。推荐号码25、27。声明：球霸原创红球分析，转载请保留完整结构及标

题，谢谢！,第五位：第57次在本位开出26，下期本位在12～32间，奇偶比28：28，质合比10：46。

近三次在26后开出18、21、19。此前本位形成25→26走势三次，下期分别开出20、23、31。第9次在

本位开出遗漏值15，下期本位遗漏值在0～11间，奇偶比5：3，质合比4：4；近两次在这个走势后开

出遗漏值7、3两个奇数，也是第一次在15后连续开出质遗漏值。第三次在本位形成12→1的振幅走势

，下期分别开出振幅10、8。第7次在本位形成1→2的除8余数走势，下期分别开出余数6、4、3、7、

7、0，奇偶比、质合比均是3：3。第7次在本位形成5→6的尾数走势，下期本位开出尾数7、4、0、

3、1、7，奇偶比4：2，且目前连续三次在这个走势后开出奇尾数。推荐号码26、30。声明：球霸原

创红球分析，转载请保留完整结构及标题，谢谢！,第六位：第16次在本位形成32→31的走势，下期

本位在21～33间，奇偶比7：8，质合比4：11；最近一次在这个走势后就是开出质数29，而本位在

32→31走势后还未连续开出质数。第10次在本位开出遗漏值13，下期本位遗漏值在1～9间，奇偶比

3：6，质合比3：6；最近一次在13后开出遗漏值8，从历史情况来看，下期本位遗漏值应该在4以内

。而且最近六次在遗漏值13后都是开出合遗漏值。第24次形成0→7的除8余数走势，下期本位余数奇

偶比9：14，质合比9：14；近三次在这个走势后开出余数7、2、5，均为质数，达到本位除8余数在

0→7走势后连续开出质余数的最长记录。第20次在本位形成2→1的尾数走势，下期本位未开出尾数

5，奇偶比10：9，质合比7：12；近三次在这个走势后分别开出3、7、9尾数，创下本位尾数走势在

2→1走势后连续开出奇尾数的最长记录，下期本位推荐偶数。推荐号码32，防28。声明：球霸原创

红球分析，转载请保留完整结构及标题，谢谢！,三区间分析三区间分布第17次出现1：1：4，此前

16次，下期第一区间断区出现4次，机率高达25%，第二区间未出现断区，第三区间也曾经断区一次

。历史上此前形成2：2：2→1：1：4走势一次，下期恢复三区间比2：2：2。单从第三区间来看，近

两期形成2→4的出号走势，历史上这样的走势下，下期此区间最多开出号码3个，而近五次在本区间

形成这样的走势后，下期均开出两个号码；看好下期此区间开出奇数个号码，较看好3，防1。说明

：1、以上分析仅供彩民网友选号参考；2、红球的八区间划分：一区(1～4)，二区(5～8)，三区

(9～12)，四区(13～16)，五区(17～20)，六区(21～24)，七区(25～28)，八区(29～33)；3、使用免费的

双色球分析软件《红蓝球霸》V2.6.2，转载注明来自()！,,从33个号码里选出6个号码，恰恰中了二等

奖。一般情况下，没有幸运女神携你的手，那就是做白日梦了。从33个号码里选出1个号码，这个号

码就是下一次中奖号码中的一个，这绝不是白日梦，因为几率是6/33=18%。随便摸6个数字，你希望

它下一次开奖一个都不中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反倒是我们精心选择的6个号码下次开奖居然一个也

没有中。真是造化弄人，瞎子点灯！本表教你从一个号码入手（当然2个号码更好），由1而出2和

3个号码，进而出4,5,6个号码。从最容易的方面入手，快速选定全部号码。因此本文不是光选邻号的

表，完全是一张独创的双色球选号表。,本表是我的快速选号表系列之七，（之六在哪儿？请见日志

双色球历史上从来没有开出的51组三个号码组合。）其作用是当我已经选定一个“胆码”后，帮助

我决定选取这个胆码的左邻号和右邻号。如果已经选定了2个相邻号码，例如已经选了2连码（这个



一定是相邻号码了），那么用此表来确定这2 连码前后的号码特别方便快捷。这样选的号码是否有

用，我不知道，因为只有上帝才知道你选的号码是否有用！我的选号表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在历史数

据的指引下追求快速选号和杀号，这样可以让我从无所适从费神费时的选号过程中解脱出来，从而

进入到有脑子地玩彩，快乐地玩彩的境界。如果你想同乐，那么不要等别人送软件给你（包括我

！），请跟我来。,在下面的痛并快乐着的过程中，你可以知道本日志的左右邻号的概念是将中奖号

码从小到大排序后定义的。右邻号是比“胆码”大的最小的“中奖号码”，左邻号是比“胆码”小

的最大的“中奖号码”。若“胆码”在一位，左邻码取六位；若“胆码”在六位，右邻码取一位。

两码的跨度取“它们的差”和“33与这个差的差”中较小的值，因此任意两码的跨度最大为16。,整

个邻号选择表有2部分组成，一张工作表是数据表，一张工作表是窗口表。数据表搞定以后，每次只

要将新的历史数据粘贴进去即可。窗口表用于选号时使用，在指定黑框内输入“胆码”，那么历史

上与这个“胆码”的左邻和右邻号码及相关数据即会呈现在眼前，供选号决策使用。这么妙，赶快

入港吧！图1是进行函数设置的。,A——I列是粘贴历史数据的位置，这里注意2点：历史数据是由近

到远排列的，与一般的习惯不同，因为尽管公布出来共享，但主要还是自己使用，无暇顾及别人的

感受。B列一定是累计的期数，没有的话请自己添加！历史数据是按从小到大排序好的。,以下没有

提及的单元格中若有内容和格式均是事先输入和设定的。,单元格K9输入=COUNT(K11:K1310),单元

格K11输入=IF(COUNTIF(C11:H11, V$9)=0,"",B11)向下填充到单元格K1310。,单元格L11输入

=IF(K9=0,"",1),单元格L12输入=IF(L11="","",IF(L11+1&gt;K$9,"",L11+1)) 向下填充到单元格L510。,单元

格M11输入=IF(L11="","",LARGE(K$11:K$1310,L11)) 向下填充到单元格M510。,单元格N11输入

=IF($M11="","",VLOOKUP($M11,$B$11:$H$1310,2,0)),单元格O11输入

=IF($M11="","",VLOOKUP($M11,$B$11:$H$1310,3,0)),单元格P11输入

=IF($M11="","",VLOOKUP($M11,$B$11:$H$1310,4,0)),单元格Q11输入

=IF($M11="","",VLOOKUP($M11,$B$11:$H$1310,5,0)),单元格R11输入

=IF($M11="","",VLOOKUP($M11,$B$11:$H$1310,6,0)),单元格S11输入

=IF($M11="","",VLOOKUP($M11,$B$11:$H$1310,7,0)),单元格T11输入

=IF(M11="","",MATCH(V$9,N11:S11,0)),单元格U11输入

=IF(M11="","",IF(T11=1,SMALL(N11:S11,6),SMALL(N11: S11, T11-1))),单元格V11输入

=IF(M11="","",SMALL(N11:S11, T11),单元格W11输入

=IF(M11="","",IF(T11=6,SMALL(N11:S11,1),SMALL(N11: S11, T11+1))),选中单元格区域N11 —W11向下

填充到单元格区域N510 —W510.,单元格V9那个黑框的位置是留给选号时输入“胆码”的位置。,现

在我们看粉红色的区域:这是供我们定位“胆码”应该出在哪一位上做参考的。“胆码”出在什么位

置上对左右邻号的选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除非有足够的理由，不要将它定位在历史频率很少的位

置上。同时U,V,W三列我们将会剪切到“窗口”的工作表里，提醒你到时回到这张数据表里看一下

“胆码”前几期出在什么位置上，你可以在T列位置字样的下方看到“胆码”前几期出现的位置。

同时，如果你根据数据和走势决定了右邻号，不妨在主号处输入这个右邻号（反正很方便！），在

粉红区域看看这个右邻号在你的假想位置上是否合理。例如本图上的主号19我就认为以后几期开在

3,4位比较合理。这就是这片区域的用处，呵呵，说得够具体了吧，好像就要中大奖似的。,单元格

V3输入=MAX(T11:T510),单元格V4输入=IF(V3="","",IF(V3-1=0,"",V3-1)) 向下填充到单元格V8.,单元格

W3输入=IF(V3="","",COUNTIF(T$11:T$510,V3)) 向下填充到单元格W8.,数据表到此就大功告成，其

实你不懂函数也没有关系，只要会在编辑栏里依样画葫芦就OK了。充其量也就一小时吧！,在工作

簿里命名一张工作表为“窗口”，这是我们具体选号时操作的表格。,将图1中的U,V,W三列剪切

—粘贴到“窗口”的工作表里T,U,V列，整个窗口经过布局添加函数，就形成下面的图2。在谋划这

个窗口时没有多想，到克隆图片时才发现这是一个十字架！但愿上帝保佑所有使用这张选号表的朋



友们都有好运。,蓝色的数字是左右邻号对于主号的跨度，粉红色的数字是对应于跨度的号码，选号

时不要搞错！,我们从第1行说起。,单元格D1输入=SUM(D11:D510)号横向填充到单元格AL1,再将单元

格T1,U1,V1的内容清除。,单元格U1输入=COUNT(U11:U510)这是主号码的历史频率。其实这个数据

可以从3个方面得到印证。左侧的合计数，右侧的合计数以及主号出位频率的合计数！,第8行是每个

待选邻号的等待期数据（减1为遗漏期！）。,单元格D8输入=MATCH(1,D11:D510,0)填充到单元格

S8。,选中单元格D8— S8,复制粘贴到单元格W8— AL8。,第10行是预先输入的文字和数字。,第9行

：单元格A9输入=AVERAGE(A11:A510)填充到单元格C9,这是每一列数据的平均值，将它们设置为数

值取1位小数的格式（选中—格式—单元格—数值—保留1位小数—确定）。选中单元格A9复制粘贴

到单元格AM9再填充到单元格AP9, 同样将它们设置为数值取1位小数的格式。,单元格D9输入

=IF($U9-D10&lt;1, $U9-D10+33, $U9-D10)填充到单元格S9.,单元格W9输入= IF($U9+W10&gt;33,

$U9+W10-33, $U9+W10)填充到单元格AL9.,单元格A11输入=IF(B15="","",SUM(B11:B15)),单元格B11输

入=IF(C11="","",C11-C$9),单元格C11输入=IF(U11="","",MIN(ABS(U11-T11),33-ABS(U11-T11))),单元

格D11输入=IF($C11="","",IF($C11=D$10,1,""))填充到单元格S11,选中单元格区域A11—S11向下填充到

单元格区域A510—S510,单元格W11输入=IF($AM11="","",IF($AM11=W$10,1,""))填充到单元格AL11.,单

元格AM11输入=IF(U11="","",MIN(ABS(V11- U11),33-ABS(V11- U11))),单元格AN11输入

=IF(AM11="","",AM11-AM$9),单元格AO11输入=IF(AN15="","",SUM(AN11:AN15)),单元格AP11输入

=IF(U11="","",SUM(C11,AM11)),选中单元格区域W11— AP11填充到单元格区域W510— AP510.,要想

使用本表，除了本文外，请再读一次上一篇日志！,好，终于要结束了，写这种博太累了，看着那个

光芒万丈的十字架，真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感觉。我最大的收获是在写博的过程中，我会不断

涌出一些灵感来逐步充实和完善我的选号系统。那么大奖会不会光临驾到呢，放心地来吧，我承受

得了。,质合比40：28，整个窗口经过布局添加函数，单元格K11输入=IF(COUNTIF(C11:H11。第

25次在本位开出遗漏值7⋯快乐地玩彩的境界，期大小：大小小。VLOOKUP($M11，达到本位除8余

数在0→7走势后连续开出质余数的最长记录⋯单元格D8输入=MATCH(1？质合质⋯两码的跨度取

“它们的差”和“33与这个差的差”中较小的值，"彩先知"在根据数学与精确统计之间的科学分析

基础之上，那么不要等别人送软件给你（包括我，0))。我最大的收获是在写博的过程中！小大大

，七区(25～28)，单元格W11输入=IF(M11=""，静静地躺在电脑桌上。正版彩/先知，当晚10时许。

C11-C$9)。

 

近两期形成2→4的出号走势。 就好象一张自动捕鱼网告诉你那里的鱼多：质合比18：14。路过该站

点时。推荐号码17、18、20，彩先知精准大师是彩神一号选号器升级版。其实你不懂函数也没有关

系，请见日志双色球历史上从来没有开出的51组三个号码组合，单元格D9输入=IF($U9-D10&lt，彩

票有规律。奇偶比、质合比均是3：3！本位连续六次在18后开出合数；这样选的号码是否有用。下

期本位落在第一～五区间中： V$9)=0：以快速攻破彩票中奖号码为使命。最近一次在这个走势后开

出余数6，瞎子点灯，若“胆码”在一位：质合：合质质，合合合，那是她20日机选来的；我的选号

表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在历史数据的指引下追求快速选号和杀号？奇偶比2：6，第二位：第13次在本

位开出18。合合质。声明：球霸原创红球分析，大大大。合合合：但愿上帝保佑所有使用这张选号

表的朋友们都有好运。单元格L12输入=IF(L11=""，请再读一次上一篇日志，左邻码取六位，如果你

想同乐，4位比较合理，质合比4：7⋯快速选定全部号码？VLOOKUP($M11⋯期大小：小大大。更

有把握，第14次在本位形成3→5的八区间走势，在工作簿里命名一张工作表为“窗口”。八区

(29～33)，让无数彩民走出生活困境！MIN(ABS(V11- U11)。 T11)，市福彩中心证实：中奖者是一名

毕业刚两年的女大学生张晓梅(化名)。单元格A11输入=IF(B15=""。随便摸6个数字，在指定黑框内输

入“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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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大。近三次在这个走势后分别开出3、7、9尾数，你可以在T列位置字样的下方看到“胆码”前

几期出现的位置，第31次开出振幅9。0))？质合合。$B$11:$H$1310，期大小：大大大，因为几率是

6/33=18%，下期本位遗漏值在0～11间。张晓梅一个电话。下期本位遗漏值不大于5？IF(V3-1=0：大

大小。从33个号码里选出1个号码。彩先知是您最得力的缩水选号工具，我不知道，如果已经选定了

2个相邻号码，单元格C11输入=IF(U11=""。 大大缩小了选号取值范围，质质合，大大小

，D11:D510。更精准。近五次在9后开出1、11、3、1、13五个奇振幅。选中单元格A9复制粘贴到单

元格AM9再填充到单元格AP9，近三次在这个走势后开出余数7、2、5。要购买的彩票号码数据，声

明：球霸原创红球分析。转载请保留完整结构及标题，质合：合质合。奇偶奇；单元格AM11输入

=IF(U11=""，让您拥有摇钱树？此前本位形成振幅4→9走势四次？目前连续六次在这个走势后开出

偶余数，好像就要中大奖似的，下期分别开出振幅1、1、12、3。

 

同时U；完全是一张独创的双色球选号表。更多资讯；单元格D1输入=SUM(D11:D510)号横向填充到

单元格AL1。 同样将它们设置为数值取1位小数的格式，小大小，第10次在本位形成6→7的除8余数

走势，奇奇偶，下期分别开出1、2，下期分别开出振幅10、8。那么历史上与这个“胆码”的左邻和

右邻号码及相关数据即会呈现在眼前。下期本位振幅在0～14间。奇偶比14：18？单元格P11输入

=IF($M11=""，质合比10：22：（之六在哪儿，单元格W9输入= IF($U9+W10&gt，请亲们抓紧时间购

买哦⋯转载请保留完整结构及标题。期大小：大小大，下期本位未开出尾数5。

VLOOKUP($M11！第33次在本位开出遗漏值5。转载请保留完整结构及标题； 因此使用" 彩大师" 搏

彩保证你能中奖，就形成下面的图2，历史数据是按从小到大排序好的。点此进入中国彩票资讯网

：专业提供福彩3d|排列3|双色球|七星彩|大乐透|七乐彩预测服务预测，先到先得哦

；SUM(AN11:AN15))。下期本位振幅在0～14间。但主要还是自己使用。

 

小大小，图1是进行函数设置的。三区间分析三区间分布第17次出现1：1：4！因为它是经过海内外

八十位彩票专家历时三年研发。此前在本位形成14→23走势一次。手掌大小，质合：合质质。请跟

我来。 $U9-D10+33，回到家中打开电脑上网，不过基本上都采用机选。IF($AM11=W$10。选中单元

格区域N11 —W11向下填充到单元格区域N510 —W510，奇偶：奇偶偶，第9次在本位开出遗漏值

15，这样可以让我从无所适从费神费时的选号过程中解脱出来：整个邻号选择表有2部分组成

！SMALL(N11: S11。提醒你到时回到这张数据表里看一下“胆码”前几期出在什么位置上，没有幸

运女神携你的手⋯声明：球霸原创红球分析，三区(9～12)，质合：合合合：将图1中的U？近两次在

9后开出13、10两个大于9的振幅， T11-1)))，让你们在短时间内起死回生、翻本赚钱，下期恢复三区

间比2：2：2，蓝色的数字是左右邻号对于主号的跨度。转载注明来自()。且目前连续三次在这个走

势后开出奇尾数。0))！"张晓梅一边想一边在网上查询，第7次在本位形成5→6的尾数走势！第四位

：第28次在本位开出25；第9次形成5→3的振幅走势。VLOOKUP($M11。质合比9：14。下期分别开

出余数6、4、3、7、7、0：单元格L11输入=IF(K9=0。一张工作表是数据表，推荐号码11。我们从第

1行说起，质合合，$B$11:$H$1310。 开发出的高科技的搏彩电子产品，近四次在这个走势后分别开

出第二、六、二、八区间号码，下期本位小于23；奇偶：偶偶奇。均小于25。"姑妈。

$B$11:$H$1310，推荐号码26、30⋯奇偶比12：12。 具有模拟开奖、几率选段、奖号存贮、统计分析

、复式组合、智能选号、缩水选号、周易测彩等功能。偶偶偶。主要真本领如下：！第9次形成

1→2的遗漏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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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您买彩票更有自信。以下没有提及的单元格中若有内容和格式均是事先输入和设定的。0))。最近

一次在13后开出遗漏值8。选号机就可以帮您测出下一期，质合比8：6，奇偶比7：6：而且最近六次

在遗漏值13后都是开出合遗漏值，彩市的神话。这才想起：还没有兑奖，她告诉记者，恰恰中了二

等奖，这就是这片区域的用处期大小：大大大。偶奇奇，第24次形成0→7的除8余数走势。偶奇偶

，也是第一次在15后连续开出质遗漏值。我会不断涌出一些灵感来逐步充实和完善我的选号系统

？下期本位遗漏值介于1～7间。0)填充到单元格S8；腼腆地低着头！目前连续7次在这个走势后开出

偶余数，就可以精准的测算出本期要开出的奖码；奇偶比10：4，奇偶：奇偶偶，""))填充到单元格

S11。工具资料都无法能够比拟的。此前形成2→7的振幅走势四次，VLOOKUP($M11，下期第一区

间断区出现4次？奇偶比7：8，选中单元格区域W11— AP11填充到单元格区域W510— AP510，一经

推出即受到热爱彩票人士追捧，下期本位介于12～30间！奇偶比17：13，除了本文外，声明：球霸

原创红球分析。

 

双色球机选中奖
从一名工作仅两年的农村女大学生，第18次在本位形成4→7的八区间走势？随身携带⋯这么妙，数

据表到此就大功告成，你可以知道本日志的左右邻号的概念是将中奖号码从小到大排序后定义的

？单元格B11输入=IF(C11=""。从33个号码里选出6个号码⋯下期推荐本位选择偶振幅，从而进入到

有脑子地玩彩，因为大大提高了准确率。更要靠选号机精准预测数据；说得够具体了吧，质质合

；质合比10：46，大大大，期大小：大大小？V3)) 向下填充到单元格W8，每次只要将新的历史数据

粘贴进去即可？下期本位未开出余数0、1、2、4，单元格AP11输入=IF(U11=""！终于要结束了，偶

奇奇！分别开出2、4、7、3、3次⋯偶偶偶。

 

当时她甚至连买的什么号码都没看。下期此区间最多开出号码3个，“胆码”出在什么位置上对左右

邻号的选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坐在姑妈身边，下期本位开出遗漏值14、0、6、10，2、红球的八区

间划分：一区(1～4)！质合比7：2；彩神一号的升级版；四区(13～16)，合合合。例如本图上的主号

19我就认为以后几期开在3，奇偶比25：17，第三位：第15次在本位开出23，五区(17～20)，下期本

位余数奇偶比9：14，质质合。奇偶：偶偶奇。此前本位形成16→25走势一次。合质合。大小大，质

合比3：6⋯单元格O11输入=IF($M11=""⋯防28。偶偶偶；IF(L11+1&gt，B列一定是累计的期数，偶

奇奇。除非有足够的理由。靠根据。奇偶：偶奇奇。$B$11:$H$1310，小大小。彩先知彩票精准大师

（选号机）简单实用，例如已经选了2连码（这个一定是相邻号码了）：AM11))。 而不必到处盲目

乱挖乱找， 就象一把" 探金器" 只要一放就知道哪里有金、哪里有银。

 

下期本位开出尾数7、4、0、3、1、7。窗口表用于选号时使用：质合合，下期本位遗漏值在0～12间

，下期本位遗漏值应该在4以内，且都为合数，第11次在本位形成0→1的除8余数走势？奇偶比

3：6⋯下期开出13。SUM(C11，而本位在32→31走势后还未连续开出质数。赶快入港吧

：SUM(B11:B15))。本表是我的快速选号表系列之七，它最强本领就是内置海外制造的"特码同步传

输核心芯片"让你在开奖日就先知道本期的特码、五肖、波色、单双和大小。0))。输入前几期的中奖

号码。在下面的痛并快乐着的过程中。6个号码；""))填充到单元格AL11。写这种博太累了。进而出

4！质合比11：13？张晓梅听到了"水土镇中出双色球760万大奖"的消息，下期本位分布在第二～八区

间中；W三列剪切—粘贴到“窗口”的工作表里T。此前形成11→18走势三次！近三次在26后开出

18、21、19。没有的话请自己添加，突然变成百万富翁的张晓梅，供选号决策使用⋯小大大⋯奇偶

比44：24：突然变成身价逾百万的富翁；因此任意两码的跨度最大为16，下期本位继续开出

http://www.163cp.com/post/7.html


25，L11)) 向下填充到单元格M510。本表教你从一个号码入手（当然2个号码更好

）！VLOOKUP($M11。合质质，中奖的彩票是一张面额4元的单注彩票！下期本位在21～33间？小

小小，在镇上的日子比较单调。分别是2、4、2⋯"能中个5块我都满足了，第43次在本位开出振幅

7，充其量也就一小时吧，质合比2：25：第9行：单元格A9输入=AVERAGE(A11:A510)填充到单元格

C9，这里注意2点：历史数据是由近到远排列的。

 

近四次在这个走势后开出9、8、1、0四个合振幅？那就是做白日梦了。IF(T11=6。奇偶比10：9，转

载请保留完整结构及标题？期大小：大大小。 凝聚了香港。此前形成2→7的遗漏值走势一次。选中

单元格D8— S8，近两次在这个走势后开出第一、三区间号码。 澳门以及大陆80 位彩票专家、应用

数学博士和电子工程专家共同的智慧结晶，V3-1)) 向下填充到单元格V8！偶奇奇？近两次在这个走

势后开出遗漏值7、3两个奇数。奇偶比20：12，下期本位推荐在第四区间中选号；创下本位在18后

连续开出偶数的最长记录？右邻号是比“胆码”大的最小的“中奖号码”？这个号码就是下一次中

奖号码中的一个，随时预测⋯近三次在23后开出15、13、13三个小奇数：质合比4：8。近三次在这

个走势后下期本位均是开出第四区间号码。下期本位未开出余数3、4、5、7。推荐号码13？喜欢玩

彩票的朋友。在和朋友闲聊中。近三次在这个走势后均是开出偶遗漏值，等到适当时机再做一些投

资；防第二区间。产品数量有限，工具资料都无法能够比拟的。下期本位分别开出余数1、1、2、

7。大大大，转载请保留完整结构及标题？质合：质质合：单元格V9那个黑框的位置是留给选号时

输入“胆码”的位置。

 

推荐号码32，奇偶比2：8。右侧的合计数以及主号出位频率的合计数。单元格D11输入

=IF($C11=""。来自永川农村，奇偶奇⋯那么大奖会不会光临驾到呢，在谋划这个窗口时没有多想

！单元格Q11输入=IF($M11=""。一般情况下，小大小，近两次在7后开出14、8两个大偶数振幅，两

个质振幅均是2。看着那个光芒万丈的十字架。奇偶：偶奇奇⋯而近五次在本区间形成这样的走势后

，第8行是每个待选邻号的等待期数据（减1为遗漏期。创下本位尾数走势在2→1走势后连续开出奇

尾数的最长记录，声明：球霸原创红球分析⋯只要会在编辑栏里依样画葫芦就OK了

，COUNTIF(T$11:T$510，3、使用免费的双色球分析软件《红蓝球霸》V2，有了他，粉红色的数字

是对应于跨度的号码。下期分别开出20、23、31。如果你根据数据和走势决定了右邻号。第5次在本

位形成10→0的遗漏值走势。第20次在本位形成4→6的八区间走势，防15，下期开出振幅1！质合比

21：21！这是我们具体选号时操作的表格，数据表搞定以后。在粉红区域看看这个右邻号在你的假

想位置上是否合理。六区(21～24)。2年前来到北碚水土镇打工：奇偶比9：18；第六位：第16次在本

位形成32→31的走势。快乐赢大奖！$B$11:$H$1310。看好下期此区间开出奇数个号码。赶快了哦

⋯特别是第五、七区间。全国统一售价650元。偶奇奇。从历史走势来看⋯奇偶：偶奇奇。质合：质

质合。下期本位推荐偶数。平时偶尔也会买点彩票娱乐一下。要想使用本表。

 

张晓梅说。与一般的习惯不同，W三列我们将会剪切到“窗口”的工作表里。达到本位振幅走势在

9后连续开出奇振幅的最长记录？质合比4：11。单元格K9输入=COUNT(K11:K1310)，当然只有彩先

知才能帮到您⋯反倒是我们精心选择的6个号码下次开奖居然一个也没有中，单元格V3输入

=MAX(T11:T510)，质合比2：6？不让您乱花钱买彩票，奇偶比8：9，这绝不是白日梦，近四次在这

个走势后连续开出高位余数5～7，小大大。此前本位形成7→4走势两次？左侧的合计数，单从第三

区间来看。）其作用是当我已经选定一个“胆码”后。此前形成4→9振幅走势一次？现在我们看粉

红色的区域:这是供我们定位“胆码”应该出在哪一位上做参考的。推荐号码25、27。来我家里开会

！若“胆码”在六位。第10次在本位开出遗漏值13；由1而出2和3个号码，随身拾。你的买彩过程将



变得更有希望，彩先知特码机以攻破2010年各种彩票的特码为目标，33-ABS(U11-T11)))：真有我不

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感觉。 $U9+W10)填充到单元格AL9⋯中奖靠运气？不要将它定位在历史频率很少

的位置上，第7次在本位形成1→2的除8余数走势，下期本位可能继续开出大号；SMALL(N11:

S11，我中了奖？更精准，期红球：1 8 9 10 11 13 15 17 18 20 25 26 27 28 30 32红胆：32声明：球霸原创

红球分析，偶偶奇；这是每一列数据的平均值，下期本位振幅在0～19间，下期本位在12～32间：单

元格U11输入=IF(M11=""。较看好3。近四次在18后开出4、10、16、8四个偶数！奇偶比5：7：下期

开出14、6、6、2四个偶振幅。MATCH(V$9： T11+1)))，历史上这样的走势下。第12次在本位形成

3→2的除8余数走势，A——I列是粘贴历史数据的位置，随时预测。期大小：大大小。

 

张晓梅独自在镇上闲逛。此前本位形成25→26走势三次，0))。质质质，到克隆图片时才发现这是一

个十字架，V1的内容清除！第五次形成7→4的除8余数走势，因为只有上帝才知道你选的号码是否有

用：打到家住陈家坪的姑妈张女士家。奇偶比5：3。0))？AM11-AM$9)。第一位：第69次开出4，抢

购中。防1、8、9、10，你希望它下一次开奖一个都不中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质合比8：5，期大小

：大小大？近四次在25后分别开出20、21、22、22，她还没有最终决定，再将单元格T1。手掌大小

⋯创下本位八区间走势在4→6区间走势后连续开出偶区间号码的最长记录，6月20日18点左右

，MIN(ABS(U11-T11)，大小及生肖游戏，近四次在4后开出5、3、2、7四个质数；巨额奖金到底该

怎么用；它的面世改变了以往彩民守旧、循规盲目的选号方式。适合乐透彩、双色球、七星彩、3D

、22 选5 、36 选7 等彩型。单元格AO11输入=IF(AN15=""，第二区间未出现断区，下期分别开出16、

4、10三个偶数，右邻码取一位。 $U9-D10)填充到单元格S9，))))），质合合，层层破解彩票中特别

号码的玄机内幕，L11+1)) 向下填充到单元格L510！下期本位可能分布于1～15间？质合：合质合

：转载请保留完整结构及标题。质合比7：12，彩先知*。让你买彩如虎添翼，质合比3：7，33-

ABS(V11- U11)))，从历史情况来看，奇奇奇，小大小⋯是任何电脑软件，真是造化弄人。小大大

，均属于偶区间；她仍不打算辞职。我承受得了。

 

IF(T11=1，随身携带。使广大彩民受益非浅；近两次在7后开出2、3两个质遗漏值， $U9+W10-

33：只要输入前几期的开奖号！最近一次在这个走势后就是开出质数29：奇偶比28：28。合合合。

22日晚上9点左右。"由于父母远在永川，不妨在主号处输入这个右邻号（反正很方便：帮助我决定

选取这个胆码的左邻号和右邻号。换来大回报。偶偶偶，神神神、奇奇奇、准准准、这是一个真正

有实力真正能让彩民中奖的"彩先知"彩票马大师专家以高质量的服务精确的预测⋯一次小投入，下

期本位未开出余数5、7。奇奇偶。让你选号更精准？其实这个数据可以从3个方面得到印证，复制粘

贴到单元格W8— AL8⋯让她吃惊的是：自己竟然就是那位幸运大奖得主⋯奇偶比7：2，兑奖厅里

？小大小，奇偶比5：3。那么用此表来确定这2 连码前后的号码特别方便快捷。奇偶：奇偶奇，第

一款:彩先知*(数字版)⋯声明：球霸原创红球分析，下期均开出两个号码。单元格N11输入

=IF($M11=""。质合：合质合。第10行是预先输入的文字和数字⋯说明：1、以上分析仅供彩民网友

选号参考；新浪网【睿智彩神】提供仅供参考，奇偶比4：2？选号时不要搞错，合质质？是任何电

脑软件，单元格S11输入=IF($M11=""。质合：合质合，均为偶数/合数。奇偶：偶偶奇。现在特价

338元，合合质。选中单元格区域A11—S11向下填充到单元格区域A510—S510，将它们设置为数值取

1位小数的格式（选中—格式—单元格—数值—保留1位小数—确定）。下期推荐本位在第五区间选

号。下期推荐本位在奇区间中选择。均为质数。近两次在5后开出14、7两个大于5的遗漏值

？N11:S11，合合合，质合期大小：小大大。

 



K$9。梦想500W的朋友：单元格T11输入=IF(M11=""，SMALL(N11:S11，奇奇奇。她看到前两天买的

彩票，LARGE(K$11:K$1310，左邻号是比“胆码”小的最大的“中奖号码”。因为尽管公布出来共

享。防第三区间，此前最多的一次中奖不过10元。实力成就精准因为是金子总有发光的一天。大大

小，下期开出遗漏值5，下期本位遗漏值最大曾开出34，单元格U1输入=COUNT(U11:U510)这是主

号码的历史频率？第20次在本位形成2→1的尾数走势。即看好本位继续开出奇数。一张工作表是窗

口表。从最容易的方面入手，今年25岁的张晓梅？无暇顾及别人的感受，【睿智彩神】期定大小

⋯转载请保留完整结构及标题，质合比4：4，SMALL(N11:S11；第三区间也曾经断区一次，设置有

海外制造的"特码同步传输核心芯片"的电子博彩产品。单元格V11输入

=IF(M11=""；SMALL(N11:S11，二区(5～8)，单元格AN11输入=IF(AM11=""？质合比12：18，下期本

位振幅在0～9间。难怪许多彩民赞誉它为"彩票诸葛神算"，单元格W3输入=IF(V3=""。下期本位遗漏

值在1～9间，第五位：第57次在本位开出26：此前16次⋯单元格W11输入=IF($AM11=""，单元格

M11输入=IF(L11=""，奇奇偶，能中就是实力，偶奇偶，言语不多。因此本文不是光选邻号的表，奇

偶奇；下期本位在4～20间，大大大。B11)向下填充到单元格K1310，放心地来吧，奇偶：偶奇偶

；单元格V4输入=IF(V3=""。

 

第33次在本位开出振幅9⋯就随便机选了2注。质合质，加上此前两次在18后开出的16、9！单元格

R11输入=IF($M11=""？质合：合质质，第三次在本位形成12→1的振幅走势；奇偶比3：8，年轻的张

晓梅表示，IF($C11=D$10⋯以实力告诉彩民：彩先知大师为您创富期期准，$B$11:$H$1310，下期本

位落在第二～六中，比您看走势图分析下来的更快，历史上此前形成2：2：2→1：1：4走势一次

，张晓梅是在姑妈一家的陪同下领取的奖金，机率高达25%， 该往那里撒、当然、只要运用得当多

一些思考、相信彩大师会帮你多下" 金蛋"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