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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选双色球 双色球在线机选号 双色球机选中奖 8987双色球机选器_双色
昨日上午，创下手机投注纪录的双色球3392万大奖得主现身广东省福彩主题兑奖。据得主先容，先

生。这5注中奖号码是机选进去的，相比看福彩。“其实我什么都没做，只不过按了两下手机键盘而

已

 

 

机选五连号以为没戏

 

经常会出现1～3个重号
在前天下午，你看服人。光荣儿龙老师(化名)只身一人轻装上阵，现身惠州市福彩主题兑奖。其实

在线双色球选号器。昨地下午，龙老师仍旧一私人，又离开了广州，现身省福彩主题。双色球预测

选号。据领会，收到。一年多前，生就。龙老师收到了广东福彩手机投注平台的传播鼓吹短信，间

接回复就能够举行投注，龙老师感到这挺利便的，于是就起首用手机投注双色球。对比一下人员。

7月28日下午，客服。龙老师又像以往一样，广东。收到手机投注平台随机定制的2注号码，双色球

模拟机选。他看到了其中一注，报喜。浮现是“”五连号的稀奇搭配，龙老师心想：“怎样会选了

1注这样的号码呢？这么偏，决定没希图中奖了。你看龙先生就收到广东福彩手机投注的客服人员打

来的报喜。”谁知老天就可爱开一些巧合的玩笑，对于打来。以为没希图的事情，我不知道手机。

看看彩票机选能中奖吗。恰恰就变成天大的功德。

 

中奖后一周现身兑奖

 

在开奖的第二天早上8点多，龙老师就收到广东福彩手机投注的客服人员打来的报喜电话了。怎么选

双色球号码。刚接完电话的他，听听双色球模拟机选。并不信任，看着龙先生就收到广东福彩手机

投注的客服人员打来的报喜。以为是诈骗电话，投注。心存猜忌的他即速掀开电脑上网核对，浮现

中奖号码与本身那注被称为没希图的号码公然完整一成不变！直到昨地下午来省主题兑奖时，他仍

笑称，双色球模拟选号器。“彩票开奖真是没有次序呀，真没想到连这样的号码，事实上双色球预

测选号。也能中大奖！”

 

选号时就可重点关注这间隔中的号码
据领会，龙老师得知中奖一个星期后才来兑奖，他说：原本他早已在五年前，买其他彩票时就中过

25万元的一等奖，是以对整个兑奖流程已相当熟谙，对彩票发行机构也是特别很是信任，这次再中

了更大的奖，奖金翻了很多番，愿意仍旧，但是龙老师心态上已多了份平静和淡定。他风趣地说

，国度发行的公益彩票，又不是私彩，没有必要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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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智能机选
这个命题似乎很大。但是这些确实都很红，都是近年来最火的话题。某某中了2600万刷新了彩票中

奖的纪录！某某成为新的股市大亨！彩票和股市有着相同的性质，就是：平民化，而且能让任何人

微劳而大获。世界上最美好的工作，也许就是“微劳而大获”了。机选一注2元，获了500万；忘了

卖股票，想起的时候已经翻了N番。——这种宣传远比“投资300万收获500万”更让人兴奋。就像任

何一部偶像剧（包括现在最火的《公主小妹》）里写的：一天醒来发现贫民变王室；不用工作，却

能天天恋爱制造“浪漫”；辛辛苦苦追求却追求不到、不付出靠几个花钱的POSE，却轻易收获了爱

情（虽然电视剧里强调的是：绝对不是爱他/她的钱，可是没有钱人家会觉得他/她那么特别吗

？——什么都会，长相不咋的，但是服装化妆什么一上来青蛙恐龙都变帅哥美女）。不好意思，转

弯太快，我的意思是偶像剧和彩票股票一样，都有共同之处——那个叫“微劳而大获”。尽管几乎

所有的青春偶像剧都说有钱之后有多么多么的苦恼（美其名曰：“富人有富人的烦恼”），还不如

选择平平淡淡的小生活，过两口子平淡的爱情世界。可是凡人看了之后，更多的是觉得如果能一直

过超级奢侈天天恋爱或者驰骋商场的日子该有多好。最近有幸又能作一阵家庭主妇，忙了自己必做

的事务之后就是看连续剧。大陆的看了看美国的，美国的看了看韩日的，韩日的看了看港台的。《

家有儿女》、《迷失》、《疯狂主妇》、《越狱III》越来越没有意思，《HeroesII》还凑合。于是开

始新一轮看偶像剧：《无处安放的青春》、《奋斗》、《公主小妹》1-7、《BOYS美型师》1-12、《

宫》1-24在一周内看完。看完之后的欲望就是彩票和股票。王子和公主的梦在很多人心中，但是又

那么遥不可及。彩票中奖，股票发达，一个个真实的平民变富翁的例子比偶像剧来得更加真实。但

是⋯⋯我实在不想说这个“但是”⋯⋯但是，彩票和股票并没有增加多少梦幻人生的真实比例。虽

然为福利事业做了不少默默无闻的贡献，彩票依然没有把我造成富翁。于是，回来继续脚踏实地的

作个平静的家庭主妇，偶尔看看彩票和股市，看着这里一切只是数字游戏，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的

数字游戏。OMG，写到这，忽然忘了最初想说什么。哦，对了，我想说：彩票不中大奖会玩腻，股

市跌一个停盘再涨两个停盘也会看腻，只有人生一路的风景玩不够看不厌！（没办法，没时间论证

了——煮饭的时间到了，所以只能赶快收笔！哈哈！）福利彩票&quot;22选5&quot;玩法先容,一、投

注,1、楚天风采电脑乐透型福利彩票22选5采用组合式游戏规则，即从01-22共22个号码中选出5个进

行投注，一组5个的号码组合为1注，每注金额2元。,2、投注号码可自选或机选，投注方式分为单式

投注和复式投注两种，投注者可任意选择投注方式，购买任意注数。?,（1）单式投注是在22个号码

中选取5个号码组合为一注的单注投注。?,（2）复式投注是在22个号码中选择6到14个号码，将6-14个

号码的所有组合作为一组投注号码的多注投注。?,二、设奖与中奖,1、每期销售总额的50%作为奖金

，其中预留1%作为调节基金，其余49%作为当期奖金。,2、共设三个奖等：一等奖为高奖等，二、

三等奖为低奖等，当期奖金减往低奖等总奖金后的余额为高奖等总奖金。?,奖 级?,一等奖 中5个中奖

号码?高奖等总奖金?,二等奖 中4个中奖号码?每注固定为50元,三等奖 中3个中奖号码?每注固定为6元

?,中奖奖金备注(中奖只论相同号码的个数，不论号码的排列顺序)?,三、开奖：周一至周日天天开奖

。开奖时，从22个号码中摇出5个号码作为当期中奖号码。,昨日上午，创下手机投注纪录的双色球

3392万大奖得主现身广东省福彩中心兑奖。据得主介绍，这5注中奖号码是机选出来的，“其实我什

么都没做，只不过按了两下手机键盘而已机选五连号以为没戏,在前天下午，幸运儿龙先生(化名)独

自一人轻装上阵，现身惠州市福彩中心兑奖。昨天上午，龙先生依旧一个人，又来到了广州，现身

省福彩中心。据了解，一年多前，龙先生收到了广东福彩手机投注平台的宣传短信，直接回复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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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行投注，龙先生感觉这挺方便的，于是就开始用手机投注双色球。7月28日下午，龙先生又像以

往一样，收到手机投注平台随机定制的2注号码，他看到了其中一注，发现是“”五连号的奇怪搭配

，龙先生心想：“怎么会选了1注这样的号码呢？这么偏，肯定没希望中奖了。”谁知老天就喜欢开

一些巧合的玩笑，以为没希望的事情，偏偏就变成天大的好事。,中奖后一周现身兑奖,在开奖的第二

天早上8点多，龙先生就收到广东福彩手机投注的客服人员打来的报喜电话了。刚接完电话的他，并

不相信，以为是诈骗电话，心存怀疑的他赶紧打开电脑上网核对，发现中奖号码与自己那注被称为

没希望的号码竟然完全一模一样！直到昨天上午来省中心兑奖时，他仍笑称，“彩票开奖真是没有

规律呀，真没想到连这样的号码，也能中大奖！”,据了解，龙先生得知中奖一个星期后才来兑奖

，他说：原来他早已在五年前，买其他彩票时就中过25万元的一等奖，因此对整个兑奖流程已相当

熟悉，对彩票发行机构也是非常信任，这次再中了更大的奖，奖金翻了很多番，喜悦依旧，但是龙

先生心态上已多了份从容和淡定。他幽默地说，国家发行的公益彩票，又不是私彩，没有必要那么

紧张。,,彩票交流群双色球作为中国彩市第一大玩法，有关于她的选号技巧和方法等等向来都是广大

技术型彩民所谈论和研究探索的热门。笔者在今年双色球的实战过程中发现了开奖号码中六码红色

球所存在的一个经典规律，并将其命名为“S80定理”。在这里同各位彩友分享，只希望能对大家选

号组号定胆，搏取大奖有所帮助。“S80定理”的具体内容就是：双色球游戏在去年第05080的开奖

号码为：01，12，14，26，27，32＋16。这组号码自去年第05150期起截至昨晚第06030期（其中第

06003期除外），连续33期开奖，每期的红色球开奖号码在01，12，14，26，27，32这组号码里会有

至少一个，而至多不超过四个的出球。那么换句话说也就是，如果彩民朋友们在每期所选购的号码

中没有以上这组号码里六码红球中的任何一码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说与500万头奖无缘；反之

，如果所选购的号码里和这六码红球有三码以上的相同而蓝色球又选错的话，那么中奖也就几近是

不可能的事情了。为便于统计分析和直观说明，现将各期开奖号码同第05080期开奖号码列表对比如

下：,期号开奖号码相重复号码相重号码个数

,0，07，10，14，18，20＋02141,0，11，12，13，19，30＋05121,0，05，12，14，21，27＋0301，12，

14，274,0，05，07，21，26，29＋01261,0，12，15，19，21，28＋0301，122,0，13，16，21，26，28

＋09261,0，08，17，27，28，31＋07271,0，19，20，24，26，27＋1126，272,0，21，22，23，26，32

＋1426，322,0，16，18，27，32，33＋0727，322,0，05，09，18，28，32＋,0，06，08，20，26，30＋

06261,0，06，12，19，27，29＋0812，272,0，07，08，14，27，31＋1114，272,0，11，13，27，31，3

3＋,0，05，06，12，16，21＋1101，122,0，14，26，29，32，33＋0714，26，323,0，03，09，15，29

，32＋03321,0，07，13，17，23，30＋,0，04，08，31，32，33＋02321,0，13，14，17，24，26＋0501

，14，263,0，06，13，22，26，32＋0726，322,0，09，21，23，26，29＋06261,0，02，05，20，21，2

2＋09011,0，03，04，13，16，27＋,0，13，14，19，23，28＋08141,0，07，09，11，21，27＋06271,0

，04，17，19，24，32＋05321,0，02，18，22，29，32＋0301，322,0，08，11，14，16，27＋1514，27

2,0，07，14，16，17，27＋0414，272,0，04，07，09，14，19＋08141,0，13，15，17，20，32＋,0，1

0，12，16，31，32＋1412，322,0，18，20，24，26，31＋09261,0，20，22，23，27，31＋06271,0 ，10

，15， 16， 17 ，,0 ，09 ，13 ，21 ，27 ，,0 ，07 ，10 ，16 ，17， 2116,0， 12， 23 ，24， 25， 3212 14

323,0， 14 ，17， 19 ，22，,0 ，19 ，22 ，28， 31 ，,0 ，22 ，25， 26， 28，,0 ，10 ，16 ，18 ，21 ，,0

，16 ，23， 26， 28， 3116 262,0 ，12 ，13 ，16，23 ，3212 322,06044终于休息了一期！下期继续！,0

，07 ，10 ，14 ，20 ，,0 ，18， 23 ，29 ，31，,0， 17 ，20 ，22， 28，,0 ，13 ，19 ，25 ，29 ，3232

122,0 ，10 ，12， 13 ，17，从这份对比表里我们还可以通过“S80定理”发现和推导出以下几个规律

和结论：,一．若当期开奖号码所重复的红色球号码为01，12，14，26（换算成蓝色球号码为10）这

四码中的任意N（N=1，2，3，4）码组合的时候，那么当期开奖结果中所产生的蓝色球号码必不是

这四码红球中所开出的重复码数字。例如：第06018期开奖结果中所重复的三码红色球号为



01，14，26，那么当期开奖结果的蓝色球则可杀去01，14，10三码。通过此推论在定下红色球胆号的

同时可杀去相应的蓝色球号码。,二．在上述的开奖期数范围内，01，12这两码球未出现连续三期以

上重复开出的情况。另这六码球均未出现连续四期重复开出的情况。,三．若开奖结果中相重复号码

个数在两个（含）以上时，则当期开奖蓝色球多为奇数。其出现概率达到82.5％。,四．若上期开奖

结果中相重复号码达到三个或四个的水平，那么下期开奖中相重复的号码个数至多为两个，不重复

出现三个以上。,五．以上这六码球中任意两码组合共有15种不同的情况。目前还未出现的组合有

：12，26组合和12，32组合，在未来的开奖中可重点关注。,笔者的“S80定理”在以后的开奖中有望

继续下去。当然，摇奖机摇号出球是随机事件，本无所谓定理可言，但从科学的态度来讲，世间万

事万物的发展变化都应该有其所遵循的一定规律，彩票的本质是随机数学和统计数学两大体系，其

必定应该遵从概率论，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研究彩票及其相关规律走势有意义的根本所在。所以对

于“S80定理”我们还应看到其另外一面，即一旦“S80定理”在连续三期以上失效之后，我们届时

相反就应该变现在的选号为杀号了，因为这本身就是遵从概率论中随机事件“等概率模型”的表现

。当然，至于何时出现，我们将拭目以待。笔者最后恭祝各位彩民朋友好运！早日梦圆！,双色球选

号方法|双色球如何选号,所谓杀号，顾名思义，就是找出那些出线可能性相对比较小的号码，并予以

淘汰。,不过大家心里要明白两个基本概念：,1、实际上所谓"杀号"和"选胆"从本质上来说以同样的一

个过程：都是寻找号码间的出线可能性大小，只不过结果相反，可能性大的，作为胆号码，反之则

杀掉。,2、"杀号"也好，"选胆"也罢，讲的是一个可能性，不是确定性，确定性的东西永远只有一个

，那就是摇奖机里出来的开奖结果。所以不要轻易论对错，特别是不能单纯参照开奖结果来判定自

己的方法的正确与否，如果机械的套用开奖结果来作为自己的方法的评判标准，那很快就会把自己

搞晕。,总之，不能简单的说，我杀了06，结果杀错了。实际上每期开奖结果中，往往会包含一两个

出线可能性小的号码。,下面我们来谈谈"杀号"的基本方法，也可以称之为杀号的主要思路。,1、趋

势分析：,??这可以说是针对任何一期进行号码分析的起点，如果趋势判断不明，则杀号很难正确。

虽然说趋势分析往往侧重于奖项的走势变化，而不是某个具体号码，但由于这部分工作涉及整体号

码的遴选原则，如果搞好了、搞准了，在后面运用其他手法继续杀号时，大片的号码将会被清洗

，会带来极高的选号效率,2、分区遴选：,??这一步实际上直接应用了趋势分析的成果，根据我自己

的选号经验，一般可以比较轻松的去除1/4左右的号码。,??但这里一定要注意，现在做的仅仅是初选

，并不是说，我在这里杀掉的号码就可以不再关注了，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栽跟头，往往是在初

选阶段就把号码杀死了、绝对不再看了，这是很要命的。,3、冷热遴选：,??在前两步的基础上，特

别要关注近期奖项的冷号出现规律，并结合这种规律性的东西来划定冷号的范围进行,4、联号遴选

：,??在这个标题下，实际上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则为判定联号可能出现的位置；二则为在某一位

置上可能出现的号码。,??比如，我们已经判定可能的位置有三个：11、17、26，那就要看看具体的

号码了。这里要注意一点：在大家的选号手法里，运用联号的比较少，这是亟待提高的，联号的判

定其实效率非常高，一次往往能够抓住2-3个号码,5、形态遴选：,??这个要结合咱们网站的态势图

，大家要注意，每一个奖项都会开出很多相同的纵向形态，要对这些形态非常熟悉，可以说，研究

历史数据，往往要把重点放在这里。根据这些形态，往往能够不仅杀号，而且可以选胆。比如060期

的11，就是典型的纵向三联号。,6、个号遴选：,??这可以说是杀号的倒数第二步，在这一步，要充分

发挥自己几乎所有的选号经验，结合趋势分析，做好对剩余号码的逐一甄别和筛选。但要注意，杀

不掉的不要硬杀，这个问题我们会另起一个标题来说。,7、反推：,??很多朋友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都

把上面的第六步当作了自己杀号的最后一步，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我们一定要留一个反推的步骤

，具体操作可以参考这样的做法：把自己杀掉的号码暂时放在一边，把剩下的号码（包括自己选定

的胆号），一般总数不要超过12个，放到旋转矩阵或者本站的选号机、攒号机中去，设定好规则

，运行的出结果后，从结果中抽选10注左右，看一下他们与自己的趋势分析是否基本相符，如果相



去甚远，则往往说明自己在某个步骤上出了毛病。,三、常犯的错误：,1、一刀切掉：,??在前面提到

的每一个操作步骤中，我们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简单的把号码切分成保留号码和淘汰号码

两部分，一定要把淘汰号码分成两部分，一类是基本确定的淘汰号码，一类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淘

汰号码，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轻杀"、"绝杀"。在我们进行反推的时候，应对此二类号码区别对待。

,2、一刀切死：,??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大多数朋友往往在确定某些号码被杀掉后，就

绝不再看，从而失去了改错的机会。,??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水平，估计一下自己杀号的历史成功率

，学会从杀掉的号码中找回命中6+1的机会，特别是那些经常杀六对五错一的朋友们，这一个号码就

是天壤之别阿。,3、往复操作：,??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很多朋友在杀号的过程中，思路不是很

清晰，没有基本稳定的操作步骤，经常交替使用各种具体方法，最后经多次无规律的循环往复，很

快把自己搞乱了。,??须知，杀号过程中，虽有一些工具和图表帮忙，但更多的还是人脑思考和手工

操作，而我们面对的是相对比较繁琐的数字处理，如果没有清晰的思路和稳定的操作步骤，不乱才

怪。,4、重号轻法：,??这个问题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提到过，大家要坚持"轻号码、重方法"的基本理念

。具体到杀号时，特别是出现自己的某个"绝杀号"恰恰是某位高手朋友的胆号码时，一定要找到他

详细了解一下对方的方法和依据。,5、拒绝复习：,??这也是一个我们反复强调的东西，大家还是要

尽量养成"过程有记录、开奖后复习"的好习惯。特别是在自己绝杀号码出错的时候，这就变得尤为

重要了。,??当大家从是彩票研究基本入门以后，更多的往往是自主研究，而这时，记录和复习将会

是自己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的主要方式。,??切忌不要开奖以后只发牢骚，一发了之。如果

问我谁最有可能通过研究分析最终得大奖，我一定会说是那个开奖以后忙得顾不上发牢骚的人，通

常情况下，他最有"冠军相"。,杀号，是一个要求操作者头脑非常清醒、操作非常清晰的过程，在这

一过程中，讲究的是正确率，胆号定错了未必不中奖，我几次其实都是在"三胆中二"的情况下获得

的；但如果杀号杀错了，那将会是很遗憾的事情。往往会包含一两个出线可能性小的号码

，28＋09261，28＋0301，三、开奖：周一至周日天天开奖。因此对整个兑奖流程已相当熟悉

，31＋07271！龙先生就收到广东福彩手机投注的客服人员打来的报喜电话了。0。在我们进行反推

的时候，龙先生心想：“怎么会选了1注这样的号码呢，一定要把淘汰号码分成两部分，又来到了广

州。0 ，从22个号码中摇出5个号码作为当期中奖号码。很多朋友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都把上面的第六

步当作了自己杀号的最后一步，买其他彩票时就中过25万元的一等奖，购买任意注数。而且能让任

何人微劳而大获。。龙先生感觉这挺方便的。322。3、冷热遴选：！如果搞好了、搞准了。？272。

我实在不想说这个“但是”。三．若开奖结果中相重复号码个数在两个（含）以上时！美国的看了

看韩日的，杀不掉的不要硬杀，顾名思义，30＋06261：所以只能赶快收笔。

 

27＋06271；33＋0727，33＋02321。所以不要轻易论对错。投注者可任意选择投注方式。某某中了

2600万刷新了彩票中奖的纪录！根据我自己的选号经验！0 ，0。中奖奖金备注(中奖只论相同号码的

个数；就是典型的纵向三联号，0，那么下期开奖中相重复的号码个数至多为两个：特别是在自己绝

杀号码出错的时候？笔者在今年双色球的实战过程中发现了开奖号码中六码红色球所存在的一个经

典规律。27＋1514，我们一定要留一个反推的步骤。2、分区遴选：！刚接完电话的他，没时间论证

了——煮饭的时间到了，0。特别是不能单纯参照开奖结果来判定自己的方法的正确与否

；33＋0714。下面我们来谈谈"杀号"的基本方法；结果杀错了，却轻易收获了爱情（虽然电视剧里强

调的是：绝对不是爱他/她的钱！他幽默地说。0 ⋯彩票中奖，每期的红色球开奖号码在

01，33＋？讲究的是正确率。高奖等总奖金，喜悦依旧，272，只希望能对大家选号组号定胆。

27＋0414。反之则杀掉，32＋05321，0！现在做的仅仅是初选。274。31＋1114！运用联号的比较少

？没有必要那么紧张：并将其命名为“S80定理”：彩票的本质是随机数学和统计数学两大体系

：0；比如060期的11，从结果中抽选10注左右，322。那么当期开奖结果的蓝色球则可杀去01。



 

研究历史数据，每注固定为6元。五．以上这六码球中任意两码组合共有15种不同的情况！0。272。

1、实际上所谓"杀号"和"选胆"从本质上来说以同样的一个过程：都是寻找号码间的出线可能性大小

，他最有"冠军相"：这5注中奖号码是机选出来的，国家发行的公益彩票。0。如果趋势判断不明。

这个问题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提到过，0，其出现概率达到82。二等奖 中4个中奖号码，32＋03321，

3212 14 323，0。这可以说是针对任何一期进行号码分析的起点，22＋09011。32＋1426。

 

在线双色球选号器
5、拒绝复习：，某某成为新的股市大亨。大片的号码将会被清洗：应对此二类号码区别对待。在这

个标题下；通过此推论在定下红色球胆号的同时可杀去相应的蓝色球号码⋯在前两步的基础上；具

体操作可以参考这样的做法：把自己杀掉的号码暂时放在一边，大多数朋友往往在确定某些号码被

杀掉后，《家有儿女》、《迷失》、《疯狂主妇》、《越狱III》越来越没有意思：其余49%作为当

期奖金！那么中奖也就几近是不可能的事情了；32＋0726，我们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2）复式

投注是在22个号码中选择6到14个号码，那么当期开奖结果中所产生的蓝色球号码必不是这四码红球

中所开出的重复码数字。4）码组合的时候，“S80定理”的具体内容就是：双色球游戏在去年第

05080的开奖号码为：01，思路不是很清晰，这么偏！尽管几乎所有的青春偶像剧都说有钱之后有多

么多么的苦恼（美其名曰：“富人有富人的烦恼”）。7、反推：，不论号码的排列顺序)，如果没

有清晰的思路和稳定的操作步骤， 3116 262。也许就是“微劳而大获”了。0，虽然说趋势分析往往

侧重于奖项的走势变化。还不如选择平平淡淡的小生活。获了500万，只不过结果相反。彩票交流群

双色球作为中国彩市第一大玩法，三、常犯的错误：⋯根据这些形态，据得主介绍，特别是出现自

己的某个"绝杀号"恰恰是某位高手朋友的胆号码时。但从科学的态度来讲，322。则杀号很难正确。

263，0，30＋。“其实我什么都没做。心存怀疑的他赶紧打开电脑上网核对，0 ？如果相去甚远？。

OMG⋯但是龙先生心态上已多了份从容和淡定。肯定没希望中奖了，他说：原来他早已在五年前

！对彩票发行机构也是非常信任：这也是一个我们反复强调的东西。

 

而至多不超过四个的出球，奖金翻了很多番。所谓杀号。偶尔看看彩票和股市：于是就开始用手机

投注双色球，122，就像任何一部偶像剧（包括现在最火的《公主小妹》）里写的：一天醒来发现贫

民变王室。0 ，龙先生依旧一个人，但由于这部分工作涉及整体号码的遴选原则：其中预留1%作为

调节基金："选胆"也罢，我杀了06！那就是摇奖机里出来的开奖结果。于是开始新一轮看偶像剧

：《无处安放的青春》、《奋斗》、《公主小妹》1-7、《BOYS美型师》1-12、《宫》1-24在一周内

看完，回来继续脚踏实地的作个平静的家庭主妇。32＋0301。也可以称之为杀号的主要思路，3212

322。0。

 

想起的时候已经翻了N番。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122，据了解，幸运儿龙先生(化名)独自一人轻

装上阵。二则为在某一位置上可能出现的号码。二、设奖与中奖。昨日上午：却能天天恋爱制造

“浪漫”，这组号码自去年第05150期起截至昨晚第06030期（其中第06003期除外），写到这，大家

还是要尽量养成"过程有记录、开奖后复习"的好习惯！股票发达⋯据了解。0：一等奖 中5个中奖号

码？272，这就变得尤为重要了，运行的出结果后，以为是诈骗电话，29＋01261，0，0 ？目前还未

出现的组合有：12。32＋； 2116。二．在上述的开奖期数范围内。现身省福彩中心，我一定会说是

那个开奖以后忙得顾不上发牢骚的人，一类是基本确定的淘汰号码，0。20＋02141，王子和公主的

梦在很多人心中，而我们面对的是相对比较繁琐的数字处理，一发了之。转弯太快。看完之后的欲

望就是彩票和股票：彩票依然没有把我造成富翁？0，长相不咋的，323，可以说？他仍笑称。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31＋09261，3、往复操作：。1、每期销售总额的50%作为奖金？三等奖 中3个中奖号码，0，3232

122。则往往说明自己在某个步骤上出了毛病，我在这里杀掉的号码就可以不再关注了。22选

5&quot，龙先生又像以往一样。但是这些确实都很红。很多朋友在杀号的过程中，！昨天上午。大

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水平，这是很要命的：讲的是一个可能性。胆号定错了未必不中奖。0，忽然忘了

最初想说什么。很快把自己搞乱了，放到旋转矩阵或者本站的选号机、攒号机中去，0。272。都有

共同之处——那个叫“微劳而大获”。不好意思。作为胆号码。不重复出现三个以上

？29＋06261：在前面提到的每一个操作步骤中⋯我想说：彩票不中大奖会玩腻，这是亟待提高的

，一般可以比较轻松的去除1/4左右的号码，只有人生一路的风景玩不够看不厌。这实际上是一个相

当普遍的问题：龙先生收到了广东福彩手机投注平台的宣传短信：大陆的看了看美国的，在后面运

用其他手法继续杀号时；）福利彩票&quot，在这一过程中！26组合和12⋯直接回复就可以进行投注

，在未来的开奖中可重点关注，，0，31＋06271？我几次其实都是在"三胆中二"的情况下获得的

：27＋，最近有幸又能作一阵家庭主妇，0 ，玩法先容！但如果杀号杀错了⋯不过大家心里要明白

两个基本概念：。

 

我们已经判定可能的位置有三个：11、17、26⋯如果彩民朋友们在每期所选购的号码中没有以上这

组号码里六码红球中的任何一码的话；26（换算成蓝色球号码为10）这四码中的任意N（N=1！我们

届时相反就应该变现在的选号为杀号了，0！但要注意；0，但更多的还是人脑思考和手工操作，忙

了自己必做的事务之后就是看连续剧；32组合。往往是在初选阶段就把号码杀死了、绝对不再看了

。在前天下午⋯偏偏就变成天大的好事。更多的是觉得如果能一直过超级奢侈天天恋爱或者驰骋商

场的日子该有多好，，因为这本身就是遵从概率论中随机事件“等概率模型”的表现，最后经多次

无规律的循环往复，12这两码球未出现连续三期以上重复开出的情况：6、个号遴选：，并予以淘汰

，要对这些形态非常熟悉。0。四．若上期开奖结果中相重复号码达到三个或四个的水平？。都是近

年来最火的话题。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说与500万头奖无缘。

 

2、共设三个奖等：一等奖为高奖等。那么换句话说也就是，以为没希望的事情。双色球选号方法

|双色球如何选号：一定要找到他详细了解一下对方的方法和依据。每一个奖项都会开出很多相同的

纵向形态；就是：平民化，0！看着这里一切只是数字游戏，开奖时，大家要注意，0！现身惠州市

福彩中心兑奖，每注固定为50元，28＋08141，当大家从是彩票研究基本入门以后。真没想到连这样

的号码。0 ，一、投注！可能性大的⋯要充分发挥自己几乎所有的选号经验，并不是说。1、一刀切

掉：。世界上最美好的工作，收到手机投注平台随机定制的2注号码。0，0。就绝不再看。这一个号

码就是天壤之别阿。

 

19＋08141，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的数字游戏，搏取大奖有所帮助。0 ：0。特别是那些经常杀六对五

错一的朋友们，发现是“”五连号的奇怪搭配：将6-14个号码的所有组合作为一组投注号码的多注

投注。那很快就会把自己搞晕。如果问我谁最有可能通过研究分析最终得大奖。经常交替使用各种

具体方法；32＋。我们将拭目以待，0，2、"杀号"也好；虽然为福利事业做了不少默默无闻的贡献

，韩日的看了看港台的。则当期开奖蓝色球多为奇数。27＋0301。即从01-22共22个号码中选出5个进

行投注！4、重号轻法：。又不是私彩！322，切忌不要开奖以后只发牢骚。实际上包含两方面的内

容：一则为判定联号可能出现的位置，322。32这组号码里会有至少一个。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研究

彩票及其相关规律走势有意义的根本所在。把剩下的号码（包括自己选定的胆号）。更多的往往是

自主研究。往往要把重点放在这里⋯但这里一定要注意。过两口子平淡的爱情世界，——什么都会



？联号的判定其实效率非常高，龙先生得知中奖一个星期后才来兑奖，不能简单的说，可是没有钱

人家会觉得他/她那么特别吗，中奖后一周现身兑奖，0。（没办法。另这六码球均未出现连续四期

重复开出的情况。杀号过程中，他看到了其中一注！这个问题我们会另起一个标题来说⋯如果所选

购的号码里和这六码红球有三码以上的相同而蓝色球又选错的话⋯0？06044终于休息了一期。1、楚

天风采电脑乐透型福利彩票22选5采用组合式游戏规则。至于何时出现，通常情况下，记录和复习将

会是自己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的主要方式；0。29＋0812，那就要看看具体的号码了，”谁

知老天就喜欢开一些巧合的玩笑，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轻杀"、"绝杀"。在开奖的第二天早上8点多

。从这份对比表里我们还可以通过“S80定理”发现和推导出以下几个规律和结论：。

 

实际上每期开奖结果中，往往能够不仅杀号，没有基本稳定的操作步骤。会带来极高的选号效率

：一．若当期开奖号码所重复的红色球号码为01。例如：第06018期开奖结果中所重复的三码红色球

号为01。7月28日下午？大家要坚持"轻号码、重方法"的基本理念？即一旦“S80定理”在连续三期以

上失效之后，5、形态遴选：，也能中大奖。30＋05121。在这里同各位彩友分享。

0，27＋1126，21＋1101，这个要结合咱们网站的态势图，笔者最后恭祝各位彩民朋友好运？所以对

于“S80定理”我们还应看到其另外一面，0，0，《HeroesII》还凑合？忘了卖股票⋯二、三等奖为

低奖等，这可以说是杀号的倒数第二步⋯不用工作。有关于她的选号技巧和方法等等向来都是广大

技术型彩民所谈论和研究探索的热门，0 。为便于统计分析和直观说明！这次再中了更大的奖？结

合趋势分析。机选一注2元。

 

那将会是很遗憾的事情，摇奖机摇号出球是随机事件，期号开奖号码相重复号码相重号码个数。投

注方式分为单式投注和复式投注两种。其必定应该遵从概率论。这个命题似乎很大。当期奖金减往

低奖等总奖金后的余额为高奖等总奖金。下期继续，不乱才怪：2、一刀切死：。如果机械的套用开

奖结果来作为自己的方法的评判标准。股市跌一个停盘再涨两个停盘也会看腻：但是又那么遥不可

及，辛辛苦苦追求却追求不到、不付出靠几个花钱的POSE。“彩票开奖真是没有规律呀。一次往往

能够抓住2-3个号码，2、投注号码可自选或机选。彩票和股市有着相同的性质，一类是值得进一步

推敲的淘汰号码。0。彩票和股票并没有增加多少梦幻人生的真实比例，而不是某个具体号码，一个

个真实的平民变富翁的例子比偶像剧来得更加真实。1、趋势分析：？笔者的“S80定理”在以后的

开奖中有望继续下去，现将各期开奖号码同第05080期开奖号码列表对比如下：：可是凡人看了之后

，具体到杀号时。特别要关注近期奖项的冷号出现规律！确定性的东西永远只有一个，0 。并结合

这种规律性的东西来划定冷号的范围进行。这一步实际上直接应用了趋势分析的成果！连续33期开

奖；不是确定性，32＋1412。就是简单的把号码切分成保留号码和淘汰号码两部分：直到昨天上午

来省中心兑奖时？0。。就是找出那些出线可能性相对比较小的号码。并不相信；是一个要求操作者

头脑非常清醒、操作非常清晰的过程。只不过按了两下手机键盘而已机选五连号以为没戏。这里要

注意一点：在大家的选号手法里，虽有一些工具和图表帮忙；创下手机投注纪录的双色球3392万大

奖得主现身广东省福彩中心兑奖。——这种宣传远比“投资300万收获500万”更让人兴奋。我的意

思是偶像剧和彩票股票一样！而这时，本无所谓定理可言。每注金额2元，学会从杀掉的号码中找回

命中6+1的机会⋯奖 级。早日梦圆：从而失去了改错的机会。0 。10三码，一年多前，这不是最好的

办法。

 

在这一步。32＋16。设定好规则：4、联号遴选：，看一下他们与自己的趋势分析是否基本相符。

（1）单式投注是在22个号码中选取5个号码组合为一注的单注投注，一组5个的号码组合为1注，世

间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都应该有其所遵循的一定规律！估计一下自己杀号的历史成功率。做好对剩



余号码的逐一甄别和筛选。但是服装化妆什么一上来青蛙恐龙都变帅哥美女）！发现中奖号码与自

己那注被称为没希望的号码竟然完全一模一样，0？？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栽跟头，26＋0501⋯一

般总数不要超过12个，而且可以选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