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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变为血色或蓝色的号码灯为所选号码，当点亮6个不同的血色号码灯和1个蓝色号码灯时，对比

一下双色球模拟选号器。即为1注。我不知道双色球随机选号。

 

② 根据号码灯的点亮个数，看着双色球。体例将主动计算复式的投注金额。

 

③号码拔取好今后点击增加到投注列表按钮，看看说明。所选单式或复式将被纪录。

 

就74期以来的开奖数据来看：总值在58
④ 将所选号码、注数以及金额以图表方式闪现，你看双色球选号。如无题目点击投注便遵守纪录表

格中的数字举办置备。福彩双色球玩法⑤ 点击机选1注，听听双色球怎么选号。体例将主动随机出

一注号码组合。其实随机。

 

⑥ 点击机选5注，我不知道号码。体例将主动随机出五注号码组合。相比看双色球模拟机选。

 

⑦ 点击删除号码，体例将删除鼠标所拔取的那注号码。对比一下福彩。对比一下怎么选双色球号码

。

 

⑧ 点击清空号码，双色球随机选号器。体例将清空纪录表格的扫数号码

 

中奖证明：

 

双色球智能机选命中一个2等50人民币
“双色球”彩票以投注者所选单注投注号码（复式投注按所笼盖的单注计）与当期开出中奖号码契

合的球色和个数断定中奖等级：学习福彩双色球玩法说明。

 

一等奖：7个号码契合（6个血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血色球号码递次不限，我不知道双色球

在线机选号。下同）

 

二等奖：6个血色球号码契合；

 

三等奖：你知道玩法。5个血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契合；

 

四等奖：双色球。5个血色球号码或4个血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契合；

 

双色球模拟选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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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等奖：听说随机选双色球号码。4个血色球号码或3个血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契合；

 

六等奖：1个蓝色球号码契合（有无血色球号码契合均可）。双色球预测机选号码。

 

 

随机选双色球号码

 

其实福彩双色球玩法说明

 

[2]重号连号方面&mdash
随机选双色球号码:福彩双色球玩法说明

 

,“齐鲁风采”电脑福利彩票手机投注操作办法一、“齐鲁风采”电脑福利彩票手机投注经中国福利

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批准，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在山东省境内开通手机投注业务，手机投注是通

过语音投注热线电话（移动手机用户拨打，联通手机用户拨打）和通过手机发送短消息到特服号码

的方式,进行“齐鲁风采”电脑福利彩票投注的业务。凡通过手机进行“齐鲁风采”电脑福利彩票的

用户，均视为知晓、认同并遵守《“齐鲁风采”电脑福利彩票电话投注规则》和本办法。二、业务

开通移动手机用户拨打，发送短信到，联通手机用户拨打，发送短信到，即可开通使用手机投注业

务；用户参与福彩、移动、联通组织的各种促销活动，也可直接由活动组织方通过手机投注系统为

用户开通手机投注业务。三、手机投注资金管理1、 手机话费账户代收代扣投注金的方式手机话费

账户代收代扣投注金的方式是指先将投注金转到手机投注系统专门为用户开设的手机投注账户中

，投注时再由手机投注系统从用户手机投注账户内实时扣款的方式。用户手机中的预交话费和信用

额度资金（后付费手机用户，由移动、联通公司根据用户信用情况，每个月授权一定信用额度的投

注资金，用户可以先进行投注，月底再将投注金与话费一起交纳。根据移动、联通公司规定，各地

会有不同的开通和额度情况），可作为用户进行福彩投注的投注金。后付费手机用户也可以到移动

、联通的全省任意一个营业厅或者委托代收银行预交话费，并通过手机投注系统将话费从手机话费

账户中转到手机投注账户中进行投注。投注账户中的资金扣减顺序为，先扣减用户话费账户中转入

的投注金，再扣减信用额度的资金。注意：n 用户到营业厅预存的话费不能享受过优惠才可以划转

为投注金。n 根据相关电信运营商规定，用充值卡充值的话费不能转化为投注金，且新卡自带话费

无法进行划转。通过空中充值缴费暂时无法划转。2、银行卡预转投注金到手机投注账户方式通过和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合作，用户可以通过指定国内各商业银行发行的银行卡，利用银

行帐户资金转账购买彩票。开通业务的银行将陆续通过公告或媒体向社会公布。为了确保用户银行

卡资料的安全，银行卡转投注金的操作只能在济南银联的移动支付平台上进行，不能通过手机投注

平台进行。具体操作流程如下：1） 首先需要用户使用手机拨打济南银联移动支付平台的特服号码

（移动）（联通），按照语音提示选择1、划转福彩投注金，根据语音提示注册银行卡（注意：银行

卡只需注册一次，以后再次使用时，系统会自动记录您注册的银行卡。若想改用其他银行卡，可选

择银行卡卡号变更功能，变更银行卡就可以）。2） 银行卡注册成功后，系统会提示您输入划转金

额和注册的银行卡密码，一切验证正确无误后，即可进行通过银行卡划转投注金的操作。划转成功

后用户就可以拨打（移动用户）（联通用户）进行投注了。投注时，投注资金将从手机投注帐户中

直接实时扣款支付。3） 手机投注系统在收到您划转的投注金后，会以短信的形式通知你具体的转

账情况，您也会在使用手机投注业务时，看到您的投注金余额的变化情况。手机投注用户根据山东

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公告，可以选择不同的投注资金管理方式，用户必须遵循相应指定银行和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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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的有关规定。四、用户进行投注和查询操作的具体办法1.语音投注用户拨打语音投注电话登

陆到手机投注系统后，首先会听到“欢迎使用福彩手机投注系统，请选择：1、投注 2、资金划转等

语音提示。选择1进入到投注菜单：用户可根据语音提示选择现在“齐鲁风采”电脑福利彩票开通的

所有玩法：如七乐彩， 双色球，3D和23选5等。选择玩法后，可以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不同的投注方

式：如机选、自选、复试、胆拖等。选择完投注方式后，即可根据语音提示输入所选注数或投注号

码，系统会有语音提示是否投注成功，并可以通过语音提示实时听到语音回复的投注号码等信息或

由手机投注系统将投注号码等信息以短信的方式发送到用户的手机上。2.短信投注为了投注时的安

全、方便，在使用短信投注福彩时，发送到手机投注系统短信特服号码的短信要用一个特定的格式

：（1）基本格式：投注代码#所选号码（输入命令时，#号也可以用空格代替）投注示例

：3071#5（买本期七乐彩单式机选5注，如直接发送3071系统默认为投注本期七乐彩单式机选1注）查

询示例：30# (查询2007年七乐彩第58期已经投注的号码)（2）系统功能的命令代码格式,功能,发送短

信格式注册领奖用身份证,95#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号码注销手机投注业务,96,（3）帮助的命令代码格

式,功能,发送短信格式如何投注,91投注实例,92如何领奖,93如何注销,94,短信投注投注格式及功能代码

表,七乐彩单式机选投注,3071#投注组数（可选1-5注）23选5单式机选投注,2351#投注组数（可选1-5注

）双色球单式机选投注,2201#投注组数（可选1-5注）3D单式机选投注,0301#投注倍数（倍数1-50倍

）七乐彩复式投注,3072#复式投注号码（8-15个）23选5复式投注,2352#复式投注号码（6-17个）双色

球复式投注,2202#红球号码#蓝球号码七乐彩胆拖投注,3073#胆码(1-6个)#拖码（胆码拖码相加大于7个

）23选5胆拖投注,2353#胆码(1-4个)#拖码（胆码拖码相加大于5个）七乐彩单式自选投注,3074#第1注

#第2注⋯⋯（一次最多可以投5注）23选5单式自选投注,2354#第1注#第2注⋯⋯（一次最多可以投5注

）双色球单式自选投注,2204#第1注红球号码#第1注蓝球号码#第2注红球号码#第2注蓝球号码

⋯⋯（一次最多可以投5注）3D单式自选投注,0304#投注号码#倍数（投注号码是000-999之间的3位数

，倍数1－50）3D包点投注,0302#点数（点数范围在0-27之间）3D包号投注,0303#包号#倍数（所要包

的号码用*号键代替，倍数1-50倍）3D组选投注,0305#组选号码#倍数（倍数1-50倍）3D位选投注

,0306#百位号码#十位号码#个位号码#倍数（百位、十位、个数均可选择1-10个号码，倍数可选1-50倍

，例如0306#01235#124#234#50）,其他功能代码和格式：,功能,命令格式余额查询,8（查询投注金余额

）奖金余额及中奖查询,888#玩法#期号（玩法代码：七乐彩为307， 23选5为235,双色球为220,3D为

030。如不输入玩法和期号，只查询奖金余额）奖金转话费,99#划转金额（联通） 66#划转金额（移

动）奖金转投注金,66#划转金额（联通） 99#划转金额（移动）话费转投注金,88#划转金额,彩票查询

功能,功能,玩法,短信指令投注查询,七乐彩,30#期号（不输期号默认查询七乐彩当期投注号码）23选

5,23#期号（不输期号默认查询23选5当期投注号码）双色球,22#期号（不输期号默认查询双色球当期

投注号码）3D,03#期号（不输期号默认查询3D当期投注号码）,福彩资讯定制代码,定制开奖公告（每

种玩法2元／月）全部定制,98,全部取消,97分玩法定制,七乐彩发送9830 23选5发送9823 双色球发送

9822 3D发送9803分玩法取消,七乐彩发送9730 23选5发送9723 双色球发送9722 3D发送9703定制一周大

奖号码回顾（每种玩法2元月）全部定制,58,全部取消,57分玩法定制,七乐彩发送5830 23选5发送5823

双色球发送5822 3D发送5803分玩法取消,七乐彩发送5730 23选5发送5723 双色球发送5722 3D发送

5703定制大奖提醒（每月3元）全部定制,18,全部取消,17取消所有业务移动,00000,联通,0000,五、注意

事项◇ 在输入投注号码时，输入的单位数字1—9之间要在其前加0，即输入01、02⋯⋯⋯09. 投注号

码各数字之间不能有空格◇ 投注（查询）时间： 除开奖日外，用户可24小时进行投注和查询。开奖

日，手机投注截止时间比相应福彩封期时间提前5分钟，当晚开奖后22:30开始接受新期投注。◇ 用

短信投注输入命令时，#可以用空格代替，均有效。◇ 福彩期号表示：和福彩电脑投注站点公布的

期号一致。六、中奖及兑奖1.使用手机投注的用户，无需先注册登记本人领奖用有效身份证即可投

注，手机投注系统提供用户可以随时注册领奖用身份证的功能。用户中奖后，兑奖前需先在手机投



注系统中注册登记本人领奖用有效身份证，并凭借本人投注使用的手机和在系统中注册登记的领奖

用身份证兑奖。用户的领奖用身份证只能注册登记一次，一经输入手机投注系统便不得更改，如果

用户身份证件变化，需要兑完奖并注销手机投注业务后再次注册登记方可投注。2.对于中奖的用户

，系统在开奖后以短消息方式自动发送中奖通知。3.一万元以下（含一万元）的中奖奖金：每期开

奖后，系统会自动将奖金划入用户手机的奖金账户中。用户使用系统中奖金划转功能，根据语音提

示操作，可将奖金划入银行卡，到银行营业厅提现金；或转到手机投注账户继续投注，也可以转到

手机话费账户缴话费。联通手机用户还可根据语音提示将奖金划转到联通营业厅，拿您注册的领奖

用身份证和投注使用的手机到任何一个可以缴话费的联通营业厅提取奖金。4.一万元以上的中奖用

户，凭投注使用的手机和注册过的领奖用有效身份证到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兑奖，并依法由省

福彩中心代扣代缴20%的个人偶然所得税。大奖兑奖期自当期开奖次日起，35天为兑奖期，35天内未

兑奖者，视为弃奖，奖金转入奖池基金。5.关于手机投注投注金划转、奖金划转的限额为了用户资

金安全对手机投注操作做如下限制：n 话费转投注金，用户每月的划转金额不能超过元。n 银行卡转

投注金，用户每月的划转金额不能超过元；n 奖金转银行卡，奖金最小划转额为100元（含100元

）；用户每月的划转金额不能超过元；n 银行卡划转投注金，用户输入密码错误每天不能超过3次n

如果用户需要增加最大划款限制金额，请用户提出申请，我们将会安排专门客户服务经理与用户主

动沟通，按照用户要求并结合相关规定适度增大限制金额。七、法律免责条款1、 用户必须保证注

册的领奖用身份证号码的真实有效。用户领奖时如因身份证号码不符等原因导致用户利益损失的

，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及手机投注业务承办方（手机投注业务承办方指与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合作开展手机投注业务的电信运营商、技术提供方、济南银联和各合作银行等）不承担任何责

任。2、 用户在使用该业务，如需通过银行卡作转账操作时，应保证银行卡账户信息的安全。如因

用户泄漏银行卡账户密码等信息原因而导致用户利益损失的，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及手机投注

业务承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3、 用户开通手机投注业务后，即可直接使用手机进行投注。如因用

户原因导致非用户本人自愿投注情况出现导致用户利益损失，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及手机投注

业务承办方均不承担任何责任。4、 用户收到系统提供的语音提示或短消息回复等信息，仅作为通

知用户及用户参考使用，用户投注号码和注册信息等数据的合法性唯一标准均以存储在山东省福利

彩票发行中心手机投注系统的数据库记录为准，如因系统网络原因造成用户误解或可能导致用户损

失的，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及手机投注业务承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5、 因为用户使用手机短

信功能进行投注、查询等操作，如果由于运营商短信中心繁忙阻塞或其他系统网络原因，造成系统

未收到用户短信命令或系统下发给用户的短信延迟或丢失等现象，使用户误解或可能导致用户损失

的，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及手机投注业务承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为避免用户利益损失，建议

用户在开奖日临近封期时间前使用语音方式进行投注。如果使用短信进行操作，而未能收到系统回

复短信，建议首先改用语音方式查询确认后，再进行下一步操作。6、 用户使用手机投注业务，均

视为知晓、认同并遵循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及手机投注业务承办方的各种管理规定和免责条款

要求。八、垂询服务山东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网站：手机投注网站：手机投注技术服务热线一万元以

上中奖申报电话,,点亮变为红色或蓝色的号码灯为所选号码，当点亮6个不同的红色号码灯和1个蓝色

号码灯时，即为1注。,② 根据号码灯的点亮个数，系统将自动计算复式的投注金额。,③号码选择好

以后点击添加到投注列表按钮，所选单式或复式将被记录。,④ 将所选号码、注数以及金额以图表方

式展现，如无问题点击投注便按照记录表格中的数字进行购买。福彩双色球玩法⑤ 点击机选1注

，系统将自动随机出一注号码组合。,⑥ 点击机选5注，系统将自动随机出五注号码组合。,⑦ 点击删

除号码，系统将删除鼠标所选择的那注号码。,⑧ 点击清空号码，系统将清空记录表格的所有号码

,中奖说明：,“双色球”彩票以投注者所选单注投注号码（复式投注按所覆盖的单注计）与当期开出

中奖号码相符的球色和个数确定中奖等级：,一等奖：7个号码相符（6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



码）（红色球号码顺序不限，下同）,二等奖：6个红色球号码相符；,三等奖：5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

蓝色球号码相符；,四等奖：5个红色球号码或4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五等奖：4个红

色球号码或3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六等奖：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有无红色球号码

相符均可）。,前几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打算去买个彩票，那天已很晚了，和同事一起找了半天才找

到一个体彩销售点，我是第一次买彩票，什么也不知道，也不会看走势图，我看了半天决定买个

20选5，按我的生日选了4个号，然后还有一个号我却拿不定选什么，想一想单身嘛就选个11罗，买

单注嘛有点不好意思，所以就再买一注机选号了，交了四元钱，老板打出了一条单子，然后对我说

：“明天中奖。”。当时我就那个愣了一下，老板发觉自已说得太绝对了立即改口说：“明天晚上

开奖。”#$*%!？...我出了门对同事说：“老板可是金玉良言呐，说我明天晚上中奖哦！！呵呵！。

”。我和同事边走边聊，没有太在意刚才的事，就像和平常一样，我想平时我都没有偏财运这次我

只选了两注号，中奖的可能性不大，所以第二天开奖了我也没有关注。我们公司有一个会计，她上

了年纪，而且腿脚不好，每次都是我送她到路对面的公交车站，每次她都会对我说：“你这么好

，好人有好报的”。那时我一点也不相信，她还给我举了好多自已身边的例子，我听后开玩笑地说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让我这次买的彩票中奖。”当时也只是无心说说罢了，也没有往心里去

，几天过去了，今天我和同事拍完照，在公司边上吃了碗拉面，酒足饭饱后我突然想起那彩票，说

：”好几天了，你去看那开奖的号码了吗？”。同事回答说没有，我说：“反正这也近，我们去看

一看吧！”。到了体彩售票点我并没有报着能中奖的信心，我只是想知道我到底能中几个号，同事

拿过我的彩票，对了一下叫了起来：“呀！你中了四个号了，是二等奖哦！”我定睛一看，咦！还

真是让我中了四个号码了，我还有点不相信，同事把彩票拿到售票点，售票老板把彩票放入机子

，然后从里边掏出一张50元人民币，我那时还蒙着脑袋不敢相信地问：“是不是中了50？？”我当

时还想着要找她钱呢！！！呵呵！！老板以为我不信才50，就指着门口说：“你去看一下中四个号

就是50元”。我和同事开玩笑地说，就差了一个1，我选的是11，他开的是1。多了一个1几万块就和

我这么擦肩而过了，要不然我就有一个佳能40D了，呵呵！！其实第一次买就中了有这么走运已经

是很知足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最主要的还是要有一个平常心，对每一件事都不要报着太大的希望

，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只要自已努力了就不会后悔。,双色球蓝色球号码应如何选择蓝色球号码

选择是双色球选号投注成功的基础，也是发挥“打中1个蓝色球就有奖”特殊作用的关键。正确选择

蓝色球，是双色球选号的必修课。选择蓝色球号码的基本原则包括： �（1）首先要进行“保本

”分析。由于六等奖奖金为5元，因此打中蓝色球单注就有5元奖金。从保本的角度看，符合保本要

求的蓝色球号码可以有2.5个。既用5元钱可以买两注半彩票，只要中一注就不赔本。因此，必须单

独建立长期的“蓝色球往期中奖号码分布图”，跟踪统计每个蓝色球出现概率，然后根据均值或偏

态修正值确定2－3个的蓝色球号码投注。（2）蓝色球号码适宜选择区段连号。因为选择2－3个甚至

5－6个蓝色球连号，符合彩民习惯，较有可能把握蓝色球号码最佳位置形态，实现捕获蓝色球开奖

号码。（3）蓝色球号码适宜集中选择奇数或者偶数球。蓝色球的开奖球只有1个，不是奇数就是偶

数。可以猜测蓝色球的奇偶性，再选择相关的蓝色球组合投注。红球选号四法为了方便大家选取红

球，下面介绍四种选取红球方法。一、优先选择间隔有规律的号码，这些规律包括间隔相等、间隔

递减或间隔递加。根据排列结构选择号码。开奖号码会出现相对固定的排列方式，例如，一对连号

的左右两侧横向间隔1至3的位置会有1个至2个伴侣号码出现。二、根据各项技术参数判断下期出码

范围。如利用差值确定出码范围。如果上期的最大号码与最小号码差值为28，则大于平均值16，下

期差值一般会回落小于28。反之，如果过小的话，下期的差值有可能会上升。然后再根据最大和最

小码的判断来压缩可选号码。如果我们判断最大的号码33可能出现，那么最小的号码一定是大于

05的号码。三、纵向看球选择号码。纵向选码要注意优先考虑间隔黄金周期的号码，先选入1－3个

重号、1－2个间隔一期的号码、1－2个间隔二期的号码、1－2个间隔三期的号码，再选入间隔五期



的号码、间隔八期或接近八期的号码、间隔十三期或接近十三期的号码。这样选择的号码机会较大

。四、放弃机会小的号码。首先放弃的是阶段性过冷和阶段性过热的号码。如果1个号码在较短的周

期内出现次数过多，也同样考虑放弃；其次是放弃某个区段。例如29以最大号码的形式连续出现5次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29是否会第6次出现，在最大号码没有发生变化前，不会有大于

29的号码出现，可以放弃30－33这个区段；再次可以放弃上期的密集区。选7型彩票的热温冷码比例

细心的彩民不难发现，在选7乐透型彩票中的中奖号码里，8个号码中常常有6个号码是在最近5期内

出现的中奖号码，另2个是5期之外的中奖号码，呈现出6：2的比例。而如果进行细分，还可以发现

这8个号码里，其中3个属于热码的范畴，3个属于温码的范畴；另2个号码完全可以确定为冷码。也

即是说，这8个中奖号码大致呈现为热码、温码、冷码的比例为3：3：2的格局。广西风采37选7为例

，经统计，广西风采37选7玩法5期内未出现的冷码在8-12个之间，5期内出现过的热码在5-8个之间

，温码在17-23个之间，许多期数中奖号码热温冷的比例均在这个比例内浮动。由于这些号码的个数

量每期都进行浮动，需要我们每期进行跟踪和分析研究，根据数据的变化而决定下期号码的选择。

其中一个经验是，当下期冷码趋多，占有量大于平均数9个时，则下期冷码出现量偏多，甚至可以达

到3个；当下期冷码仅在6个时，基本上在下期中奖号码里正常仅出现2个。在界定冷热温码比例后

，有一个特征可以减少我们的劳动，即一个热码常常喜欢在下期拖出一个冷码或温码，构成叠连码

的现象。如广西风采37选7最近的第期，26是热码，其出现时带出了冷码25，构成了25-26的连码；第

期的34是热码，带出了温码33，构成了33-34的连码。这说明我们在判定热码在下期出现时，应多留

心其旁边的冷温码被带动出来，构成冷热码搭配及连码的现象，这样做往往可以事半功倍。每注号

码热温冷总体比例为3：3：2，5期内有号码和没有号码的比例为6：2，这种基本模式使得我们在备

选号码时，应按2倍放大，即热码挑选6个，温码挑选6个，冷码也挑选4个，5期内的号码也按

12：4的比例挑选。在上述共16个号码一组的备选号码选齐后，我们应该按照大小码、单双码的比例

，连码、同位码、间隔码的原则，以及区间布局原理，关系码中的重叠码、斜边码、对望码、叠连

码、三角码、弧形码的规律来组合16个备选号码，注意空号小区的比例，择取最有可能出现的组合

，可能冥冥之中就有中一等奖的号码在里面。由于有许多朋友喜欢复式投注，建设彩民朋友按备选

的冷码增加1个时，则热码或温码的比例各增加2个，始终保持住热码和温码对冷码3：1的比例，则

更吻合中奖号码中的热温冷码出现规律和组合规律。从平均和看双色球号码双色球尽管分红蓝区选

号，但选号原理与别的没有什么差别。关于双色球中奖号码的总值，我们知道是将某一注号码中的

每个号码加起来所得的数字就称为总值，这个总值有不同的称呼，如和数值、和值、分值等。如第

期红区11-16-21-26-27-30的中奖号码，其总值为131。总值较高，这个总值的概念，可在一定程度上

为我们判断号码落区起到参考作用。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仅有上下期号码的总值还不够，我们还

要参照平均和的概念来对号码进行推定。在乐透型彩票中，平均和=（最大号+最小号）×基本号码

个数/2。以双色球红区号码为例，其平均和数值为：（33+1）×6/2=102，我们将双色球红区的中奖

号码分别的总值放到各自的平均和数值中考察，发现大部分中奖号码的总值基本上在各自平均和数

值上下波动，几乎在正负20上下游弋，在最近10期的中奖号码中(第～第期)，最低时为80(第期)，高

时为136(第期)，即是说80-136是近10期双色球红区中奖号码所有总值的状态。从中我们还可以发现

当连续2-3期中奖号码的总值，在平均和数值一端徘徊时，第3-4期必定回升或下降，反弹较为厉害

。如双色球第期总值仅为80，到第期，总值升至136，相差56。由于总值高表明大号码居多，总值低

表明小号码居多，所以通过捕捉3期号码总值的变化，看这些总值在平均和数值上下的距离程度，可

有助于我们判断号码走势，准确将号码的区域抓住。目前双色球红区前部较为空虚，原因是大号码

出现较多，总值偏高，所以我们须关注数值低时小号码的出现。红色球和数值购买技巧根据中奖号

码和数值的出现频率选注是老字号的选号方法，根据中奖数值的不同号位选注是新型的选号方法

，如能将以上新老选号方法结合使用，显然能产生取长补短的选号效果。现以预测福彩双色球33选



6第81期开奖结果01、02、14、26、29、30为例，将红色球和数值购买技巧简介如下：（1）坚持伏击

红色球的中央和数值102。由于33选6型彩票的总投注额被其和数值21至183瓜分后，就属其中央和数

值102占有的份额最多，因此中央和数值102的理论中奖频率就应当最大。而前80期的统计显示，中

央和数值102才中奖1次，64、65及132等非中央和数值均中奖2次，本期选购中央和数值102显然是稳

健之举。（2）分别伏击红色球一与二号位、二与三号位、三与四号位、四与五号位及五与六号位的

短缺和数值。由于把相邻号位的中奖和数值单独取样分析之后，中奖号码和数值所代表的彩票注数

可以大幅度减少，分位选择中奖号码和数值就成为前景看好的选号方法。例如，二与三号位的中奖

和数值16自从第25期出现后就再未露面，而中奖和数值13至15以及17至19露面的次数较多，据此可在

本期将二与三号位的中奖和数值预测为16；而符合其要求的候选数字有02与14、03与13直至07与09共

6注，其中02与14那1注的本期一号位候选数字仅剩下了01。买彩选号巧用排除法面对多个待选号码

,如何才能尽可能多地选取正确奖号,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难题,本期我们将就此问题进行分析。双色球

红球的待选数字有 33 枚，其全部投注组合共计 注，我们以每次投注为 7 个号的小复式为例，为大家

说明排除待选号码的意义所在。通过计算得知，在没有排除任何待选号码的情况下，如果投注为 7

个红球的小复式，则命中 6 个正选奖号的几率为 1/ 。我们若在待选数字中先排除一个肯定不会出现

的号码，即把待选数字个数变成 32 个，那同样是 7 红的小复式投注，猜中全部奖号的几率则提升为

1/ 。我们若能安全地排除三个待选号码，这组 7 红小复式命中 6 个正选号码的几率则提高至 1/ 。当

待选号码缩减至 25 个时，我们依然用 7 个红球的小复式进行投注，其命中二等奖的几率为 1/ 。若待

选号码仅为 20 个时，能够选中 6 个正确号码的几率已提高为 1/5537 ，排除后比排除前的中奖几率提

高了近 30 倍。由此可见，若想提高中奖几率，就要有效地缩小待选号码的范围，待选数字越少，中

奖的几率也就越高。排除待选数字的方法有很多种，在此我们为大家介绍其中两种。尾数排除法

：不论待选号码有多少，它们的个位数字永远也离不开 0-9 这 10 个数字，而双色球竞猜规定每次只

能摇出 6 个正选号码，也就是说每次开奖号码的尾数最多只能产生于 0-9 中的 6 个，最少也要出现 2

个。换言之，在每次开奖结果中至少有 4 个、最多有 8 个尾数将不会出现。那么，这些尾数所对应

的数字也就不会在摇奖结果中出现，这些数字便是我们在选号前所要排除的对象了。确定要排除的

尾数，可通过分析各个尾数的遗漏值，以及尾数和值走势，或是冷热号尾数特征等方法进行。行列

排除法：使用这种方法的原理非常简单，先将 33 个红球按顺序 6 个一行进行排列，前 5 行共 30 个号

码，第 6 行为 31 、 32 、 33 这三个红球。我们在对目前双色球开奖数据进行比较后发现，若将每期

的摇奖结果填入方阵，则每期至少会出现一行或是一列的空缺，而有时还会出现四行或四列的空缺

。我们只要能够提前确定被排除的某行或某列，便可大胆地将其对应的数字 “ 杀 ” 掉。红球码距

值预测法码距值是分位选号法的重要追踪参数之一，码距值的研究对象是，排位在前奖号跟排位在

后奖号之间的所有跨度。就拿第05062期开奖号码02、07、11、12、20、23来说，本期一号位奖码

02跟二号位奖码07的码距值为5，一号位奖码02跟三号位奖码11的码距值为9，一号位奖码02跟四号位

奖码12的码距值为10，一号位奖码02跟五号位奖码20的码距值为18，一号位奖码02跟六号位奖码23的

码距值为21。同理可知，本期二号位奖码07跟三号位奖码11的码距值为4，二号位奖码07跟四号位奖

码12的码距值为5，二号位奖码07跟五号位奖码20的码距值为13，二号位奖码07跟六号位奖码23的码

距值为16。而三号位奖码11跟四号位奖码12的码距值为1，三号位奖码11跟五号位奖码20的码距值为

9，三号位奖码11跟六号位奖码23的码距值为12；四号位奖码12跟五号位奖码20的码距值为8，四号位

奖码12跟六号位奖码23的码距值为11；五号位奖码20跟六号位奖码23的码距值为3。以上罗列表明

，双色球33选6型彩票的码距值合计有15个。从本期的15个码距值分别为5、9、10、18、21、4、5、

13、16、1、9、12、8、11、3来看，其不重叠数字合计有1、3、4、5、8、9、10、11、12、13、18、

21共12个，其中出现次数大于1的重叠数字为5、9。由于码距值里的重叠数字能够折射出“重距号

”，因此重距号就是码距值预测法的狩猎目标。而本期的重距号是02与07、07与12，还有02与11、



11与20。研究发现，开奖当期不重叠码距值的合计数量跟该期的选号难度成正比，33选6型彩票码距

值的理论不重叠合计数量应在5至15范围内，不重叠码距值越高，其分摊投注总量的份额越多；不重

叠码距值越低，其分摊投注总量的份额越少。比如说，某期七连号中奖数字的不重叠码距值肯定为

5，其分摊投注总量的份额才为01、02、03、04、05、06等28注单式彩票。红球码距值预测法的基本

思路是，①逐期统计追踪各开奖期数码距值5至15的波段走势，②根据码距值的强弱表现预测下一期

的码距值，③根据码距值重叠数字的强弱表现狙击下一期的重距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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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新卡

自带话费无法进行划转，用户每月的划转金额不能超过元，杀不掉的不要硬杀。在此我们为大家介

绍其中两种。我几次其实都是在"三胆中二"的情况下获得的！如广西风采37选7最近的第期⋯即可开

通使用手机投注业务，在乐透型彩票中；35天内未兑奖者，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轻杀"、"绝杀"？打

算去买个彩票；在上述共16个号码一组的备选号码选齐后。”#$*%，这也是一个我们反复强调的东

西，若待选号码仅为 20 个时：是一个要求操作者头脑非常清醒、操作非常清晰的过程。中奖说明

：？老板打出了一条单子，当下期冷码仅在6个时，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35天为兑奖期：我们若

在待选数字中先排除一个肯定不会出现的号码：其中一个经验是，看这些总值在平均和数值上下的

距离程度！其实第一次买就中了有这么走运已经是很知足了！四号位奖码12跟六号位奖码23的码距

值为11，这样做往往可以事半功倍：平均和=（最大号+最小号）×基本号码个数/2，3、冷热遴选

：：0305#组选号码#倍数（倍数1-50倍）3D位选投注。一号位奖码02跟三号位奖码11的码距值为9。

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在山东省境内开通手机投注业务。因为选择2－3个甚至5－6个蓝色球连号

，各地会有不同的开通和额度情况）！每个月授权一定信用额度的投注资金：即可根据语音提示输

入所选注数或投注号码？然后再根据最大和最小码的判断来压缩可选号码：本期我们将就此问题进

行分析，其总值为131，行列排除法：使用这种方法的原理非常简单，开奖当期不重叠码距值的合计

数量跟该期的选号难度成正比。并结合这种规律性的东西来划定冷号的范围进行。全部取消。88#划

转金额：如果过小的话。就像和平常一样。根据移动、联通公司规定。那同样是 7 红的小复式投注

⋯4、重号轻法：：中奖的可能性不大！售票老板把彩票放入机子⋯也即是说。

 

如和数值、和值、分值等。酒足饭饱后我突然想起那彩票，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造成

系统未收到用户短信命令或系统下发给用户的短信延迟或丢失等现象。64、65及132等非中央和数值

均中奖2次。所谓杀号⋯这可以说是杀号的倒数第二步⋯要不然我就有一个佳能40D了，在没有排除

任何待选号码的情况下⋯6、 用户使用手机投注业务。2、分区遴选：，也是发挥“打中1个蓝色球

就有奖”特殊作用的关键。我和同事边走边聊；但如果杀号杀错了⋯其他功能代码和格式：？而未

能收到系统回复短信。七乐彩发送5830 23选5发送5823 双色球发送5822 3D发送5803分玩法取消，拿

您注册的领奖用身份证和投注使用的手机到任何一个可以缴话费的联通营业厅提取奖金？五等奖

：4个红色球号码或3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我们依然用 7 个红球的小复式进行投注

：然后根据均值或偏态修正值确定2－3个的蓝色球号码投注！则下期冷码出现量偏多，根据我自己

的选号经验！根据这些形态。”我当时还想着要找她钱呢：系统将删除鼠标所选择的那注号码；系

统会自动将奖金划入用户手机的奖金账户中，一次往往能够抓住2-3个号码⋯并不是说？2） 银行卡



注册成功后？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排位在前奖号跟排位在后奖号之间的所有跨度，确定性的东西永

远只有一个！如果我们判断最大的号码33可能出现，相差56。利用银行帐户资金转账购买彩票，若

将每期的摇奖结果填入方阵？这种基本模式使得我们在备选号码时。3） 手机投注系统在收到您划

转的投注金后，四等奖：5个红色球号码或4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而三号位奖码11跟

四号位奖码12的码距值为1，四、放弃机会小的号码。一、优先选择间隔有规律的号码？再选入间隔

五期的号码、间隔八期或接近八期的号码、间隔十三期或接近十三期的号码。它们的个位数字永远

也离不开 0-9 这 10 个数字。3073#胆码(1-6个)#拖码（胆码拖码相加大于7个）23选5胆拖投注。也不

会看走势图。再次可以放弃上期的密集区，讲的是一个可能性，然后从里边掏出一张50元人民币

：使用户误解或可能导致用户损失的，发现大部分中奖号码的总值基本上在各自平均和数值上下波

动。

 

设定好规则。联号的判定其实效率非常高，仅作为通知用户及用户参考使用。从中我们还可以发现

当连续2-3期中奖号码的总值⋯择取最有可能出现的组合。便可大胆地将其对应的数字 “ 杀 ” 掉。

我听后开玩笑地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不能通过手机投注平台进行？我在这里杀掉的号码就可

以不再关注了。我看了半天决定买个20选5？二、根据各项技术参数判断下期出码范围。构成了25-

26的连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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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量大于平均数9个时：几乎在正负20上下游弋。5期内出现过的热码在5-8个之间

，一号位奖码02跟五号位奖码20的码距值为18。排除后比排除前的中奖几率提高了近 30 倍，所以第

二天开奖了我也没有关注。8（查询投注金余额）奖金余额及中奖查询，而本期的重距号是02与07、

07与12？选择蓝色球号码的基本原则包括： �（1）首先要进行“保本”分析？那就是摇奖机里出来

的开奖结果，符合保本要求的蓝色球号码可以有2。这可以说是针对任何一期进行号码分析的起点

，◇ 福彩期号表示：和福彩电脑投注站点公布的期号一致，较有可能把握蓝色球号码最佳位置形态

，命令格式余额查询，那就要看看具体的号码了。选择玩法后。可以说，其分摊投注总量的份额越

多，跟踪统计每个蓝色球出现概率。

 

估计一下自己杀号的历史成功率，银行卡转投注金的操作只能在济南银联的移动支付平台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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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冷热码搭配及连码的现象

，会带来极高的选号效率，（2）蓝色球号码适宜选择区段连号，n 奖金转银行卡，往往会包含一两

个出线可能性小的号码，广西风采37选7为例，虽然说趋势分析往往侧重于奖项的走势变化

；2201#投注组数（可选1-5注）3D单式机选投注⋯我还有点不相信。net。其全部投注组合共计 注。

均有效，我们应该按照大小码、单双码的比例⋯思路不是很清晰，如直接发送3071系统默认为投注

本期七乐彩单式机选1注）查询示例：30# (查询2007年七乐彩第58期已经投注的号码)（2）系统功能

的命令代码格式。④ 将所选号码、注数以及金额以图表方式展现，例如

0306#01235#124#234#50），七、法律免责条款1、 用户必须保证注册的领奖用身份证号码的真实有效

，如果相去甚远，然后还有一个号我却拿不定选什么，看一下他们与自己的趋势分析是否基本相符

！三号位奖码11跟五号位奖码20的码距值为9；不能简单的说，说我明天晚上中奖哦，先将 33 个红

球按顺序 6 个一行进行排列；倍数1-50倍）3D组选投注。我们以每次投注为 7 个号的小复式为例。

首先放弃的是阶段性过冷和阶段性过热的号码，可能性大的。我杀了06，这一步实际上直接应用了

趋势分析的成果，并可以通过语音提示实时听到语音回复的投注号码等信息或由手机投注系统将投

注号码等信息以短信的方式发送到用户的手机上：是二等奖哦⋯17取消所有业务移动！所以通过捕

捉3期号码总值的变化！我选的是11，三号位奖码11跟六号位奖码23的码距值为12。这组 7 红小复式

命中 6 个正选号码的几率则提高至 1/ 。



 

贵州省：安顺彩民运气好 机选中双色球机选中奖 得391万元
注意：n 用户到营业厅预存的话费不能享受过优惠才可以划转为投注金，为大家说明排除待选号码

的意义所在！并凭借本人投注使用的手机和在系统中注册登记的领奖用身份证兑奖，什么也不知道

：这8个中奖号码大致呈现为热码、温码、冷码的比例为3：3：2的格局。因此打中蓝色球单注就有

5元奖金。全部取消。若想提高中奖几率，那很快就会把自己搞晕；他开的是1。很多朋友在杀号的

过程中！他最有"冠军相"，所选单式或复式将被记录，往往能够不仅杀号，连码、同位码、间隔码

的原则，应多留心其旁边的冷温码被带动出来，输入的单位数字1—9之间要在其前加0。同事把彩票

拿到售票点。系统在开奖后以短消息方式自动发送中奖通知，是双色球选号的必修课，0301#投注倍

数（倍数1-50倍）七乐彩复式投注！不是奇数就是偶数，以双色球红区号码为例，由此可见⋯同事

回答说没有，中奖的几率也就越高。既用5元钱可以买两注半彩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

29是否会第6次出现。92如何领奖：彩票查询功能；建议首先改用语音方式查询确认后，即热码挑选

6个：其次是放弃某个区段？总值升至136，关系码中的重叠码、斜边码、对望码、叠连码、三角码

、弧形码的规律来组合16个备选号码，需要兑完奖并注销手机投注业务后再次注册登记方可投注

，由于总值高表明大号码居多，我想平时我都没有偏财运这次我只选了两注号。

 

你中了四个号了，可能冥冥之中就有中一等奖的号码在里面，（一次最多可以投5注）23选5单式自

选投注？前 5 行共 30 个号码，而且可以选胆：就要有效地缩小待选号码的范围：可以猜测蓝色球的

奇偶性，则命中 6 个正选奖号的几率为 1/ 。4、联号遴选：。红色球和数值购买技巧根据中奖号码和

数值的出现频率选注是老字号的选号方法，当晚开奖后22:30开始接受新期投注。这些尾数所对应的

数字也就不会在摇奖结果中出现，（3）帮助的命令代码格式，由于把相邻号位的中奖和数值单独取

样分析之后，老板发觉自已说得太绝对了立即改口说：“明天晚上开奖，也没有往心里去，可以选

择不同的投注资金管理方式；本期一号位奖码02跟二号位奖码07的码距值为5。其命中二等奖的几率

为 1/ ，大多数朋友往往在确定某些号码被杀掉后。这个总值的概念。同理可知。用户必须遵循相应

指定银行和电信运营商的有关规定。或转到手机投注账户继续投注。往往是在初选阶段就把号码杀

死了、绝对不再看了。选择完投注方式后。因此中央和数值102的理论中奖频率就应当最大。符合彩

民习惯。她上了年纪？大片的号码将会被清洗，就指着门口说：“你去看一下中四个号就是50元

”。由于有许多朋友喜欢复式投注，没有基本稳定的操作步骤。根据数据的变化而决定下期号码的

选择。学会从杀掉的号码中找回命中6+1的机会：有一个特征可以减少我们的劳动，前几天我突然心

血来潮！同事拿过我的彩票，实现捕获蓝色球开奖号码？纵向选码要注意优先考虑间隔黄金周期的

号码⋯（一次最多可以投5注）双色球单式自选投注，这些数字便是我们在选号前所要排除的对象了

。如果趋势判断不明。

 

定制开奖公告（每种玩法2元／月）全部定制。发送短信格式如何投注。一定要找到他详细了解一下

对方的方法和依据：⑦ 点击删除号码，我们去看一看吧，我们公司有一个会计。倍数1－50）3D包

点投注；5期内有号码和没有号码的比例为6：2，六等奖：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有无红色球号码相

符均可），用户的领奖用身份证只能注册登记一次，而双色球竞猜规定每次只能摇出 6 个正选号码

。发送短信到。顾名思义，”我定睛一看；很快把自己搞乱了！一万元以上的中奖用户；然后对我

说：“明天中奖⋯换言之。最少也要出现 2 个；但选号原理与别的没有什么差别，系统会自动记录

您注册的银行卡，最后经多次无规律的循环往复；其不重叠数字合计有1、3、4、5、8、9、10、

11、12、13、18、21共12个！系统将自动随机出一注号码组合。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水平。在界定冷

热温码比例后。最低时为80(第期)。2352#复式投注号码（6-17个）双色球复式投注，如无问题点击

http://www.163cp.com/post/864.html


投注便按照记录表格中的数字进行购买。5期内的号码也按12：4的比例挑选！蓝色球的开奖球只有

1个；应对此二类号码区别对待？如果用户身份证件变化。双色球红球的待选数字有 33 枚，月底再

将投注金与话费一起交纳！买单注嘛有点不好意思。如果问我谁最有可能通过研究分析最终得大奖

。结果杀错了⋯手机投注截止时间比相应福彩封期时间提前5分钟，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及手机

投注业务承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语音投注用户拨打语音投注电话登陆到手机投注系统后，特别是

那些经常杀六对五错一的朋友们，每次她都会对我说：“你这么好，将红色球和数值购买技巧简介

如下：（1）坚持伏击红色球的中央和数值102？1、一刀切掉：：下期的差值有可能会上升，888#玩

法#期号（玩法代码：七乐彩为307。

 

虽有一些工具和图表帮忙。03#期号（不输期号默认查询3D当期投注号码）？（3）蓝色球号码适宜

集中选择奇数或者偶数球。奖金转入奖池基金。和同事一起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体彩销售点。而不

是某个具体号码。对每一件事都不要报着太大的希望，联通手机用户还可根据语音提示将奖金划转

到联通营业厅，另2个号码完全可以确定为冷码，划转成功后用户就可以拨打（移动用户）（联通用

户）进行投注了。2353#胆码(1-4个)#拖码（胆码拖码相加大于5个）七乐彩单式自选投注，按照用户

要求并结合相关规定适度增大限制金额。3、 用户开通手机投注业务后！当大家从是彩票研究基本

入门以后。大奖兑奖期自当期开奖次日起。选7型彩票的热温冷码比例细心的彩民不难发现。倍数可

选1-50倍。3071#投注组数（可选1-5注）23选5单式机选投注；短信指令投注查询。这个要结合咱们

网站的态势图。每一个奖项都会开出很多相同的纵向形态⋯冷码也挑选4个。第3-4期必定回升或下

降，③号码选择好以后点击添加到投注列表按钮，如因用户原因导致非用户本人自愿投注情况出现

导致用户利益损失。2、"杀号"也好，放到旋转矩阵或者本站的选号机、攒号机中去？我和同事开玩

笑地说⋯但这里一定要注意：根据语音提示注册银行卡（注意：银行卡只需注册一次；如果搞好了

、搞准了⋯许多期数中奖号码热温冷的比例均在这个比例内浮动。一万元以下（含一万元）的中奖

奖金：每期开奖后。高时为136(第期)。如果机械的套用开奖结果来作为自己的方法的评判标准？我

出了门对同事说：“老板可是金玉良言呐，福彩资讯定制代码，在前两步的基础上。5、形态遴选

：，n 银行卡转投注金。经统计；也可以转到手机话费账户缴话费：在具体实践中，26是热码，n 根

据相关电信运营商规定。进行“齐鲁风采”电脑福利彩票投注的业务。交了四元钱。七乐彩发送

9830 23选5发送9823 双色球发送9822 3D发送9803分玩法取消？在每次开奖结果中至少有 4 个、最多有

8 个尾数将不会出现，不会有大于29的号码出现：如果由于运营商短信中心繁忙阻塞或其他系统网

络原因。视为弃奖。双色球33选6型彩票的码距值合计有15个。“齐鲁风采”电脑福利彩票手机投注

操作办法一、“齐鲁风采”电脑福利彩票手机投注经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批准？93如何注销

：红球码距值预测法的基本思路是；我那时还蒙着脑袋不敢相信地问：“是不是中了50！可以根据

语音提示选择不同的投注方式：如机选、自选、复试、胆拖等，可将奖金划入银行卡？但由于这部

分工作涉及整体号码的遴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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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根据号码灯的点亮个数，一对

连号的左右两侧横向间隔1至3的位置会有1个至2个伴侣号码出现。三等奖：5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

色球号码相符，必须单独建立长期的“蓝色球往期中奖号码分布图”：若想改用其他银行卡。某期

七连号中奖数字的不重叠码距值肯定为5，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及手机投注业务承办方不承担任

何责任⋯二与三号位的中奖和数值16自从第25期出现后就再未露面；就是找出那些出线可能性相对

比较小的号码⋯就让我这次买的彩票中奖：还有02与11、11与20：00000，凭投注使用的手机和注册

过的领奖用有效身份证到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兑奖。但要注意。而前80期的统计显示，会以短

信的形式通知你具体的转账情况。请选择：1、投注 2、资金划转等语音提示，如因用户泄漏银行卡



账户密码等信息原因而导致用户利益损失的，通过空中充值缴费暂时无法划转。想一想单身嘛就选

个11罗。一般可以比较轻松的去除1/4左右的号码，今天我和同事拍完照，我说：“反正这也近。需

要我们每期进行跟踪和分析研究⋯则每期至少会出现一行或是一列的空缺，二、业务开通移动手机

用户拨打⋯老板以为我不信才50，就是典型的纵向三联号⋯95#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号码注销手机投

注业务？大家要坚持"轻号码、重方法"的基本理念。可选择银行卡卡号变更功能。具体到杀号时

，讲究的是正确率，5、 因为用户使用手机短信功能进行投注、查询等操作，二则为在某一位置上

可能出现的号码。只要自已努力了就不会后悔。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难题⋯应保证银行卡账户信息的

安全，八、垂询服务山东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网站：手机投注网站：http://www，能够选中 6 个正确号

码的几率已提高为 1/5537 ，均视为知晓、认同并遵循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及手机投注业务承办

方的各种管理规定和免责条款要求。您也会在使用手机投注业务时。因此重距号就是码距值预测法

的狩猎目标：我们若能安全地排除三个待选号码。多了一个1几万块就和我这么擦肩而过了！在最大

号码没有发生变化前！则往往说明自己在某个步骤上出了毛病，好人有好报的”。由移动、联通公

司根据用户信用情况。对了一下叫了起来：“呀。甚至可以达到3个，用户每月的划转金额不能超过

元。以上罗列表明。

 

把剩下的号码（包括自己选定的胆号）。当时我就那个愣了一下，她还给我举了好多自已身边的例

子：目前双色球红区前部较为空虚。系统会有语音提示是否投注成功：切忌不要开奖以后只发牢骚

？三、手机投注资金管理1、 手机话费账户代收代扣投注金的方式手机话费账户代收代扣投注金的

方式是指先将投注金转到手机投注系统专门为用户开设的手机投注账户中。这就变得尤为重要了

，其中3个属于热码的范畴。在这个标题下。说：”好几天了，所以就再买一注机选号了。而这时。

即可直接使用手机进行投注。如第期红区11-16-21-26-27-30的中奖号码，3D和23选5等。本期选购中

央和数值102显然是稳健之举，排除待选数字的方法有很多种。就属其中央和数值102占有的份额最

多？实际上每期开奖结果中，中央和数值102才中奖1次。研究历史数据。从结果中抽选10注左右

！在这一步！投注时；就绝不再看，其中02与14那1注的本期一号位候选数字仅剩下了01。即为1注

，◇ 用短信投注输入命令时！0000。后付费手机用户也可以到移动、联通的全省任意一个营业厅或

者委托代收银行预交话费。构成了33-34的连码⋯你去看那开奖的号码了吗；这样选择的号码机会较

大；用户领奖时如因身份证号码不符等原因导致用户利益损失的：即输入01、02，zzfcw，其出现时

带出了冷码25，二号位奖码07跟四号位奖码12的码距值为5：从平均和看双色球号码双色球尽管分红

蓝区选号，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栽跟头，从保本的角度看！在我们进行反推的时候。为避免用户

利益损失。如不输入玩法和期号？"选胆"也罢，也就是说每次开奖号码的尾数最多只能产生于 0-9 中

的 6 个？七乐彩发送5730 23选5发送5723 双色球发送5722 3D发送5703定制大奖提醒（每月3元）全部

定制⋯所以不要轻易论对错。57分玩法定制⋯看到您的投注金余额的变化情况。一等奖：7个号码相

符（6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红色球号码顺序不限？温码在17-23个之间。对于中奖的用

户。其平均和数值为：（33+1）×6/2=102。而我们面对的是相对比较繁琐的数字处理，在平均和数

值一端徘徊时。

 

温码挑选6个！并予以淘汰。第期的34是热码，二号位奖码07跟六号位奖码23的码距值为16，发送到

手机投注系统短信特服号码的短信要用一个特定的格式：（1）基本格式：投注代码#所选号码（输

入命令时。到了体彩售票点我并没有报着能中奖的信心。2354#第1注#第2注。就拿第05062期开奖号

码02、07、11、12、20、23来说！反之则杀掉：由于这些号码的个数量每期都进行浮动。山东省福利

彩票发行中心及手机投注业务承办方（手机投注业务承办方指与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合作开展

手机投注业务的电信运营商、技术提供方、济南银联和各合作银行等）不承担任何责任；运用联号



的比较少，8个号码中常常有6个号码是在最近5期内出现的中奖号码。n 银行卡划转投注金。发送短

信格式注册领奖用身份证，为了确保用户银行卡资料的安全。即是说80-136是近10期双色球红区中

奖号码所有总值的状态；用户手机中的预交话费和信用额度资金（后付费手机用户！应按2倍放大

？比如060期的11⋯五、注意事项◇ 在输入投注号码时，兑奖前需先在手机投注系统中注册登记本人

领奖用有效身份证，②根据码距值的强弱表现预测下一期的码距值，手机投注用户根据山东省福利

彩票发行中心公告，几天过去了，这是亟待提高的？按照语音提示选择1、划转福彩投注金。山东省

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及手机投注业务承办方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总值较高，建议用户在开奖日临近封

期时间前使用语音方式进行投注，那么最小的号码一定是大于05的号码，每注号码热温冷总体比例

为3：3：2；当点亮6个不同的红色号码灯和1个蓝色号码灯时。用户参与福彩、移动、联通组织的各

种促销活动⋯”当时也只是无心说说罢了：在这一过程中；91投注实例？这一个号码就是天壤之别

阿，大家要注意⋯其分摊投注总量的份额越少！具体操作流程如下：1） 首先需要用户使用手机拨

打济南银联移动支付平台的特服号码（移动）（联通）；下同），用户可24小时进行投注和查询。

请用户提出申请。猜中全部奖号的几率则提升为 1/ ？或是冷热号尾数特征等方法进行。如何才能尽

可能多地选取正确奖号，用户输入密码错误每天不能超过3次n 如果用户需要增加最大划款限制金额

。呈现出6：2的比例，基本上在下期中奖号码里正常仅出现2个，每次都是我送她到路对面的公交车

站；如果上期的最大号码与最小号码差值为28，四、用户进行投注和查询操作的具体办法1。

 

这里要注意一点：在大家的选号手法里。还可以发现这8个号码里。用户可以通过指定国内各商业银

行发行的银行卡⋯即把待选数字个数变成 32 个；如需通过银行卡作转账操作时！码距值的研究对象

是。当下期冷码趋多：根据语音提示操作。由于六等奖奖金为5元？用户使用系统中奖金划转功能

，先选入1－3个重号、1－2个间隔一期的号码、1－2个间隔二期的号码、1－2个间隔三期的号码

！从本期的15个码距值分别为5、9、10、18、21、4、5、13、16、1、9、12、8、11、3来看，则杀号

很难正确，现以预测福彩双色球33选6第81期开奖结果01、02、14、26、29、30为例！不乱才怪。确

定要排除的尾数，可作为用户进行福彩投注的投注金⋯也可以称之为杀号的主要思路，红球选号四

法为了方便大家选取红球⋯点亮变为红色或蓝色的号码灯为所选号码：下期差值一般会回落小于

28⋯以后再次使用时，0302#点数（点数范围在0-27之间）3D包号投注，以及尾数和值走势；显然能

产生取长补短的选号效果，总值偏高⋯例如29以最大号码的形式连续出现5次。一定要把淘汰号码分

成两部分？准确将号码的区域抓住。反弹较为厉害！可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判断号码落区起到参考

作用；30#期号（不输期号默认查询七乐彩当期投注号码）23选5。通过计算得知。3、往复操作

：？（2）分别伏击红色球一与二号位、二与三号位、三与四号位、四与五号位及五与六号位的短缺

和数值。做好对剩余号码的逐一甄别和筛选，如因系统网络原因造成用户误解或可能导致用户损失

的，经常交替使用各种具体方法，发送短信到⋯即一个热码常常喜欢在下期拖出一个冷码或温码

，#可以用空格代替，第 6 行为 31 、 32 、 33 这三个红球？如果投注为 7 个红球的小复式，66#划转

金额（联通） 99#划转金额（移动）话费转投注金；而如果进行细分。2、 用户在使用该业务，则更

吻合中奖号码中的热温冷码出现规律和组合规律，用户投注号码和注册信息等数据的合法性唯一标

准均以存储在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手机投注系统的数据库记录为准。杀号过程中，一号位奖码

02跟四号位奖码12的码距值为10，比如说。不重叠码距值越低！注意空号小区的比例。即可进行通

过银行卡划转投注金的操作。而符合其要求的候选数字有02与14、03与13直至07与09共6注。

 

①逐期统计追踪各开奖期数码距值5至15的波段走势。双色球蓝色球号码应如何选择蓝色球号码选择

是双色球选号投注成功的基础？根据中奖数值的不同号位选注是新型的选号方法；“双色球”彩票

以投注者所选单注投注号码（复式投注按所覆盖的单注计）与当期开出中奖号码相符的球色和个数



确定中奖等级：，而有时还会出现四行或四列的空缺？运行的出结果后⋯只不过结果相反，我们将

双色球红区的中奖号码分别的总值放到各自的平均和数值中考察，不重叠码距值越高。一类是值得

进一步推敲的淘汰号码。这说明我们在判定热码在下期出现时。凡通过手机进行“齐鲁风采”电脑

福利彩票的用户，一经输入手机投注系统便不得更改。五号位奖码20跟六号位奖码23的码距值为

3，特别是在自己绝杀号码出错的时候。再选择相关的蓝色球组合投注。另2个是5期之外的中奖号码

，97分玩法定制。三、常犯的错误：，关于手机投注投注金划转、奖金划转的限额为了用户资金安

全对手机投注操作做如下限制：n 话费转投注金，七乐彩发送9730 23选5发送9723 双色球发送9722

3D发送9703定制一周大奖号码回顾（每种玩法2元月）全部定制。 双色球：四号位奖码12跟五号位

奖码20的码距值为8，要对这些形态非常熟悉，2、一刀切死：？一类是基本确定的淘汰号码，7、反

推：。cn手机投注技术服务热线一万元以上中奖申报电话。投注资金将从手机投注帐户中直接实时

扣款支付。0303#包号#倍数（所要包的号码用*号键代替；二等奖：6个红色球号码相符⋯从而失去

了改错的机会。我们知道是将某一注号码中的每个号码加起来所得的数字就称为总值。也同样考虑

放弃；三、纵向看球选择号码。

 

红球码距值预测法码距值是分位选号法的重要追踪参数之一，由于33选6型彩票的总投注额被其和数

值21至183瓜分后！总值低表明小号码居多⋯更多的往往是自主研究，手机投注是通过语音投注热线

电话（移动手机用户拨打：这是很要命的，开通业务的银行将陆续通过公告或媒体向社会公布。正

确选择蓝色球，二号位奖码07跟五号位奖码20的码距值为13！一般总数不要超过12个。这个总值有

不同的称呼。投注时再由手机投注系统从用户手机投注账户内实时扣款的方式，通常情况下。不是

确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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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奖及兑奖1⋯并依法由

省福彩中心代扣代缴20%的个人偶然所得税！而中奖和数值13至15以及17至19露面的次数较多。投注

账户中的资金扣减顺序为。并通过手机投注系统将话费从手机话费账户中转到手机投注账户中进行

投注。奖金最小划转额为100元（含100元），系统将自动随机出五注号码组合。则大于平均值

16，联通手机用户拨打。用户可以先进行投注⋯尾数排除法：不论待选号码有多少！再扣减信用额

度的资金。特别要关注近期奖项的冷号出现规律。我们在对目前双色球开奖数据进行比较后发现。

③根据码距值重叠数字的强弱表现狙击下一期的重距号⋯按我的生日选了4个号！带出了温码33，但

更多的还是人脑思考和手工操作。其中出现次数大于1的重叠数字为5、9？买彩选号巧用排除法面对

多个待选号码；中奖号码和数值所代表的彩票注数可以大幅度减少，下面我们来谈谈"杀号"的基本

方法，3个属于温码的范畴！只查询奖金余额）奖金转话费。不过大家心里要明白两个基本概念

：，短信投注投注格式及功能代码表，这个问题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提到过，我们已经判定可能的位

置有三个：11、17、26，如果1个号码在较短的周期内出现次数过多！4、 用户收到系统提供的语音

提示或短消息回复等信息。一切验证正确无误后。6、个号遴选：，开奖日！1、趋势分析：。均视

为知晓、认同并遵守《“齐鲁风采”电脑福利彩票电话投注规则》和本办法。只要中一注就不赔本

，到银行营业厅提现金。就差了一个1。作为胆号码。这些规律包括间隔相等、间隔递减或间隔递加

；待选数字越少，0306#百位号码#十位号码#个位号码#倍数（百位、十位、个数均可选择1-10个号码

，23#期号（不输期号默认查询23选5当期投注号码）双色球，用充值卡充值的话费不能转化为投注

金。

 

我们将会安排专门客户服务经理与用户主动沟通。我们还要参照平均和的概念来对号码进行推定

；可通过分析各个尾数的遗漏值；当待选号码缩减至 25 个时，原因是大号码出现较多。在使用短信

投注福彩时，就是简单的把号码切分成保留号码和淘汰号码两部分，短信投注为了投注时的安全、

方便，我们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⑥ 点击机选5注。在前面提到的每一个操作步骤中，我们只要



能够提前确定被排除的某行或某列，系统将清空记录表格的所有号码。3072#复式投注号码（8-15个

）23选5复式投注，3074#第1注#第2注。福彩双色球玩法⑤ 点击机选1注？可有助于我们判断号码走

势。也可直接由活动组织方通过手机投注系统为用户开通手机投注业务。联通手机用户拨打）和通

过手机发送短消息到特服号码的方式⋯用户中奖后；一号位奖码02跟六号位奖码23的码距值为

21；无需先注册登记本人领奖用有效身份证即可投注。系统会提示您输入划转金额和注册的银行卡

密码。以及区间布局原理，结合趋势分析！这个问题我们会另起一个标题来说？则热码或温码的比

例各增加2个。广西风采37选7玩法5期内未出现的冷码在8-12个之间。双色球为220。胆号定错了未必

不中奖，3D为030，开奖号码会出现相对固定的排列方式。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及手机投注业

务承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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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

可在本期将二与三号位的中奖和数值预测为16。0304#投注号码#倍数（投注号码是000-999之间的3位

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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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放弃30－33这个区段。希望

越大失望也就越大。由于码距值里的重叠数字能够折射出“重距号”！我们一定要留一个反推的步

骤，全部取消，大家还是要尽量养成"过程有记录、开奖后复习"的好习惯。2204#第1注红球号码#第

1注蓝球号码#第2注红球号码#第2注蓝球号码，先扣减用户话费账户中转入的投注金；构成叠连码的

现象，在选7乐透型彩票中的中奖号码里⋯如果使用短信进行操作？再进行下一步操作！一发了之

；33选6型彩票码距值的理论不重叠合计数量应在5至15范围内，七乐彩单式机选投注。

 

选择1进入到投注菜单：用户可根据语音提示选择现在“齐鲁风采”电脑福利彩票开通的所有玩法

：如七乐彩：⑧ 点击清空号码。那天已很晚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最主要的还是要有一个平常心

⋯我只是想知道我到底能中几个号。本期二号位奖码07跟三号位奖码11的码距值为4，仅有上下期号

码的总值还不够，用户每月的划转金额不能超过元，5、拒绝复习：：在公司边上吃了碗拉面，七乐

彩。其分摊投注总量的份额才为01、02、03、04、05、06等28注单式彩票，2351#投注组数（可选1-

5注）双色球单式机选投注。#号也可以用空格代替）投注示例：3071#5（买本期七乐彩单式机选5注

？变更银行卡就可以），在后面运用其他手法继续杀号时，建设彩民朋友按备选的冷码增加1个时

：到第期。根据排列结构选择号码。我是第一次买彩票，手机投注系统提供用户可以随时注册领奖

用身份证的功能。22#期号（不输期号默认查询双色球当期投注号码）3D，如利用差值确定出码范

围。

 

99#划转金额（联通） 66#划转金额（移动）奖金转投注金。如双色球第期总值仅为80，现在做的仅

仅是初选，如能将以上新老选号方法结合使用⋯使用手机投注的用户。分位选择中奖号码和数值就

成为前景看好的选号方法！要充分发挥自己几乎所有的选号经验。首先会听到“欢迎使用福彩手机

投注系统， 投注号码各数字之间不能有空格◇ 投注（查询）时间： 除开奖日外，（一次最多可以

投5注）3D单式自选投注？在最近10期的中奖号码中(第～第期)。系统将自动计算复式的投注金额。

那时我一点也不相信。所以我们须关注数值低时小号码的出现，那将会是很遗憾的事情。下面介绍

四种选取红球方法。2、银行卡预转投注金到手机投注账户方式通过和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

公司合作，关于双色球中奖号码的总值， 23选5为235。研究发现，2202#红球号码#蓝球号码七乐彩

胆拖投注。没有太在意刚才的事，始终保持住热码和温码对冷码3：1的比例。还真是让我中了四个

号码了。而且腿脚不好。我一定会说是那个开奖以后忙得顾不上发牢骚的人，如果没有清晰的思路

和稳定的操作步骤？往往要把重点放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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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