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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幸运选号 双色球选号_2171双色球选号秘诀
采用复式投注彩票时，该当理会哪几个号码需永远死守，再对最近几期号码的走势和漫衍做仔细阐

述，在此底子上果断出重点出号区间。同时，对付自身选出的复式号码要耐性守候3至5期，切忌心

浮气躁，不能由于当期没有中奖就匆忙对所选号码举办全盘否认。可以研究适时地对所选号码举办

调整，这样才会离大奖越来越近。

 

有的彩民习俗把上期摇奖号码作为参考坐标，觉得本期中奖号码能够有上期的某些关联号码，像斜

连号、重号、擦边号，等等，那么，在机器选出号码后，你可以把自身满意的关联码粘贴到机选号

码中。常采用这种机选方式举办投注，对你全体驾驭号码很有接济，有助于提拔选号技巧，进步投

注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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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码保存着由热转温或转冷的能够性，学会双色球选号秘诀。对热码的彩票项目源码对比无误的驾

驭应是在存眷号码浮现频次和总体号球走势的底子上，对那些彰着处于旺号区域大旨的号码大胆舍

弃，同时夺目在近10期中浮现过4次以上的，平常这种号码也要舍掉。

 

拔取六七个红号举办投注，然后在此底子上逐期扩展一个红球，单路追号最多加到16个红球。如平

昔没中出，另起一路16个红球，蓝球一样同步投注追号。当红球号码较多时，就算蓝号不中，也会

往往性地中一批红球，捎带着中一笔不少的资金。只消蓝号不出，随机选双色球。在才略容许下

，将追号举办上去。

 

双色球模拟选号机
如应用和值的五期均匀值，来果断和值趋向。比方单期振幅值、振幅均匀值等，也就是议决果断和

值振幅变化走势来预测和值范畴。还有地位和论彩票投注体例值中的首尾定位和值等等，对和值阐

述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小我以为五期搬动均匀值最有适用价值，当然议决张望和值的振幅也有必

然的接济，终究它不能够老是无顺序的上窜下跳，有工夫乃至可以张望出阶段性的顺序，当然还要

看你敢不敢用。

 

 

双色球幸运选号
不能因为当期没有中奖就匆忙对所选号码进行全盘否定

 

,采用复式投注彩票时，应该明确哪几个号码需长期坚守，再对最近几期号码的走势和分布做仔细分

析，在此基础上判断出重点出号区间。同时，对于自己选出的复式号码要耐心守候3至5期，切忌心

浮气躁，不能因为当期没有中奖就匆忙对所选号码进行全盘否定。可以考虑适时地对所选号码进行

调整，这样才会离大奖越来越近。,有的彩民习惯把上期摇奖号码作为参考坐标，觉得本期中奖号码

http://www.163cp.com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http://www.163cp.com/post/779.html


可能有上期的某些关联号码，像斜连号、重号、擦边号，等等，那么，在机器选出号码后，你可以

把自己中意的关联码粘贴到机选号码中。常采用这种机选方式进行投注，对你整体把握号码很有帮

助，有助于提升选号技巧，提高投注准确率。,热码存在着由热转温或转冷的可能性，对热码的彩票

项目源码比较正确的把握应是在关注号码出现频率和总体号球走势的基础上，对那些明显处于旺号

区域中心的号码大胆舍弃，同时注意在近10期中出现过4次以上的，一般这种号码也要舍掉。,选择

六七个红号进行投注，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期增加一个红球，单路追号最多加到16个红球。如一直没

中出，另起一路16个红球，蓝球相同同步投注追号。当红球号码较多时，就算蓝号不中，也会经常

性地中一批红球，捎带着中一笔不少的资金。只要蓝号不出，在能力允许下，将追号进行下去。,如

利用和值的五期平均值，来判断和值趋势。比如单期振幅值、振幅平均值等，也就是通过判断和值

振幅变化走势来预测和值范围。还有位置和论彩票投注系统值中的首尾定位和值等等，对和值分析

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个人认为五期移动平均值最有实用价值，当然通过观察和值的振幅也有一定

的帮助，毕竟它不可能老是无规律的上窜下跳，有时候甚至可以观察出阶段性的规律，当然还要看

你敢不敢用。,,在选定1个号码之后，通常我首先关注的是与它同出的号码组合情况，于是就有了上

篇日志说的号码组合的数据筛选。将筛选出的数据选择性粘贴数据到走势图里，可以看到与该号码

同出的其它号码的出现频率并以此来判断其它号码与该号码冷热情况。更进一步你可以向右去看当

前的等待期，凡是等待期超过68期的号码先将它当成与选定的号码不同出的号码。尤其是选定的主

号码的等待期在7期以内时，排除这样的“不同出”号码时我绝不会犹豫的！任意2个号码组合平均

出现期为30期，现在主号码并不冷，等待期超过68期的组合够冷的了，至少暂不选它理由是充分的

。,在实战选号时我更关注选定号码的左邻和右邻号码的历史出号情况。当然在筛选出的号码组合数

据里可以看到，但总是看得头昏眼花。例如下一期我看好号码10，我就关心历史上号码10的左邻右

舍号码的出号情况，是从小到大排列的那种，不是指摇奖机出来的先后顺序那种。在与10同出筛选

出来的数据里可看到72期的6,10,11；68期的7,10,15；62期的9,10,29；60期的31,10,11等等。左邻怎么出

31了？,如果6个奖号排一直线，那么1没有左邻，33没有右邻。其实这种认识是有问题的，它容易导

致我们在全面数据的统计时产生偏差，这一点我在揭穿一个真实的谎言日志里已经说过了。如果6个

奖号排在一环形上，那么任何一个号码都有左邻右舍。60期的31,10,11中的31就是这么来的，因为那

期10是龙头，31是凤尾。在我们这种安排下，龙头凤尾是互为左右邻的。,现在我们再来说号码10左

邻右舍的号码筛选问题，我曾经有过2种方法，但都比较繁琐。在上期日志之后我倒找到了比较满意

的筛选方法，现记录于此，其筛选的思路可以供进行类似数据研究的同好们参考。上图A—H列是粘

贴的历史数据。,单元格J10—V10都是事先输入的，只有粉红色的单元格U10，那里是留给我们输入

要考察的主号码的。本表以筛选号码10的“左邻右舍”为例，因此我在此输入了10，你输入任何号

码都可以的！,单元格J11输入=IF(U11="","",A11),单元格K11输入=IF(U11="","",A11)填充到Q11。这

J—Q列是将含有号码10的开奖数据完整地筛选出来。它已经可以完全替代上期日志的号码组合筛选

了！,单元格R11输入=IF(J11="","",MATCH(U$10,K11:P11,0))这里用来确定号码10在奖号序列里的位置

。,单元格S11输入=IF(R11="","",J11),单元格T11输入=IF(R11="","",IF(R11=1,P11,SMALL(K11:P11,R11-

1)))它的含义是如果10在1位，左邻用第6位，否则就取10前面的那个号码。,单元格U11输入

=IF(COUNTIF(B11:G11,U$10)=0,"",U$10)它的含义是如果开奖号码里有10，这里就显示10，否则就空

格。,单元格V11输入=IF(R11="","",IF(R11=6,K11,SMALL(K11:P11,R11+1)))它的含义是如果10在第6位

，就取第1位做右邻，否则取10后面那个号码。,选中单元格区域J11—V11，手柄填充到选中单元格区

域J1310—V1310，保证此表到累计开奖1300期仍然有效。,其实筛选表到此可以算大功告成了。将数

据列K—Q粘贴数据到走势图里就有号码10的组合数据可看，将数据列T—V粘贴数据到走势图里就

有号码10的左邻右舍号码的数据和走势可看了。将这两类数据连同前面的开奖期号一起分别粘贴数

据到新工作表里按期号排序，可以方便地进行更多的研究。例如左邻右邻与主号码的间距，它们与



主号码的和值等等。,我在上方和右边分别做了2张统计表，我主要是方便自己应用的。,单元格R1输

入主号位置，单元格S1输入历史频率。单元格R2—R7输入1,2,3,4,5,6。,单元格S2输入

=COUNTIF(R$11:R$1310,R2)填充到S7。这里显示了号码10在各个位置上出现的频率，有助于我们选

定10后大致判断一下10应在第几位。例如在号码位置这一列可以看到近几期号码10是出现在3,3,4,1位

上，那么可以判断下次10出现在2位的可能性较大。,我们再看X—AB列，X2起填入号码1—33。Y列

是左邻频率，显示每一个号码出现在10左邻位置上的频率。Z列是等待期，显示每一个号码在争取当

10的左邻已经等待的期数。AA列和AB列的含义同此。,单元格Y2输入

=IF(COUNTIF(T$11:T$1310,X2)=0,"",COUNTIF(T$11:T$13 10,X2)),单元格Z2输入

=IF(Y2="","",MATCH(X2,T$11:T$1310,0)),单元格AA2输入

=IF(COUNTIF(V$11:V$1310,X2)=0,"",COUNTIF(V$11:V$13 10,X2)),单元格AB2输入

=IF(AA2="","",MATCH(X2,V$11:V$1310,0)),选中单元格区域Y2—AB2 填充到单元格区域Y34—AB34。

,这张表的意义是可以慢慢琢磨的。,,彩票:49阅读0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134期开奖：09 15 16 22 27

28+06,号趋中回收 双连号 重1码 无同尾 重4尾 热码升温 重心后移,蓝号出热码偶数06,135期思路：,连

号：在出号历史看，连号出现概率极高，在断档两期后，与上期开出双连号，本期考虑连号的转化

，从整体看，连号升温趋势不减，本期一区的06 07 08 三区的30 31看好其一出现。,邻号：近期邻号

现象出现，两期均在34码，说明这种现象会成为近期亮点，本期考虑邻号小步调整，参考3枚左右

，其中号码08 21看好。,冷热：热码在近阶段表现偏态，急需回补，本期主要参考热码；温冷码连续

6期均未断档，超出概率，近期看好降温。本期热温冷考虑510。,重号：上期开出1枚重号，对近期的

断档开始回补，本期防备重号热出，参考2枚左右，号码09 27考虑。,蓝号分析：,↑期奇偶出号持平

，从近100看，偶数有待回补，本期重点考虑,＄度上，大跨度号码近期占优，强势不减，本期防备

。,重号上，最近的重号是在22期后出现的，超出均概率，本期重号06防备,综述135期双色球

：,10+4推荐：06 07 08 09 18 21 24 27 30 31+02 06 12 16,§胆：09 18 21,蓝胆：02 16 （阿勇）,最近阿勇预

测的不太准，本次没有看图时间，机选红球，蓝球选择02，16（参考阿勇的意见）10 阿勇两个胆码

之间的数字。,2011新品 新款春装 夏装 韩版大码女装泡泡袖 短袖t恤 新款t恤862 19元,“这张彩票还真

无点耐人寻味呢，博弈总编辑站点中奖了，我老公功劳最大，”当记者接通了广西中奖站点孙先生

的电话时，他激动的说。单色球期，全国同中出5注一等奖，而广西的这注大奖险些被“注卖”成为

一张“遗憾票”，多亏打票员几句话，广西才擒住这注大奖。,“老公功劳最大”,“不管中不中奖

，皆要感开老公，”孙先生是福彩机构的维护员，平时投注机出了问题，他负责下门维修，和投注

站打接道时间长了，又想到自人的妻子还没无工作，于是在2006年的时候，申请了北海市第号投注

站，送给妻子做礼物，至此博弈总编辑以后，妻子每天早出晚归细心的打理投注站，为彩民降供周

到的服务，虽然投注站位放不是很好，但是无妻子这个好能手，投注站的生意还是不错的。而后父

亲也经常来站里帮忙，在他们的细心照应下，站点的卖量能够在全县排前5名，对此孙先生很是满意

。,本来那天中奖的彩民走进投注站，请求机打一张彩票，当小孙妻子把彩票打进去递给彩民时，彩

民看到票，就无点不高兴了，因为打出的号码是20、22、26、29、30、32、+16，红球号码全皆是大

号，中奖概率不会太高，彩民在那里犹豫了一下，想把票退了，又觉失不好意思，正在他思考该怎

么办的时候，小孙妻子拿过票开玩笑的说：“其实什么号码皆无可能中奖的，你看你这号，机打打

出的皆是大号，没准这期大奖失主就是你了，收起来吧，”听到打票员这么说，彩民仍然是不太情

愿的把票收了起来，大家皆没无想到，就是这张大号票，中了单色球的一等奖，奖金高达元。,“以

前也无打错票，或者彩民打进去觉失又不满意，请求退票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么自人留着

，要么注卖，但是毕竟一张票也就才两块钱，大多时候自人掏钱把票留下了，因为彩民就是我们的

下帝。只是偶迹就发生在了这次的“违规”，仅仅因为妻子多说了几句话，就把7百多万的大奖送了

出去，而如果没无那句话，估计这张中奖彩票，要么是孙先生自人中，要么被注卖而成为单色球史



下的一张“遗憾票”，对于这次的中奖，孙先生说，妻子激动的一晚下没无睡着，毕竟是自人经营

的站里出了大奖，放谁身下皆会激动。,去年愿望今年实现,“周日晚下10点左右，我就知道中奖了。

”孙先生说当晚福彩机构的人打电话通知他的站点中大奖了，当妻子听到中奖号码时，高兴的说

：“这是电脑彩票我打出的票，这是我打出的票，他可失多开我。”孙先生却不屑的说，“那是人

家彩民的运气好，选的号码准，才中了大奖。”“哎呀，你知道什么啊，其实⋯⋯”听妻子讲完

，小孙不失不感慨到，还是老公功劳最大。,“看到他们这么辛苦，这下总算无了回报。”先生说

，去年合浦县也中出过一注大奖，看到别人热热闹闹的宣扬，自人好生羡慕，心想“如果我中奖了

，也一定好好庆祝一下，”没无想到愿望在今年就成真了。“中了大奖，投注站的人气确实旺了很

多。”孙先生开心的说。 (责任编辑：专弈),此文章有博弈网总编辑发出（）,双色球十大巨奖最新排

行榜,双色球十大巨奖最新排行榜,,如果你使用复式，必看本号码组。如果你用缩水软件，必看本号

码组。如果你选定了几个号码，想要杀去一些号码，那么这是你杀号的一个参考号码组。如果你已

经选定了投注号码，那么也拨冗看一下这个号码组。因为这个号码组历史上连中2次5红的机会都不

曾有过，在没有发现新倒霉组合之前，它可以称为最不走运的号码组合。,历史不会重现，但历史的

经验值得汲取。在双色球选号问题上，号码组的历史表现是我关注的重点。我认为号码组的历史表

现隐含了双色球中奖号码的结构模式的特点。一个号码组的历史表现好，说明其中包含的中奖号码

的结构模式的元素比较多，其中的一些号码相互组合就容易中奖。一个号码组的历史表现差，说明

其中包含的中奖号码的结构模式的元素比较少，其中号码相互组合就很难中大奖。,近期我一直试图

寻找一组可以用来作为选号主范围的号码组作为我日常选号的基本大底，那么今后只要在此基础上

稍加变动就可以有自己每期的选号大底了。在8月25日的日志近几期无妄的大底范围里已经有这个考

虑了，发布后，99期出6红，100期出5红表现较好，但它仅是近期表现良好而已，绝不是最好的。我

想要的基本大底尚没有形成，作为副产品倒是找到一组是表现极差的号码组。现将它公布如下，提

请关注我博客的好友们注意。,表现最差12个号码组合：,1,2,6,10,11,14,15,21,24,28,32,33。,如果排除

15，那么11个号码历史上连一个5红都没有中出过。加入15后也只在期出过1次5红，距离现在也已经

过了748期！,我认为这种号码组期待它近期有良好表现是很渺茫的，至少等它出了几次5红或6红后再

关心它也不迟！,我不是说这12个号码不会出啊，101期我就将在中间选33做胆码了。我是说这个号码

组最多出4红！我将它放在自己的选号表里，提醒自己不要在其中选5个号码，如果已经选了4个那么

其它8个号码作为对应的杀号处理。,下面是这个号码组历史上出现中奖组合的频率统计和近20期的

出号表现。为了有对比，将含11个号码的数字复杂程度最低（也就是专家告诫彩民不要全选的这种

号码）的26个号码组出5红和6红的历史频率表附在后面。你就可以知道更加不能全选这个不走运号

码组里的号码了！才中了大奖。和投注站打接道时间长了；其中号码08 21看好。那么11个号码历史

上连一个5红都没有中出过，其筛选的思路可以供进行类似数据研究的同好们参考，毕竟它不可能老

是无规律的上窜下跳，33没有右邻；还有位置和论彩票投注系统值中的首尾定位和值等等；彩民看

到票。135期思路：。我就知道中奖了！尤其是选定的主号码的等待期在7期以内时。IF(R11=6，我

将它放在自己的选号表里。毕竟是自人经营的站里出了大奖。单元格AB2输入=IF(AA2=""，与上期

开出双连号⋯将含11个号码的数字复杂程度最低（也就是专家告诫彩民不要全选的这种号码）的

26个号码组出5红和6红的历史频率表附在后面：对于这次的中奖，请求退票的。在实战选号时我更

关注选定号码的左邻和右邻号码的历史出号情况。就是这张大号票，要么注卖，本期主要参考热码

。K11:P11？这里就显示10。机打打出的皆是大号⋯蓝号出热码偶数06，60期的31。也就是通过判断

和值振幅变化走势来预测和值范围⋯MATCH(U$10，否则就空格，凡是等待期超过68期的号码先将

它当成与选定的号码不同出的号码。单元格T11输入=IF(R11=""。重号上。单元格U11输入

=IF(COUNTIF(B11:G11，从整体看，或者彩民打进去觉失又不满意，那么1没有左邻

；SMALL(K11:P11；将数据列T—V粘贴数据到走势图里就有号码10的左邻右舍号码的数据和走势可



看了，AA列和AB列的含义同此：我不是说这12个号码不会出啊！0))这里用来确定号码10在奖号序

列里的位置。在能力允许下，多亏打票员几句话。就无点不高兴了。选的号码准！急需回补，蓝球

选择02，当妻子听到中奖号码时，MATCH(X2。提高投注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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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0。“老公功劳最大”。来判断和值趋势。否则取10后面那个号码，没准这期大奖失主就是你了

。IF(R11=1。此文章有博弈网总编辑发出（http://boe123。我曾经有过2种方法；只有粉红色的单元

格U10。单元格Y2输入=IF(COUNTIF(T$11:T$1310，X2))？红球号码全皆是大号。在没有发现新倒霉

组合之前！现将它公布如下，我们再看X—AB列，单元格R1输入主号位置，COUNTIF(T$11:T$13

10。其中号码相互组合就很难中大奖，com/）。例如下一期我看好号码10，当然还要看你敢不敢用

，也会经常性地中一批红球，孙先生说，R11-1)))它的含义是如果10在1位。那么今后只要在此基础

上稍加变动就可以有自己每期的选号大底了？去年愿望今年实现。

 

就算蓝号不中。大家皆没无想到。“中了大奖。将追号进行下去，可以看到与该号码同出的其它号

码的出现频率并以此来判断其它号码与该号码冷热情况。但是无妻子这个好能手？为彩民降供周到

的服务，这样才会离大奖越来越近，强势不减，比如单期振幅值、振幅平均值等，那么可以判断下

次10出现在2位的可能性较大， (责任编辑：专弈)：单路追号最多加到16个红球，小孙妻子拿过票开

玩笑的说：“其实什么号码皆无可能中奖的。投注站的人气确实旺了很多，彩票:49阅读0评论0 字号

：大中小 订阅 134期开奖：09 15 16 22 27 28+06。否则就取10前面的那个号码。而如果没无那句话

，近期看好降温！同时注意在近10期中出现过4次以上的：现在主号码并不冷，对和值分析都有很大

的参考价值。62期的9。投注站的生意还是不错的。任意2个号码组合平均出现期为30期：他可失多

开我。U$10)=0。R2)填充到S7？大多时候自人掏钱把票留下了。如果你已经选定了投注号码。“周

日晚下10点左右！另起一路16个红球。P11。中了单色球的一等奖，选择六七个红号进行投注⋯在断

档两期后；请求机打一张彩票，这里显示了号码10在各个位置上出现的频率⋯选中单元格区域

Y2—AB2 填充到单元格区域Y34—AB34。有助于我们选定10后大致判断一下10应在第几位。在我们这

种安排下！一个号码组的历史表现好：V$11:V$1310？排除这样的“不同出”号码时我绝不会犹豫的

。

 

左邻怎么出31了，我是说这个号码组最多出4红，收起来吧，这J—Q列是将含有号码10的开奖数据完

整地筛选出来，但它仅是近期表现良好而已，本表以筛选号码10的“左邻右舍”为例？当红球号码

较多时。站点的卖量能够在全县排前5名，”听到打票员这么说，单元格V11输入=IF(R11=""；双色

球十大巨奖最新排行榜。2011新品 新款春装 夏装 韩版大码女装泡泡袖 短袖t恤 新款t恤862 19元⋯双

色球十大巨奖最新排行榜。他负责下门维修！为了有对比。11等等，平时投注机出了问题。11中的

31就是这么来的！R11+1)))它的含义是如果10在第6位，应该明确哪几个号码需长期坚守，常采用这

种机选方式进行投注，送给妻子做礼物，捎带着中一笔不少的资金。至此博弈总编辑以后。参考2枚

左右。”没无想到愿望在今年就成真了，温冷码连续6期均未断档。10+4推荐：06 07 08 09 18 21 24 27

30 31+02 06 12 16，68期的7？对近期的断档开始回补。你可以把自己中意的关联码粘贴到机选号码中

，最近阿勇预测的不太准；广西才擒住这注大奖⋯等待期超过68期的组合够冷的了，表现最差12个

号码组合：。可以方便地进行更多的研究。

 

只要蓝号不出⋯将筛选出的数据选择性粘贴数据到走势图里！发布后⋯因此我在此输入了10；单色

球期，X2起填入号码1—33。101期我就将在中间选33做胆码了：”听妻子讲完，有的彩民习惯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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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摇奖号码作为参考坐标⋯近期我一直试图寻找一组可以用来作为选号主范围的号码组作为我日常

选号的基本大底：本次没有看图时间？这张表的意义是可以慢慢琢磨的。这下总算无了回报

，COUNTIF(V$11:V$13 10。全国同中出5注一等奖。如果你用缩水软件；邻号：近期邻号现象出现

？本来那天中奖的彩民走进投注站。手柄填充到选中单元格区域J1310—V1310！更进一步你可以向

右去看当前的等待期⋯通常我首先关注的是与它同出的号码组合情况；将这两类数据连同前面的开

奖期号一起分别粘贴数据到新工作表里按期号排序。T$11:T$1310；因为打出的号码是20、22、26、

29、30、32、+16：综述135期双色球：，选中单元格区域J11—V11，有助于提升选号技巧！本期防备

重号热出？因为彩民就是我们的下帝，U$10)它的含义是如果开奖号码里有10，“以前也无打错票

，本期重号06防备，采用复式投注彩票时？下面是这个号码组历史上出现中奖组合的频率统计和近

20期的出号表现，单元格S1输入历史频率，说明其中包含的中奖号码的结构模式的元素比较少。当

然在筛选出的号码组合数据里可以看到。

 

本期一区的06 07 08 三区的30 31看好其一出现。60期的31，参考3枚左右：对热码的彩票项目源码比

较正确的把握应是在关注号码出现频率和总体号球走势的基础上。如果6个奖号排一直线，现在我们

再来说号码10左邻右舍的号码筛选问题。高兴的说：“这是电脑彩票我打出的票。去年合浦县也中

出过一注大奖。“那是人家彩民的运气好⋯还是老公功劳最大：它容易导致我们在全面数据的统计

时产生偏差。至少暂不选它理由是充分的？而后父亲也经常来站里帮忙，在此基础上判断出重点出

号区间⋯再对最近几期号码的走势和分布做仔细分析。但历史的经验值得汲取。它已经可以完全替

代上期日志的号码组合筛选了，100期出5红表现较好。历史不会重现；又想到自人的妻子还没无工

作。个人认为五期移动平均值最有实用价值。

 

我认为这种号码组期待它近期有良好表现是很渺茫的⋯Z列是等待期：觉得本期中奖号码可能有上

期的某些关联号码，你就可以知道更加不能全选这个不走运号码组里的号码了。在双色球选号问题

上。蓝球相同同步投注追号。如利用和值的五期平均值？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期增加一个红球，§胆

：09 18 21。本期考虑邻号小步调整，因为这个号码组历史上连中2次5红的机会都不曾有过，我想要

的基本大底尚没有形成⋯它们与主号码的和值等等：”孙先生是福彩机构的维护员。

MATCH(X2；蓝号分析：；要么是孙先生自人中？本期重点考虑，看到别人热热闹闹的宣扬！31是

凤尾。我们要么自人留着。本期考虑连号的转化。距离现在也已经过了748期。＄度上。本期防备

，↑期奇偶出号持平；SMALL(K11:P11，显示每一个号码在争取当10的左邻已经等待的期数。龙头

凤尾是互为左右邻的，“不管中不中奖。他激动的说⋯一个号码组的历史表现差。单元格S2输入

=COUNTIF(R$11:R$1310！在他们的细心照应下。

 

我老公功劳最大，重号：上期开出1枚重号，也一定好好庆祝一下。是从小到大排列的那种。两期均

在34码？单元格S11输入=IF(R11=""，”“哎呀。我就关心历史上号码10的左邻右舍号码的出号情况

⋯因为那期10是龙头？偶数有待回补。单元格AA2输入=IF(COUNTIF(V$11:V$1310。正在他思考该

怎么办的时候。中奖概率不会太高，显示每一个号码出现在10左邻位置上的频率！冷热：热码在近

阶段表现偏态⋯“看到他们这么辛苦，其中的一些号码相互组合就容易中奖！例如左邻右邻与主号

码的间距：J11)。在与10同出筛选出来的数据里可看到72期的6。号码09 27考虑。超出概率⋯申请了

北海市第号投注站；16（参考阿勇的意见）10 阿勇两个胆码之间的数字，如果已经选了4个那么其它

8个号码作为对应的杀号处理⋯机选红球！最近的重号是在22期后出现的，于是在2006年的时候，单

元格R2—R7输入1，但都比较繁琐，自人好生羡慕，单元格K11输入=IF(U11=""。仅仅因为妻子多说

了几句话；皆要感开老公。”孙先生说当晚福彩机构的人打电话通知他的站点中大奖了，对于自己



选出的复式号码要耐心守候3至5期，对那些明显处于旺号区域中心的号码大胆舍弃，彩民仍然是不

太情愿的把票收了起来，妻子每天早出晚归细心的打理投注站。虽然投注站位放不是很好。”当记

者接通了广西中奖站点孙先生的电话时，A11)填充到Q11，单元格J11输入=IF(U11=""；从近100看

，就把7百多万的大奖送了出去⋯这是我打出的票，它可以称为最不走运的号码组合？只是偶迹就发

生在了这次的“违规”，号趋中回收 双连号 重1码 无同尾 重4尾 热码升温 重心后移：想把票退了。

就取第1位做右邻。对于这种情况。热码存在着由热转温或转冷的可能性。

 

你输入任何号码都可以的⋯99期出6红。“这张彩票还真无点耐人寻味呢，放谁身下皆会激动！说明

其中包含的中奖号码的结构模式的元素比较多？左邻用第6位。那里是留给我们输入要考察的主号码

的。你知道什么啊。加入15后也只在期出过1次5红。提请关注我博客的好友们注意。A11)⋯而广西

的这注大奖险些被“注卖”成为一张“遗憾票”！可以考虑适时地对所选号码进行调整！单元格

Z2输入=IF(Y2=""；如果排除15。对此孙先生很是满意。上图A—H列是粘贴的历史数据，其实这种

认识是有问题的。X2))⋯作为副产品倒是找到一组是表现极差的号码组，我主要是方便自己应用的

。如果6个奖号排在一环形上，”孙先生开心的说：奖金高达元。

 

本期热温冷考虑510。又觉失不好意思！有时候甚至可以观察出阶段性的规律，至少等它出了几次

5红或6红后再关心它也不迟，像斜连号、重号、擦边号。X2)=0，想要杀去一些号码⋯如果你选定了

几个号码，小孙不失不感慨到，在机器选出号码后，超出均概率，不是指摇奖机出来的先后顺序那

种，估计这张中奖彩票，不能因为当期没有中奖就匆忙对所选号码进行全盘否定。0))。连号出现概

率极高，彩民在那里犹豫了一下。连号升温趋势不减。如果你使用复式，Y列是左邻频率，当小孙

妻子把彩票打进去递给彩民时，如一直没中出，说明这种现象会成为近期亮点，单元格J10—V10都

是事先输入的；必看本号码组；必看本号码组。”孙先生却不屑的说，我在上方和右边分别做了2张

统计表！一般这种号码也要舍掉！于是就有了上篇日志说的号码组合的数据筛选。绝不是最好的。

当然通过观察和值的振幅也有一定的帮助。将数据列K—Q粘贴数据到走势图里就有号码10的组合数

据可看。1位上：提醒自己不要在其中选5个号码。切忌心浮气躁。这一点我在揭穿一个真实的谎言

日志里已经说过了，其实筛选表到此可以算大功告成了！在上期日志之后我倒找到了比较满意的筛

选方法：妻子激动的一晚下没无睡着。在选定1个号码之后⋯那么这是你杀号的一个参考号码组。

 

现记录于此，号码组的历史表现是我关注的重点⋯保证此表到累计开奖1300期仍然有效。你看你这

号，K11。”先生说；博弈总编辑站点中奖了。大跨度号码近期占优？连号：在出号历史看，要么

被注卖而成为单色球史下的一张“遗憾票”，那么任何一个号码都有左邻右舍。单元格R11输入

=IF(J11=""，心想“如果我中奖了！0))⋯蓝胆：02 16 （阿勇），在8月25日的日志近几期无妄的大底

范围里已经有这个考虑了⋯例如在号码位置这一列可以看到近几期号码10是出现在3。那么也拨冗看

一下这个号码组。我认为号码组的历史表现隐含了双色球中奖号码的结构模式的特点，对你整体把

握号码很有帮助⋯但是毕竟一张票也就才两块钱，但总是看得头昏眼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