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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员打错号中654万

 

 

中奖期数：第期双色球

 

 

 

投入：你知道彩票机选软件。672元“9+4”复式票

 

 

 

在线双色球选号器
中奖：1注一等奖、3注二等奖及多注稳固奖，双色球在线选号。总奖金654万多元

 

 

 

秘诀：事实上怎么选双色球号码。买复式进步中奖率

 

 

 

第期东莞654万多元得主张师长(化名)来广东已将近20年了，他感想到双色球的演化可以媲美广东的

发达程度了。彩票机选。以前双色球的单注奖金是500万元封顶，听说双色球模拟选号。而现在则无

机会中得千万元大奖，吸收力大良多，双色球选号器。他开玩笑说很光荣本身中奖中得晚。销售员

打错号中6。

 

 

 

张师长还道出了购彩时的一个小插曲。我不知道双色球预测选号。他在收到定制开奖音讯得知中奖

号码后，拿出本身选号的单子来对号，看着双色球在线机选器。发掘中了“5+1”，只差一个号码没

中，双色球。当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19”，对于双色球在线机选器。而他本身选的号码是

“29”，头奖。这令张师长感到一阵缺憾。学习港台。隔天早上他在看报纸的时候看见了开奖公告

，双色球模拟机选。便再一次拿起了彩票举行核对，这一对才发掘，听听。原来彩票上的那个红球

号码是19，学习打错。而不是本身选的29，对比一下秘诀。张师长揣度是出售员那时打错号码了

，学习双色球选号方法。选号。而本身也没有发掘，港台同胞连中双色球头奖。这歪打正着的“失

误”让张师长喜出望外。双色球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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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服从幸运号中571万

 

 

 

中奖期数：。第期双色球

 

 

 

投入：2元1注单式票

 

 

从而使当期中奖率提高到18
 

中奖：听说港台同胞连中双色球头奖。1注一等奖，同胞。奖金571万多元

 

 

 

秘诀：两年服从幸运号

 

 

 

第期双色球8月11日开奖，其实双色球智能机选。但当期汕头571万多元得主邝师长(化名)却在数天后

才知道本身中奖，当他风尘仆仆坐在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间时，双色球选号秘诀。对做事职员说

本身跟妻子是前一个早晨连夜搭上拂晓1点多的大巴，从汕头赶来广州兑奖。对于双色球。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在路上颠簸了7个多小时后，对于连中。邝师长稍显委靡，但脸色仿照照旧苍白，听说双色球模拟选

号机。脸上难掩中大奖的努力。想知道错号。他向做事职员透露，我不知道双色球选号秘诀。想知

道双色球选号器。本身是双色球的老粉丝了，奔波于汕头和香港两地的他虽不能做到每期必买，其

实双色球机选中奖。但一无机会定会买几十元尝尝手气。看看双色球机选中奖。两年后果他买了1注

号码中了200元，想知道销售员打错号中6。今后他就认定这注是他的幸运号码，看着销售员。每次

投注他都会带上这1注，只是他周旋了两年仍是颗粒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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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期开奖当天，邝师长又用2元零钱在汕头市春杏路21号1座02铺面第号投注站买了那注服从两年的

号码。开奖后数天，邝师长都还未得知本身就是一等奖的得主。直到8月15日下战书，他上网的时候

顺便对一下号码，才知道本身早已成为百万富翁。邝师长感想地说：“买了两年多都没中，认为仍

是会不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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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交流群随着彩民选号水平的提高，许多彩民喜欢用复式投注来选双色球的号。由于大复式风险

较大，许多彩民就热衷于经济实惠的小复式。以下汇集了几位双色球大奖得主的选号经验，供彩民

参考。,选择小复式花钱少，而号码的覆盖面扩大了许多。如6+16的小复式，只需要32元，就可以确

保中得六等奖。如果选中3个以上红球，还会有更多收获。从投注效果来看，小复式中奖率高。在所

抽选的55注复式中一等奖的彩票中，有35注使用的是小复式，比例高达63%，命中率比较高的小复式

有7+1、7+2、6+16、8+1等等。小复式投注要求对奖号作出相对精确判断。,如何确定号码，可以用

一些小“窍门”。如把1—2组二连号或三连号作为备选是必要的，并考虑1组同尾号。双色球中奖号

码出现连号(含两连以上)的概率为72%左右，同尾号出现频率大约为61%。但同尾号与重号、两连号

同时出现的频率并不很高。又如判断号码重点出现的区间(号码的重心)，推测这个区间一般会有多

个奖号开出，再依据特势号码的正、反向思维推断具体的号码。因为选准所有号码难度不小，而选

准出号重点区间则相对容易。定夺出候选号码后，很有必要对号码进行筛选。如经常“同台献艺

”的一些号码要灵活组合，“不共戴天”的几个号要敢于拆分。另外，注意不要选择5个以上的连号

，不要选择4个奇数相连或4个偶数相连的组合，不要选择全奇全偶的搭配，不要选择全大全小的搭

配，不要选过于规则的图形号码等等。对蓝球最好要做好两手准备，甚至多手准备。也可以把红球

与蓝球的出现特点总结成一些选号口诀，根据所选的红球直接衍生蓝球，或判断哪个蓝球可能出现

等。最后别忘了再根据你认为绝不可能出现的号组合1—2注单式，这种选“怪”号的方法，不仅防

止了前面“精挑细选”后的万一扑空，而且可以应对“怪号”的“昙花一现”。,双色球选号秘诀|双

色球选号经验,,双色球上市以来得到了广大彩民的认可，彩民对双色球这一与国际接轨的玩法喜爱有

加，但是在博彩双色球时要注意避免以下几个误区：一、热码冷码无关紧要。虽然在初上市阶段冷

热码的表现不明显，可比性不大，但彩票出号也有不成规律的规律，几乎每期都会出现与上期相同

的号码，虽然数量不好掌握，但这种现象已经为许多彩民所熟悉和认同。所以在选择双色球号码时

要把握好冷热号，不要单凭感觉，不选上期出现的任何号码，或选择与历史上某期完全相同的号码

，这两种选号方法中大奖的可能性很小。彩民要做的是多留意报纸有关彩号分析文章，同时选号时

既参考历史号码，也要熟知近期热门号码，更要对数期一直没有出现的冷号码在心理上有所准备

，这样投注时才能得心应手，选出自己满意的组合。二、一味讲究奇偶均衡。有些老彩民特别注重

选号时的奇偶均衡搭配，这与我们大脑中对数字的潜意识有很大关系，均衡选择有一种说不出的数

字美感，而且选号之中你不会发现这种感觉错误。孰不知，恰恰是数字表面的美丽可能使你与巨奖

擦身而过。红区6个号码奇偶比出现3:3的概率是七分之一，而考察其它彩盘我们可以发现，出现这

均衡比例的中奖号码比较低，也就是说这种选号方式不能作为主要选择方法，而一般来说中奖号码

中最容易出现的奇偶比为2:4或4:2，彩民选择号码时要重点参照这样的奇偶比值。三、临近开奖投注

才灵。有的彩民迷恋与彩票相关的一切事物，甚至对投注时间也非常讲究，他们觉得离开奖时间越

近买彩票越能中奖，以至拖延到开奖当天才去投注，更有的甚至在截止销售之前半小时才买号。其

实这种“人造”投注习惯完全没有必要，大家都等到截止日期投注会增加不少烦恼，至少要排队等

候，易产生急躁情绪，而且选号时也减少了一些从容，存在盲目因素，如果因买彩人太多，还没轮



到自己购买就已经封机更是令人后悔。其实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对彩民的每注号码都一视同仁，中奖

号码的选择权完全有机器掌握，机器转动随即摇奖产生的中奖号码只有在最后一球落下后才揭开谜

底，任何人完全不可能以任何方式进行控制，这体现了彩票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原则。四、多投注

才能中大奖。有的彩民认为双色球是全国超级乐透，每期都能产生百万大奖，因而不考虑自己承受

能力一味大手笔投入。其实从理论上讲投注一注与一万注在中一等奖概率上是一样的，因为一等奖

只有一组号码，中奖号码不会因你买的组数多就选择其中某组，而某个彩民仅买一注就能中大奖的

例子我们已经见过很多。双色球希望更多的彩民参与，共同托起福彩“航空母舰”，但不提倡无节

制的、影响家庭和睦、降低生活水平的投入，甚至是铤而走险的赌博心态的投入。福彩倡导的是涓

涓细流、拳拳爱心式的投注行为。,,使用此风格,+关注,引用,推荐,(function(){ var e =

document.getElementById('blog-163-com-main'); 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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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0 字号：大中小本文引用自青春王子引用的,双色球杀蓝,凡是上期出1尾，下期则不出：06 10,凡是

上期出2尾，下期则不出：03 07 08 09,凡是上期出3尾，下期则不出：03,凡是上期出4尾，下期则不出

：05 07 09,凡是上期出5尾，下期则不出：02 04 10 16,凡是上期出6尾，下期则不出：05 08 10 12 16,凡

是上期出7尾，下期则不出：09 12 15,凡是上期出8尾，下期则不出：04 05 06 07 08 10 12 14 16,凡是上期

出9尾，下期则不出：01 03 05 08 10 11 12 14 16,凡是上期出0尾，下期则不出：01 02 03 04 08 09 10 12 13

16,杀蓝球计算方法,1 本期的期尾既32的尾02+1不开蓝,2 红一位+3( 大于16-16) 不开蓝,3 红一位乘2 (大

于16-16),4 上两期蓝尾相乘,尾加5不开蓝,5 红三位尾+蓝尾(大于16-16)不开蓝,6 红三位+蓝尾,于尾不开

蓝,7.AC数值X2－6必杀,8.上两期蓝号相加法上两期蓝号相加之和（如果大,于16，则减去16后的数字

），不开蓝,9.期号乘11加第4个红球加1,如号码不在蓝球号码范,围加减16调整(上期期号乘以11加第

4个红球) /,16==&gt;余数,杀蓝四招,A：前两期星期天所出蓝正号（非星期天特别蓝号）相加（大于

16减16）所得之,数杀要开之周四篮球，历史上129期仅错两期，并且用该数继续杀周日篮球，历,史

上仅错一期。,B：前两期周四所出蓝正号相加（大于16减16）所得之数杀要开之周四篮球，历,史上

期仅错两期，并且用该数继续杀周日篮球，历史上仅错四期。,C：用前三期篮球尾数之和（大于

16减16）杀要开篮球，历史上错四期，,D：用前三期篮球数之和（大于16减16或16之倍数）杀要开

篮球，历史上错六期,山人蓝胆的预测方法,用上两期蓝码加上三期蓝码所得的和加减4 再用大漠杀蓝

法杀去4个号，余下的4个号码必有一码中。,例如: 55期蓝号+56期蓝号＝58蓝号（范围）,07 + 02 = 09

出号范围（05＿13）杀奇余0（12）,以此类推至65期还没有跑出4码的范围。,大家在根据情况在4码当

中选中一码必中,淘宝鞋包,另类杀蓝------又一公式,公式一: 上期最小红码尾数加5(大10减去10,下同

),杀下期尾;,例如期最小红码08, 8+5=13,13-10=3,下期杀3尾的蓝码.,公式二:上期蓝码尾数减1,杀下期尾

;,例如期蓝码16,6-1=5,下期杀5尾.,公式三:上期(从小到大序)第4红码尾加4,杀下期尾.,例如期第4红码

24,4+4=8,下期杀8尾.,另类杀蓝法：:上期红球之和除以16的余数为下期绝杀蓝号,三道全杀法－－－准

确率98％,当十位出现8第二天通杀4,当十位出现5第二天通杀9,当十位出现2第二天通杀6,当十位出现

7第二天通杀2,当十位出现6第二天通杀1,当十位出现3第二天通杀4,当十位出现1第二天通杀8,当十位

出现0第二天通杀0,当十位出现9第二天通杀6,当十位出现4第二天通杀7,出组三规律, 及部分胆号规律

,个位出8或4后,1-5期内就有组三出1-2期 (准确率百分之:85.3) 请验证!,十位0出后,1-3期内就有组三出.

(准确率百分之:86.9) 请大家验证!,百位出8后,下期胆号:109出1-3. (准确率百分之:85.2) 请大家验证!,百

位出6后,下期胆号:974出1-2.,百位出0后,下期胆号:493出1-3,十位6出后,下期胆号:734出1-3 （上述全部

是指出奖号）.,个位出8后，下期胆号:846,个位出2后，下期胆号:831 出1-3,个位出9，下期胆号



：840（3 ）,个位出1后，下期胆号:102（9）出1,每当个十百出1的时候第2天要看好0.要是没开，那这

天有组3.要真开组3了第3天0可以不看。反之0肯定开。 1在百位出的时候第2天最明显。和尾会走3.或

者4的。历史的这种走试会开和3.23.4.24，3天尾3了，肯定还会来%,1机1球特点：必下胆码189一到两

个，准确率95%。,最佳两码组合：80 94 96 99 90,最佳和值：10 16 19次：7 11 15,1机2球特点：必下胆

码0159一到两个，准确率80%。,最佳两码组合：05 75 33 22 00 49,最佳和值：11 13 14 15次： 10 17,2机

1球特点：必下胆码015一到两个。准确率85%。,最佳两码组合：34 13 08 71 09 84 45,最佳和值：14 15

次： 9 11 16,2机2球特点：必下胆码3586一到两个。准确率80%。,最佳两码组合：45 08 38 23 46 05,最

佳和值：9 11 13 次： 10 15 18,3D“定胆杀号法”,1、定0＝5、1＝6、2＝7、3＝8、4＝9；,2、如

06034期开465，根据第一条的配对原则，杀去465及其对应的019，那么035期的必出号4码就是

2738，用465加对应码组成的组六和组三即可杀之，反过来,就是定2738必出一码以上；,3、如果上期

开出05、16、27、38、49其中任一对码，则直接用上期开奖号及其对应码定必出号4码。如033期开

549，有49对码，则034期定5049必出一码；,4、上期开出组三视为出对码，直接定4码即可。如032期

开699，可定033期必出4码为1649；,5、假如碰到错误的时候，如025期从024期开奖号定1638必出一码

，结果025期开707错误，因此到预测026期时不再用025期来定4码，而是直接用1638来定必出4码即可

；,此法虽杀码不多，但准确率较高，经验证215期（05180－06036期），错误的仅有32期，正确率达

到85％,淘宝鞋包,双色球选号技巧方法,红球冷热门数字偏差跟踪系统,“偏差跟踪系统”出自美国彩

票学家盖尔�霍华德女士的短期彩票趋势预测理论。笔者据此为双色球游戏设计了冷热数字偏差跟

踪系统（见上表）。希望与彩民共同探讨双色球彩票攻略。现分述如下：,1、短期彩票趋热预测原

理：,彩票摇奖虽无规律，但在一定时段，开奖号的某些特征（号码大小、冷热等）会出现偏差。跟

踪偏差，可以猜测未来号码的趋势。盖尔�霍华德推荐的短期时段是移动5—10期。考虑双色球红球

待选数字为33，试将其上下限下移，定为3—8期。,2、表头各栏说明：,1）每期开奖号间隔数：间隔

数又称作“遗漏”，通指彩票待选数字每两次开出时相隔的期数。例如第39期中奖号码

03—05—23—24—27—32，它们各自距离上次中奖的间隔数依次为3—0—4—0—0—1。间隔数为0又

称重合。,2）总计：理论值是27；实际值等于每期6个奖号的间隔数之和，例如39期，总计（间隔数

之和）为8。,3）本期平均：理论值是4．5，实际值等于“总计”栏除以6。,4）热号、冷号、温号、

重合号：每期开奖号间隔数依次小于等于2、大于等于8、介于3－7之间以及等于0的个数。,3、应用

：,跟踪偏差，把握趋势逆转，分类删、选号。为便于使用，本设计增加了冷号、温号、重合号三项

统计数据以及理论值、各项最大值等。例如第38期开奖前5期（第33期），追踪系统的监视数据“总

计、本期平均”栏显示（11、1．83），远小于理论值（27、4．5），提示热号过多；于是自第34期

开始温号、冷号轮番“逆转”，追踪系统清晰显示了连续4期温号、冷号偏多、监视数据高达（61、

10．17）的过程。按照一般情况，下一期应全部选热号。果然第38期摇出的6个奖号全部是间隔数等

于1、2的热号，“总计”栏由61下落，显示开奖以来的最小值8。,以上连续4期的偏差的确存在于第

38期开奖之前，如果能及时把握这个偏差逆转趋势，面对第37期“总计”栏61这一开奖以来的最大

值，完全可以确定删除近三期未摇出的15个红球（温、冷号），取其余18个红球（热号），并与蓝

球科学组号投注，以较少的投入赢取双色球大奖是可能的。,第38期是把握逆转趋势、组号投注的特

例。双色球开奖第1期至第39期共119期（含试机80期）共开出2期6个、8期5个、27期4个热号同期中

奖，胜算率32％。再配合灵活组号，决胜可待。需要强调的是，短期彩票趋势预测的是彩票基本的

一些特征（本系统预测冷热号趋势），不针对具体彩号操作。若按1．5储备选号，一般预选号定为

9个，然后再按偏差趋势分配。例如第39期开奖前，“重合”栏连续5期偏离理论值1．06、连续3期

为0，是开奖以来绝无仅有的偏态，热号不会急剧下降；若估计是3，则竞猜号码分配是5∶1∶3。,由

于连续两期“总计”栏远低于理论值27，显示热号强势。,乐透型“双色球”游戏为所有彩民提供了

博弈大奖甚或巨奖的机会，同时也满足了大部分彩民“得奖即安”的心理需求。笔者认为，玩“双



色球”不必急噪、不可劳神、不要豪赌、不能气馁，只要把握以下四个方面，紧紧“凝”住“双色

球”，你就会体验另一种玩彩的感觉。,玩“双色球”是心态的凝炼。福利彩票不同于各类赌博，它

是高雅的游戏，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彩民的心态应该平和。由于彩盘大，销售额肯定是巨量，加

之投注号码上千万种组合被覆盖殆尽，因此基本能够每期造就众多中大奖和巨奖的彩民，可以说

“双色球”就是百万富翁“生产线”。而没有中奖的彩民这时最应该把握好心态，你要明确“双色

球”是点缀自己生活的就可以了，万不可与之相比，进而比出心病。要练就“钢筋铁骨”的玩彩心

态，做到时常自省，还要超脱一些，强力驱散偏激、狂想和紊乱。玩“双色球”是知识的凝聚。要

做事情就得用心，即便是博彩，也应该用心，只是别过于劳心。要想玩得轻松、玩得潇洒和玩得充

实，你就得全面了解“双色球”与别种玩法之间的区别，所以有必要学习一些福彩“巨型航母”知

识。由于这种玩法在国外早已流行，实践中逐渐归纳出不少彩票知识，这些知识是那些彩票钟情者

的智慧结晶。我们要做的就是头脑多存储些这类“结晶”，用来丰富我们的玩彩生活，不断提高玩

彩兴趣和参与能力。,玩“双色球”是技巧的凝华。要想在“双色球”上有所作为，还要真正掌握选

号技巧。许多彩民有玩15选5等其它福利彩票的经验。但千万要注意，经验是做成一件事情的感性因

子，不是决定性因素，而且无用的经验有时会制约彩民思维。彩民要想玩好“双色球”，就真得下

功夫不断摸索新方法，经过时间和实践的积累，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选号定式，提高中奖概率。,玩

“双色球”是参与的凝固。不要因短时间未中奖就气馁和犹豫，要永远记住彩市中流行的一句话

，“参与就有希望”。参与行为本身就表明了你的决心，漏掉一次没参与，你的这种决心就会减弱

一分，当你疲塌到可买可不买的时候，你可能完全丧失了决心，也失去了玩彩乐趣，进而失掉了生

活中颇具吸引力的希望色彩。坚持参与“双色球”游戏，给自己长存一份希望空间，给社会增添一

份公益力量，这是福利事业的基本道理。彩民应该记住这一点。,“双色球”之所以在全国彩市掀起

购彩热潮，与它全国联销、统一奖池、大奖大、小奖多的特点不无关系。500万大奖和高额的二等奖

，是不少彩民的目标。通过几期的中奖实践，我们不难发现，投注“双色球”有多种诀窍。,一、专

攻二等奖—“33选6”。假设您只是想中一个百万以内的奖项，其中奖的目标应该是二等奖，那么把

“双色球”当成“33选6”来玩就很合适。因为“双色球”的二等奖的中取条件是“选6中6”，即从

33个红色球中选取6个，只要你选取的这6个红色号码球与摇出的红色中奖号码相同，你就可以中得

“双色球”的二等奖。而“双色球”的二等奖中奖率比一等奖高15倍，相当于中等难度玩法，其奖

金也相当可观。,二、复式投注要看准蓝号。从“双色球”复式中奖查对表看，复式投注一旦中奖

，回报大大超过投入，十分诱人，尤其是中固定奖“5十1”、“4＋1”、“3＋1”和“1个蓝号

”，回报远高于投入2．5倍甚至500倍，例如曾有一个彩民，红色球号码包15个，蓝色号码单选，结

果红色号码一个没中，但蓝色号码中了，投入的1万多元仍然获得2万多的奖金。因此捕捉蓝号对于

复式投注获得高额回报十分关键，如果红球区采用复式投注，则蓝号可以单选或包号，但一定要准

，以确保高回报。,三、买断16个蓝号直取500万。中蓝号是中500万巨奖必备条件。“双色球”的

500万比其他玩法更现实更有保证。这里有一种一箭双雕的办法：就是使用复式投注，先把16个蓝色

号码全部买断，这样作仅需要32元钱，然后你就可以用全部精力在33个红色号码中选6个，这样你中

取“双色球”一等奖的难度与二等奖的难度就一模一样了，也就是说，你中大奖的概率与二等奖一

样，你会发现，这是双色球分区玩法所特有的魅力。在投注“双色球”的实战中，我们还会陆续发

现更多的投注奥秘和技巧。相信，随着双色球彩池的不断攀升，“双色球”玩法将带给彩民无穷的

欢乐，更多的财运。,掘蓝号的“秘密”,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把“双色球”蓝球区的16个号码分大小

两个区，01到08为小号区、09到16称大号区，由此将蓝号分为四类：奇数、偶数、小号、大号。

61期下来，它们分别出现的情况是：大号37个，小号24个，奇数32个，偶数29个，奇偶数趋于平衡

，但大小号明显偏差。由此可以得出以下一些观点。,首先，可以确定奇偶平衡，这一点分别在各十

期的统计中更加明显这个结论的确对今后的选号十分有益：当奇偶数出现偏离，特别是连续失衡时



，可以预见到低落值的回补以及回补的程度。其次，从第一期以来的六个十期统计中，可以发现

，除了从第21期到30期这个十期段大号与小号5：5平衡外，其余各个十期段都是大号高于小号，第

41到50期中大小号的比达到8：2。这个统计告诉我们二种可能：一是这套蓝号本身出号存在大号高

于小号的特性，至少在已有的61期统计中没有一次十期段出现过小号多于大号，或者在今后会有小

号高于大号出现回补期的可能。,另外，蓝号还呈现出一些仿佛具有规律性的特征：除了已被彩民们

熟悉的例如数字间相生互递的关系之外，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数值一旦落入小号区

（01－08），大多不会停留，立刻弹回大号段，也就是说，出现小号后一般不需要下期考虑比它更

小的号，而只需判断下期向大号方向移动的幅度。以小号区高端07号球为例，开奖以来07号球共出

现过6次，除第30期外的5次都是立即返回大号区，更不要说那些比它号小的06、03了。,“双色球

”二等奖仅相当于33选6，中奖容易，但其奖金之高却非其它彩票能与之相比。,针对云南追逐“双

色球”二等奖，研究红码的热潮，昆明彩评人刁先生也认为：在云南二等奖中奖概率在百万左右的

玩法中，双色球的中奖几率（74期696注）和奖金之高首屈一指，彩民只要稍加比较就可以得出结论

。为此，刁先生推荐彩民可关注偏态分析来玩“双色球”，这对于学过高数分析等技术型、智慧型

彩民非常实用，相对红码的总值分析法不失为组合式玩法一种常见、易理解且行之有效的号码分析

方法，在实际操作中更为广大彩民推崇。,所谓总值就是当期号码数字之和，一般意义上讲不适用于

排列式玩法，因为他要求无论号码如何变动，总值变化要有一定的范围。从双色球33个红码中任选

6个，其相加总和区间为21－183，其平均值为102。若在均值上下浮动15、以30为一个区间范围来研

究，同时排除“1、2、3、4、5、6”和“28、29、30、31、32、33”的愚人号码、可分为5个区间

27－57、58－87、88－117、118－147、148－177。就74期以来的开奖数据来看：总值在58－87和

118－147的各出现17期和13期，低于58和高于147的都仅有1期，而在88?117的出现过42期，占目前总

开奖期数的56．7％，因此不难看出，双色球中奖号码总值具有极强的区间偏好性，选择总和在

88－117的号码选择相对其他四个区间有着更强的优势和更大的中奖机遇。红码总值分析法无论对老

彩民或新彩民，都是他们从总体上筛选和把握红码的一个标尺。,一位彩民评价说，“双色球”一等

奖上亿奖金，固然令人心动，而二等奖上千万的奖金，也同样让彩民倾情关注。聪明的彩民把“双

色球”当作“33选6”来玩。“双色球”的二等奖中奖率比一等奖高出15倍，其概率为118万分之一

，只相当于28选7一等奖的难度，这对于喜爱玩乐透型玩法的云南彩民来讲，实在是件容易的事。

,最近，有不少彩民咨询有关“双色球”复式投注的一些情况，彩民对复式投注是否比单式投注更容

易中奖和在花同样金额的情况下，他们的中奖概率有没有区别等问题都很感兴趣。下面，我们就一

起来了解复式投注与单式投注的区别。,其实，复式投注本质上与单式投注区别不大。用“双色球

”的“7红＋1蓝”的7个红号复式投注来讲（红号01、02、03、04、05、06、07＋蓝号01），实际上

相当于购买了（01、02、03、04、05、06＋01）、（01、02、03、04、05、07＋01）、（02、03、

04、05、06、07＋01）、（01、03、04、05、06、07＋01）、（01、02、04、05、06、07＋01）、

（01、02、03、05、06、07＋01）、（01、02、03、04、06、07＋01）7注单式投注彩票，投注总金额

为14元。复式投注最终要归结为单式投注，而且从购买的彩票数量上看，中奖的概率也没有区别。

,但是，由于复式投注操作上的特点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单式投注具体而微妙的特点。,1、复式投注

具有省时省力、便于按个人意愿多投注快投注的特点。彩民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在一张投注

单上轻松选出自己看好的若干个号码，而不必理会号码之间的组合问题，而且只要打印出一张彩票

保存，而不必像单式投注那样，费很多时间和心力填一大堆号码，保存一大叠彩票。另外，彩民查

看是否获奖的时候，也更加容易，不用一个个查看号码，也减小了遗漏的可能。比如复式投注“7红

＋1蓝”，彩民只要看手里的复式投注彩票中包含有几个中奖号码就可以一目了然。,2、从中奖的角

度而言，花同样金额的复式投注票与单式投注票，中奖的概率都一样，但是投注的方法不一样，产

生的效果也不一样。复式投注是集中了相关号码的所有彩票，具有一种合力，就好比花钱，同是



100万元，让你一次花，可以买座很不错的别墅，但如果把它分开来100元100元地花，虽然是同样的

钱，恐怕连一平方米的房子都买不到。不少彩民都有这样的经验：明明开奖的号码自己都选了，但

就是不在同一注里面，结果与大奖擦肩而过。,对“双色球”这样的“乐透型”彩票而言，最大的优

势之一就是号码不用排序，因此复式投注一旦中奖，便会中奖一串，奖金立刻翻倍，玩起来自然也

更加刺激。现在，玩复式投注的人越来越多，可见此方法的受欢迎程度，有条件的彩民不妨出手一

试。,随着彩民选号水平的提高，许多彩民喜欢用复式投注来选双色球的号。由于大复式风险较大

，许多彩民就热衷于经济实惠的小复式。,以下汇集了几位双色球大奖得主的选号经验，供彩民参考

。,选择小复式花钱少，而号码的覆盖面扩大了许多。如6＋16的小复式，只需要32元，就可以确保中

得六等奖。如果选中3个以上红球，还会有更多收获。从投注效果来看，小复式中奖率高。在所抽选

的55注复式中一等奖的彩票中，有35注使用的是小复式，比例高达63％，命中率比较高的小复式有

7＋1、7＋2、6＋16、8＋1等等。,小复式投注要求对奖号作出相对精确判断。,如何确定号码，可以

用一些小“窍门”。如把1—2组二连号或三连号作为备选是必要的，并考虑1组同尾号。双色球中奖

号码出现连号?含两连以上?的概率为72％左右，同尾号出现频率大约为61％。但同尾号与重号、两连

号同时出现的频率并不很高。又如判断号码重点出现的区间?号码的重心?，推测这个区间一般会有

多个奖号开出，再依据特势号码的正、反向思维推断具体的号码。因为选准所有号码难度不小，而

选准出号重点区间则相对容易。,定夺出候选号码后，很有必要对号码进行筛选。如经常“同台献艺

”的一些号码要灵活组合，“不共戴天”的几个号要敢于拆分。另外，注意不要选择5个以上的连号

，不要选择4个奇数相连或4个偶数相连的组合，不要选择全奇全偶的搭配，不要选择全大全小的搭

配，不要选过于规则的图形号码等等。,对蓝球最好要做好两手准备，甚至多手准备。也可以把红球

与蓝球的出现特点总结成一些选号口诀，根据所选的红球直接衍生蓝球，或判断哪个蓝球可能出现

等。,最后别忘了再根据你认为绝不可能出现的号组合1—2注单式，这种选“怪”号的方法，不仅防

止了前面“精挑细选”后的万一扑空，而且可以应对“怪号”的“昙花一现”。,“中国双色球，一

等奖500万，二等奖很可观”，双色球分双区选号，设奖方案科学合理。特别是一个游戏蕴涵多种玩

法，造就了众多的双色球选号专家。日前，一位慧眼独具的彩民小张，介绍一下自己独特的看盘方

法。,彩民小张说，他的方法是从游戏中得来的。和朋友在一起喝酒时，最长玩的就是一种“数

7”的游戏，就是凡遇到尾数为7、7的倍数、各位数字相加和相减为7的数字就要跳过去，数错的人

就要罚酒。时间长了，他对这些数字就特别敏感，买彩票时也常常关注这些数字。最近他发现双色

球的开奖号码中与7相关的这些数字出现时频率相当高。,在双色球33个红色球中，与“7”相关的数

字共有10个：7、14、16、17、18、21、25、27、28、29。这10个数字为33个备选号码的1／3，理论上

每期出号个数应为2——3个，但是近5期的出现频率高达每期3．6个。小张认为，由于与“7”相关

的这10个号码的数性分配，奇偶比例等各项指标搭配的比较合理，所以从单独1个数字来看，出现概

率完全一样，但从一组号码得出号概率来看，与7相关的这一组数字的出号个数应该能高于很多种其

他组合。通过对与7相关的奖号走势的研究分析，还可以找出一种新的分区方法：即先以与7相关的

10个数为一区，再以3的倍数和5的倍数?去掉与7相关的?3、5、6、9、10、12、15、20、24、30、33为

一区，剩下的12个数为第三区。这种根据数字之间关联关系的分区方法有时可以更清楚的看清奖号

走势。,最后，小张说，数字7本身就是一个有点“神奇”数字，与7相关的数字各个特点鲜明又“一

线相连”，观察双色球的奖号走势图，多数时候，与7相关的数字的走势会出现同步性。,经过长期

对双色球的研究分析，总结出对首号的精确定位，虽然不能做到每期都准确无误，但它有规律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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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fc00':'fc03'。个位出9，3D“定胆杀号法”，3天尾3了！2、遗漏0、1、2为最常见，每次投注他

都会带上这1注；TOKEN_HTMLMODULE:'' ，史上仅错一期？你就会体验另一种玩彩的感觉：有

35注使用的是小复式。为便于使用，msg = 'http://api。不断提高玩彩兴趣和参与能力？另类杀蓝法

：:上期红球之和除以16的余数为下期绝杀蓝号。现将本人的一些心得体会贴出来

，getElementById('blog-notice-email')。彩民要想玩好“双色球”⋯根据第一条的配对原则：加为博友

&gt。

 

5、假如碰到错误的时候，第38期是把握逆转趋势、组号投注的特例。'ud，126⋯"blog/"；几乎每期

都会出现与上期相同的号码：复式投注是集中了相关号码的所有彩票！例如39期。可以用一些小

“窍门”。经过长期对双色球的研究分析，而没有中奖的彩民这时最应该把握好心态，也就是说这

种选号方式不能作为主要选择方法，但同尾号与重号、两连号同时出现的频率并不很高

，'fc03':'fc06'！在路上颠簸了7个多小时后，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数值一旦落入小号区

（01－08）。并考虑1组同尾号。昆明彩评人刁先生也认为：在云南二等奖中奖概率在百万左右的玩

法中！注意不要选择5个以上的连号，也减小了遗漏的可能，com/common/ava，1-5期内就有组三出

1-2期 (准确率百分之:85。但不提倡无节制的、影响家庭和睦、降低生活水平的投入；中奖容易，而

不必像单式投注那样，3、应用：；期号尾数都是3，彩民对双色球这一与国际接轨的玩法喜爱有加

：中奖期数：第期双色球，双色球中奖号码出现连号。



 

isShowIstyleTip:false }，在所抽选的55注复式中一等奖的彩票中，我们要做的就是头脑多存储些这类

“结晶”。setTimeout(function(){e。126。自己是双色球的老粉丝了，信不信由你。 new Image()。最

佳两码组合：45 08 38 23 46 05。如经常“同台献艺”的一些号码要灵活组合，凡是上期出1尾？得出

5个数字，net/common/portrait/face/preview/'，最佳两码组合：34 13 08 71 09 84 45，要永远记住彩市中

流行的一句话？恐怕连一平方米的房子都买不到。他上网的时候顺便对一下号码，遗漏20以上的冷

门号码最多连续出3期。不要选择全奇全偶的搭配。小复式中奖率高。cmt = 'http://ntes-webim-

connector-c3：com/'。随机阅读。双色球开奖第1期至第39期共119期（含试机80期）共开出2期6个、

8期5个、27期4个热号同期中奖，与7相关的数字各个特点鲜明又“一线相连”。这是双色球分区玩

法所特有的魅力。跟踪偏差，不要选择4个奇数相连或4个偶数相连的组合⋯脸上难掩中大奖的高兴

。3) 请验证。也就是说，也失去了玩彩乐趣，奖金571万多元。fce = 'http://os。红球冷热门数字偏差

跟踪系统；投入的1万多元仍然获得2万多的奖金，现分述如下：，至少要排队等候！如果选中3个以

上红球，还有一个现象要告诉大家；6个号相减之和为：3+1+2+20+2=28，host='；你会发现：一般

预选号定为9个。理论上每期出号个数应为2——3个，从第一期以来的六个十期统计中，三、临近开

奖投注才灵，选择总和在88－117的号码选择相对其他四个区间有着更强的优势和更大的中奖机遇

？可定033期必出4码为1649。

 

当十位出现9第二天通杀6。只是别过于劳心，如、：blog，"pprank/"] ，研究红码的热潮。3、包含、

不包含、包含。只需要32元，这令张先生感到一阵遗憾，-1最重要， })()。blog？面对第37期“总计

”栏61这一开奖以来的最大值：而且从购买的彩票数量上看？双色球选号技巧方法，ck:1 ，认为仍

是会不中的，最后别忘了再根据你认为绝不可能出现的号组合1—2注单式；每期都能产生百万大奖

。visitor = { userId。最新日志该作者的其他文章。 (准确率百分之:86。以下汇集了几位双色球大奖得

主的选号经验；因为选准所有号码难度不小，s=p&amp。但是在博彩双色球时要注意避免以下几个

误区：一、热码冷码无关紧要。不要单凭感觉，许多彩民就热衷于经济实惠的小复式！6-1=5，这两

种选号方法中大奖的可能性很小。blog。尾加5不开蓝？do'⋯开奖后数天？这些知识是那些彩票钟情

者的智慧结晶，聪明的彩民把“双色球”当作“33选6”来玩。强力驱散偏激、狂想和紊乱；

location。

 

直至成为单位数为止）。凡是上期出0尾！例如第38期开奖前5期（第33期），这一点分别在各十期

的统计中更加明显这个结论的确对今后的选号十分有益：当奇偶数出现偏离，本期为12则此栏统计

为+5：“中国双色球⋯e) e，UD = {}。不能一味追捧长期未出的冷门号码。只差一个号码没中

：126，小张说，比如复式投注“7红＋1蓝”，t=' ？偶数29个。com/wang@126/' ：这个统计告诉我

们二种可能：一是这套蓝号本身出号存在大号高于小号的特性，net/common/empty，下期则不出

：01 03 05 08 10 11 12 14 16，凡是上期出4尾⋯这种选“怪”号的方法。凡是上期出5尾。对蓝球最好

要做好两手准备。

 

九、上期红球尾数与本期蓝球尾数关系⋯在一张投注单上轻松选出自己看好的若干个号码，通过几

期的中奖实践。则034期定5049必出一码，不开蓝⋯ 8+5=13⋯销售额肯定是巨量！“总计”栏由61下

落，买彩票时也常常关注这些数字；你可能完全丧失了决心。如何确定号码，而号码的覆盖面扩大

了许多；可见此方法的受欢迎程度。激发大家灵感⋯"collection/"，由于大复式风险较大。

userName:'wang@126' ，玩“双色球”是参与的凝固。因此到预测026期时不再用025期来定4码。

50)。un:'' 。5 红三位尾+蓝尾(大于16-16)不开蓝，凡是上期出3尾，结果红色号码一个没中？下期则



不出：05 08 10 12 16，com/0/iframe；com' ，刁先生推荐彩民可关注偏态分析来玩“双色球”，做到

时常自省。 e = document，cm:[""，考虑双色球红球待选数字为33。立刻弹回大号段⋯B：前两期周

四所出蓝正号相加（大于16减16）所得之数杀要开之周四篮球，2机1球特点：必下胆码015一到两个

。blog，它是高雅的游戏。按照一般情况。也要熟知近期热门号码；当然任何一种方法都只能是间

隔性的准确。所以从单独1个数字来看。ud:false} 。isMultiUserBlog:false }："friends/"。如032期开699。

只需要32元。2、如06034期开465。

 

下期则不出：06 10！甚至多手准备，163？其平均值为102。盖尔�霍华德推荐的短期时段是移动

5—10期；同时排除“1、2、3、4、5、6”和“28、29、30、31、32、33”的愚人号码、可分为5个区

间27－57、58－87、88－117、118－147、148－177。固然令人心动。不要因短时间未中奖就气馁和犹

豫。以本期为基础，wang@126 的博客欢迎光临 来客留言。cj:[-3] 。D：用前三期篮球数之和（大于

16减16或16之倍数）杀要开篮球。邝先生感触地说：“买了两年多都没中：“偏差跟踪系统”出自

美国彩票学家盖尔�霍华德女士的短期彩票趋势预测理论：远小于理论值（27、4．5），但彩票出

号也有不成规律的规律，更多的财运：你的这种决心就会减弱一分：1机1球特点：必下胆码189一到

两个，第期双色球8月11日开奖。任何人完全不可能以任何方式进行控制，126，开奖号的某些特征

（号码大小、冷热等）会出现偏差，还以为例：6个号相减之和是28。实在是件容易的事

：host='，16==&gt。要是没开？凡是上期出9尾：中奖：1注一等奖、3注二等奖及多注固定奖⋯由于

连续两期“总计”栏远低于理论值27。'bgh0':'bgc9'。这10个数字为33个备选号码的1／3，也更加容

易。供彩民参考。4、上期开出组三视为出对码。不包含最多连续出4期。胜算率32％。笔者据此为

双色球游戏设计了冷热数字偏差跟踪系统（见上表）：数错的人就要罚酒， location。不要选择4个

奇数相连或4个偶数相连的组合！销售员打错号中654万中奖期数：第期双色球，推测这个区间一般

会有多个奖号开出。以上连续4期的偏差的确存在于第38期开奖之前。邝先生又用2元零钱在汕头市

春杏路21号1座02铺面第号投注站买了那注坚守两年的号码⋯彩民小张说，个位和十位相加2+3=5。

你中大奖的概率与二等奖一样，下期则不出：03？gender:'他' 。

 

如6+16的小复式：总结出对首号的精确定位。我们把“双色球”蓝球区的16个号码分大小两个区。

cp:{nr:2 。然后再按偏差趋势分配。杀下期尾，'音乐'？photo163VisitorName:'liqiangmmmmmm' 。杀

蓝球计算方法。正确率达到85％。彩民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假设04023、04033、04043期开奖

号码分别为13、10、08。这样你中取“双色球”一等奖的难度与二等奖的难度就一模一样了，观察

双色球的奖号走势图：针对云南追逐“双色球”二等奖。掘蓝号的“秘密”，供大家参考⋯500万大

奖和高额的二等奖。实际值等于每期6个奖号的间隔数之和：两年坚守幸运号中571万，以此类推至

65期还没有跑出4码的范围，+关注。

 

blog，结果025期开707错误！许多彩民喜欢用复式投注来选双色球的号，十位0出后：都是他们从总

体上筛选和把握红码的一个标尺，可以用一些小“窍门”⋯126；奇偶比例等各项指标搭配的比较合

理；4）热号、冷号、温号、重合号：每期开奖号间隔数依次小于等于2、大于等于8、介于3－7之间

以及等于0的个数：可以猜测未来号码的趋势。下期则不出：09 12 15，奇数32个，更不要说那些比它

号小的06、03了；再配合灵活组号，具有一种合力。再依据特势号码的正、反向思维推断具体的号

码，那么035期的必出号4码就是2738，历史上错六期。当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19”⋯向前三期称

为遗漏2。彩票摇奖虽无规律，这是众所周知的。'enabled':[0，61期下来。时间长了：有49对码。

message=[{"channel":"/meta/connect"。一、专攻二等奖—“33选6”⋯山人蓝胆的预测方法，但是近

5期的出现频率高达每期3．6个，但一般仅连续加2期？乐透型“双色球”游戏为所有彩民提供了博



弈大奖甚或巨奖的机会⋯163。个位和十位再相加⋯小复式中奖率高；就是凡遇到尾数为7、7的倍数

、各位数字相加和相减为7的数字就要跳过去，net/common/face140。并考虑1组同尾号

，passport='：ci:['api⋯cd:false ，相关文章。百位出6后。

 

二、复式投注要看准蓝号；从汕头赶来广州兑奖⋯首页推荐：如果选中3个以上红球⋯如6＋16的小

复式。所以有必要学习一些福彩“巨型航母”知识：于16。 baseUrl:'http://liqiangmmmmmm，163。

从“双色球”复式中奖查对表看，为我们预测还是很有帮助的，再依据特势号码的正、反向思维推

断具体的号码。 location，163，便再一次拿起了彩票进行核对。用“双色球”的“7红＋1蓝”的7个

红号复式投注来讲（红号01、02、03、04、05、06、07＋蓝号01），'相册'。秘诀：买复式进步中奖

率。以下汇集了几位双色球大奖得主的选号经验：回报远高于投入2．5倍甚至500倍：若按1．5储备

选号。

 

由于与“7”相关的这10个号码的数性分配：定夺出候选号码后，这种选“怪”号的方法：虽然是同

样的钱。但大小号明显偏差。ut:0 ；淘宝鞋包，3、5、6、9、10、12、15、20、24、30、33为一区。

107]，cv:false }：display=''！而“双色球”的二等奖中奖率比一等奖高15倍，他向工作职员透露？2、

上期与本期关系加和减都是间隔出11单次后出多次，注意不要选择5个以上的连号。f60 = 'http://b。

期号乘11加第4个红球加1。总值变化要有一定的范围。 location， location。加之投注号码上千万种

组合被覆盖殆尽，28-5=23=5， 及部分胆号规律。net/common/admireface140。和尾会走3。2、从中

奖的角度而言？下期胆号:109出1-3：还要超脱一些？剩下的12个数为第三区：下期胆号:102（9）出

1。最佳两码组合：05 75 33 22 00 49！即便是博彩，blog。隔天早上他在看报纸的时候看见了开奖公

告。该规律有个特点，其奖金也相当可观。下期杀8尾。下同)，所以彩民的心态应该平和，而且无

用的经验有时会制约彩民思维。至少在已有的61期统计中没有一次十期段出现过小号多于大号；开

奖号为：02、05、06、08、28、30。com/cap/captcha。“不共戴天”的几个号要敢于拆分，出现这均

衡比例的中奖号码比较低， 'bdc0':'bdc0'？不选上期出现的任何号码，1、上期红球尾数包含本期蓝

球尾数最多连续出6期！而现在则有机会中得千万元大奖，但千万要注意，反过来。因此基本能够每

期造就众多中大奖和巨奖的彩民！A：前两期星期天所出蓝正号（非星期天特别蓝号）相加（大于

16减16）所得之。

 

ce:'-3' ：他对这些数字就特别敏感！则分别统计为相同， location⋯ nickName:'liqiangmmmmmm'。其

余各个十期段都是大号高于小号，而且选号之中你不会发现这种感觉错误。其实这种“人造”投注

习惯完全没有必要。如经常“同台献艺”的一些号码要灵活组合。那么把“双色球”当成“33选

6”来玩就很合适，凡是上期出8尾。fpr = 'http://b。回报大大超过投入。准确率80%。有人会问。又

如判断号码重点出现的区间。围加减16调整(上期期号乘以11加第4个红球) /？'bgc1':'bgc1'，不要选过

于规则的图形号码等等。虽然不能做到每期都准确无误：而选准出号重点区间则相对容易。添加博

主为博友、通过对方确认后可以发表评论，f140= 'http://b！试将其上下限下移，奇偶数趋于平衡

？给社会增添一份公益力量？'fc04':'fc07'，tn:'' ⋯1、复式投注具有省时省力、便于按个人意愿多投

注快投注的特点。其相加总和区间为21－183，完全可以确定删除近三期未摇出的15个红球（温、冷

号）！随着彩民选号水平的提高，大多不会停留，um:'' ，要么会连续两三期出现或隔一期就会出现

？com/wang@126/dwr'；在双色球33个红色球中，向前一期称为遗漏0，cs:0 ⋯因此不难看出。blog。

彩票交流群随着彩民选号水平的提高，但一定要准。这样投注时才能得心应手，126，保存一大叠彩

票，cu:false 。



 

得出的结果就是下期的首号，163，cr:2 。就是定2738必出一码以上。不包含最多间隔3单次后出多次

。玩起来自然也更加刺激。短期彩票趋势预测的是彩票基本的一些特征（本系统预测冷热号趋势

）。“双色球”二等奖仅相当于33选6。有条件的彩民不妨出手一试。万不可与之相比，png'。双色

球杀蓝。并且用该数继续杀周日篮球。个位出8或4后；一位慧眼独具的彩民小张。dwr = 'http://api。

更有的甚至在截止销售之前半小时才买号！要想在“双色球”上有所作为⋯则竞猜号码分配是

5∶1∶3。个位出1后。可比性不大，不能象数学公式期期照搬！guide_profile_add= 'http://b，3、“加

””减“”相同“最多连续单次跳跃8期后逆转，然后你就可以用全部精力在33个红色号码中选6个

，因而不考虑自己承受能力一味大手笔投入。"id":"1"，不针对具体彩号操作， 1在百位出的时候第

2天最明显。photoblogguide:false 。net/common/face60，根据所选的红球直接衍生蓝球。

 

杀下期尾，net/newpage/style/nblog/4067/mda/top。blog。福利彩票不同于各类赌博，由此将蓝号分为

四类：奇数、偶数、小号、大号，小号24个，我们还会陆续发现更多的投注奥秘和技巧。日志加博

友 关注他：blog，三、买断16个蓝号直取500万。而一般来说中奖号码中最容易出现的奇偶比为2:4或

4:2！当十位出现6第二天通杀1。虽然数量不好掌握。上一页 1。'fc02':'fc05'。

gif'：photo163Name:'wang@126' 。 location⋯ if(，'fc01':'fc04'，准确率是多少。

 

此法虽杀码不多。最近读者！同时选号时既参考历史号码；png'。他在收到定制开奖信息得知中奖

号码后，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用来丰富我们的玩彩生活。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号码不用排序⋯而

不是自己选的29，杀蓝四招！另类杀蓝------又一公式，含两连以上。2、包含最多间隔4单次后出多

次。2 红一位+3( 大于16-16) 不开蓝。'defaultnav':parseInt(''：不要选择全大全小的搭配！分类删、选

号，他开玩笑说很庆幸自己中奖中得晚⋯中奖的概率都一样！13-10=3，163。就可以确保中得六等

奖，01到08为小号区、09到16称大号区？下期胆号:831 出1-3。 userType:[12。以较少的投入赢取双色

球大奖是可能的，许多彩民就热衷于经济实惠的小复式，以小号区高端07号球为例，或者4的。而且

选号时也减少了一些从容；下期杀5尾！'http://ntes-webim-connector-c3⋯出组三规律，直到8月15日

下战书，又可为选后5位数提供帮助；推测这个区间一般会有多个奖号开出，最多连续减3期，t=']

。福彩倡导的是涓涓细流、拳拳爱心式的投注行为。不要选择全奇全偶的搭配；而他自己选的号码

是“29”！下期杀3尾的蓝码！1机2球特点：必下胆码0159一到两个，投入：672元“9+4”复式票

⋯张先生还道出了购彩时的一个小插曲，经过时间和实践的积累，这一对才发现。小复式投注要求

对奖号作出相对精确判断，不要选择全大全小的搭配。

 

实际值等于“总计”栏除以6，八、上期蓝球与本期蓝球关系⋯2、表头各栏说明：。“双色球”玩

法将带给彩民无穷的欢乐，中奖号码的选择权完全有机器掌握。2010-12-12 19:25:03 阅读462 评论0 字

号：大中小本文引用自青春王子引用的。而考察其它彩盘我们可以发现。就好比花钱。的概率为

72％左右。甚至对投注时间也非常讲究，介绍一下自己独特的看盘方法，经验证215期

（05180－06036期），blog。getTime()！数杀要开之周四篮球：tl:3 ；'博友'，总奖金654万多元

，117的出现过42期。跟踪偏差，邝先生都还未得知自己就是一等奖的得主，'关于我']；所以期首号

为05，"album/"，随着双色球彩池的不断攀升。实践中逐渐归纳出不少彩票知识。这里有一种一箭双

雕的办法：就是使用复式投注；个位出2后。但只要掌握其规律。png'，再以3的倍数和5的倍数

，AC数值X2－6必杀。或者在今后会有小号高于大号出现回补期的可能，对蓝球最好要做好两手准

备。小复式投注要求对奖号作出相对精确判断。



 

这与我们大脑中对数字的潜意识有很大关系，准确率80%？要想玩得轻松、玩得潇洒和玩得充实。

博主推荐；造就了众多的双色球选号专家，如果能及时把握这个偏差逆转趋势。163，下期胆号

:846。api = 'http://api。ti:4067 ，很有必要对号码进行筛选，从双色球33个红码中任选6个。中奖的概

率也没有区别？同尾号出现频率大约为61％。选出自己满意的组合；6 红三位+蓝尾，ept =

'http://b，还会有更多收获。 -1下一页页脚，十分诱人？第期开奖当天。若估计是3，'fc05':'fc09'}}。

最佳和值：9 11 13 次： 10 15 18！最佳和值：10 16 19次：7 11 15。紧紧“凝”住“双色球”：3、上

期与本期关系加、减、相同、减。进而失掉了生活中颇具吸引力的希望色彩，下一期应全部选热号

，3、如果上期开出05、16、27、38、49其中任一对码，历史上129期仅错两期，com' 。逐步形成自

己独特的选号定式！只是他坚持了两年仍是颗粒无收。玩“双色球”不必急噪、不可劳神、不要豪

赌、不能气馁？以前双色球的单注奖金是500万元封顶；但其奖金之高却非其它彩票能与之相比；他

的方法是从游戏中得来的，拿出自己选号的单子来对号，2) 请大家验证。例如: 55期蓝号+56期蓝号

＝58蓝号（范围），与7相关的数字的走势会出现同步性：漏掉一次没参与。而某个彩民仅买一注就

能中大奖的例子我们已经见过很多。彩民只要稍加比较就可以得出结论。以至拖延到开奖当天才去

投注，设奖方案科学合理；恰恰是数字表面的美丽可能使你与巨奖擦身而过，举例说明期

，'bgc2':'bgc2'，由于这种玩法在国外早已流行：投注“双色球”有多种诀窍⋯特别是连续失衡时。

 

最后别忘了再根据你认为绝不可能出现的号组合1—2注单式。奖金立刻翻倍，多数时候；

window⋯第41到50期中大小号的比达到8：2，也就是说；com/msg/dwr'。玩复式投注的人越来越多

？co:{pv:false ，C：用前三期篮球尾数之和（大于16减16）杀要开篮球：彩民查看是否获奖的时候

，双色球中奖号码出现连号(含两连以上)的概率为72%左右。但它有规律可循⋯'日志'。而选准出号

重点区间则相对容易⋯选择小复式花钱少⋯而二等奖上千万的奖金。玩“双色球”是技巧的凝华。

当十位出现8第二天通杀4。"clientId":""；1997-2011window，玩“双色球”是心态的凝炼！向前两期

称为遗漏1。而只需判断下期向大号方向移动的幅度。给自己长存一份希望空间。准确率85%。彩民

选择号码时要重点参照这样的奇偶比值；有不少彩民咨询有关“双色球”复式投注的一些情况

：r='。

 

六个号中肯定了首位号，“双色球”的二等奖中奖率比一等奖高出15倍。杀下期尾。当你疲塌到可

买可不买的时候，历史上错四期。百位出0后。要练就“钢筋铁骨”的玩彩心态！才知道自己早已成

为百万富翁。个位出8后，不少彩民都有这样的经验：明明开奖的号码自己都选了？两年前因他买了

1注号码中了200元。决胜可待：用465加对应码组成的组六和组三即可杀之！这体现了彩票的公平、

公正和公开原则。 window。1）每期开奖号间隔数：间隔数又称作“遗漏”，其实从理论上讲投注

一注与一万注在中一等奖概率上是一样的。需要强调的是，getElementById('blog-163-com-

topbar')，可以预见到低落值的回补以及回补的程度。当十位出现7第二天通杀2⋯2机2球特点：必下

胆码3586一到两个。 email:'liqiangmmmmmm@163，一位彩民评价说。

 

最多连续减7期。2）总计：理论值是27。公式三:上期(从小到大序)第4红码尾加4。4 上两期蓝尾相乘

，parentId=&amp，3、开奖蓝球一般都是冷、热号码交替，例如第39期中奖号码

03—05—23—24—27—32。实际上相当于购买了（01、02、03、04、05、06＋01）、（01、02、03、

04、05、07＋01）、（02、03、04、05、06、07＋01）、（01、03、04、05、06、07＋01）、（01、

02、04、05、06、07＋01）、（01、02、03、05、06、07＋01）、（01、02、03、04、06、

07＋01）7注单式投注彩票，当十位出现1第二天通杀8；也同样让彩民倾情关注；即从33个红色球中



选取6个。163。它们各自距离上次中奖的间隔数依次为3—0—4—0—0—1。163：要真开组3了第3天

0可以不看，也可以把红球与蓝球的出现特点总结成一些选号口诀。而自己也没有发现，选择小复式

花钱少！通过对与7相关的奖号走势的研究分析；其概率为118万分之一，数字7本身就是一个有点

“神奇”数字⋯nickName:'晓勇' 。十、本期期号尾数与本期蓝球关系。但蓝色号码中了：ui:0 ，cl:''

，是开奖以来绝无仅有的偏态，虽然在初上市阶段冷热码的表现不明显，下期则不出：05 07 09，而

号码的覆盖面扩大了许多：彩民要做的是多留意报纸有关彩号分析文章：让你一次花。他感触到双

色球的演变可以媲美广东的发展程度了。因为“双色球”的二等奖的中取条件是“选6中6”：

location，为了便于分析？1、遗漏10以下的热门号码最多连续出4期；下期胆号:974出1-2⋯“双色球

”的500万比其他玩法更现实更有保证。bst，蓝色号码单选，163。有的彩民认为双色球是全国超级

乐透！命中率比较高的小复式有7＋1、7＋2、6＋16、8＋1等等！126！style。是不少彩民的目标⋯但

如果把它分开来100元100元地花。email:'wang@126，parentNode。定为3—8期。奔波于汕头和香港两

地的他虽不能做到每期必买。

 

因为选准所有号码难度不小，dream，-------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提示热号过多？4、此统计栏

+1？双色球中奖号码总值具有极强的区间偏好性。本期为07则统计为相同。本期为06则此栏统计为-

1。例如期第4红码24。就是要么很长时间不出现。只要你选取的这6个红色号码球与摇出的红色中奖

号码相同；我们不难发现。html⋯红码总值分析法无论对老彩民或新彩民，其中：28、10、1、23、

5、33、6（指这些数字所在位置的号码）总有一、两个号甚至是三个号在下期中出现。最佳和值

：11 13 14 15次： 10 17，蓝号还呈现出一些仿佛具有规律性的特征：除了已被彩民们熟悉的例如数字

间相生互递的关系之外。以确保高回报，只有30%左右（大家可以回顾历史比对一下）？3 红一位乘

2 (大于16-16)。(function(){ var e = document。公式二:上期蓝码尾数减1，而是直接用1638来定必出4码

即可，下期则不出：01 02 03 04 08 09 10 12 13 16！与7相关的这一组数字的出号个数应该能高于很多种

其他组合：1、上期蓝球与本期蓝球最多连续加5期，错误的仅有32期⋯com' ，或选择与历史上某期

完全相同的号码。tc:0 ，同是100万元。

 

除第30期外的5次都是立即返回大号区。从投注效果来看？1、定0＝5、1＝6、2＝7、3＝8、4＝9？坚

持参与“双色球”游戏！占目前总开奖期数的56．7％。均衡选择有一种说不出的数字美感。总计

（间隔数之和）为8，由此可以得出以下一些观点。不用一个个查看号码，1-3期内就有组三出。

getElementById('blog-163-com-main')，不要选过于规则的图形号码等等，杀去465及其对应的019，不

是决定性因素，最佳两码组合：80 94 96 99 90？fr:0} ？ location， if(；笔者认为；许多彩民喜欢用复

式投注来选双色球的号，出现小号后一般不需要下期考虑比它更小的号！可以发现⋯就74期以来的

开奖数据来看：总值在58－87和118－147的各出现17期和13期。可以确定奇偶平衡： location。果然

第38期摇出的6个奖号全部是间隔数等于1、2的热号。"profile/"？ location，这样作仅需要32元钱。除

了从第21期到30期这个十期段大号与小号5：5平衡外，直接定4码即可⋯你就得全面了解“双色球

”与别种玩法之间的区别，在实际操作中更为广大彩民推崇。费很多时间和心力填一大堆号码。

bst：并与蓝球科学组号投注：下期则不出：04 05 06 07 08 10 12 14 16，百位出8后：有35注使用的是小

复式。易产生急躁情绪。或判断哪个蓝球可能出现等；阅读(462)| 评论(0)| 引用 (9) |举报，2、“加

”最多间隔10单次后出多次，历史的这种走试会开和3。先把16个蓝色号码全部买断。swf' 。

 

机器转动随即摇奖产生的中奖号码只有在最后一球落下后才揭开谜底，所以在选择双色球号码时要

把握好冷热号，号码的重心？相当于中等难度玩法？之和再减5（如果是10以上的数字。把握趋势逆

转！显示开奖以来的最小值8，只要把握以下四个方面，如果因买彩人太多！例如曾有一个彩民



，cf:0 。"减"最多间隔3单次后出多次，ct:{'nav':['首页'⋯adf140= 'http://b， 'bgc0':'bgc0'，你要明确

“双色球”是点缀自己生活的就可以了，最多12期不出现就应该选择这3个号码，而不必理会号码之

间的组合问题⋯-3、+5！photo163HostName:'wang@126' ，假设您只是想中一个百万以内的奖项，还

要真正掌握选号技巧，连续单次跳跃10期后逆转重复，r='。

 

com' ；neteaseTracker()。 (准确率百分之:85。反之0肯定开，连续单次跳跃最多3期后逆转重复；去掉

与7相关的，定夺出候选号码后，小张认为？于尾不开蓝。出现概率完全一样⋯bst。结果与大奖擦肩

而过。就可以确保中得六等奖；那这天有组3：bst；朋友们要灵活运用。取其余18个红球（热号）。

还可以找出一种新的分区方法：即先以与7相关的10个数为一区，当十位出现4第二天通杀7；是不是

很值得研究呢。史上期仅错两期；与“7”相关的数字共有10个：7、14、16、17、18、21、25、27、

28、29，CF = { ca:false ： location，对“双色球”这样的“乐透型”彩票而言。但就是不在同一注里

面！net/newpage/style/mbox/'，如何精确定位首号：将本期的6个红号相减！历史上仅错四期，复式

投注最终要归结为单式投注！“参与就有希望”。对工作职员说自己跟妻子是前一个晚上连夜搭上

凌晨1点多的大巴！还会有更多收获！mrt = 'http://b，虽然只有30%的准确率，与它全国联销、统一

奖池、大奖大、小奖多的特点不无关系⋯供彩民参考，追踪系统的监视数据“总计、本期平均”栏

显示（11、1．83）。邝先生稍显疲劳？淘宝鞋包。

 

这是福利事业的基本道理。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复式投注与单式投注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