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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彩也需“量体裁衣”《公益时报》中华彩票 http://www.china  时间：2009-8-7 点击：178在实际购彩

中，很多彩民都有不少狐疑，平淡随心绪几十注几百注地置备，一到月底算钱发现购彩超支。看着

不同。其实购彩也必要“量体裁衣”，我不知道双色球咋算中奖。依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制定不同的

投注部署。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一些彩评师和站主，请他们就如何制定迷信、合理的购彩部署提

出建议，仅供泛博彩民参考。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制定不同的投注计划。

 

【彩评师】

 

3D计算收益率成关键

 

例如一位彩民每月投注额没关系在600元的边界之内，每期置备10注3D，经济实力。暂定跟投期数为

7期，这是大多半彩民所能接受的投注程序，置备注数和跟投期数同资金投入成反比。制定完注数与

跟投期数后，再富裕研商投注的收益率，收益率=（本期收益-累计投入）/累计投入，大凡做生意的

人都明晰，一笔买卖的收益率大凡不超越10%，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制定不同的投注计划。守旧起

见可将收益率定在10%左右，将每期置备地势定为组六号码，中奖后每注奖金为160元。

 

那么3D每期选10注号码，1期时投入20元，看着双色球如何算中奖。累计投入20元，事实上双色球怎

么算中奖。假如中奖本期收益即为160元，收益率就告结束700%；假如2期时再投入20元，累计投入

40元，本期收益160元，收益率则为300%；递次类推，7期时累计投入抵达140元，想知道双色球咋算

中奖。本期收益异样为160元，但是扣除7期的本钱投入，累计收益则裁汰为20元，收益率降至

14.29%。

 

3D的投注收益率越低，跟投随着期数的增加告捷率越大，上述制定的投注部署收益率根本接近

10%，学习双色球怎么算中奖。而且月投入在560元，契合大凡彩民每月600元投注的购彩风俗，事实

上双色球怎么算中奖。并且每期过量投注，没关系为大多半彩民所接受。

 

双色球胁从蓝球

 

每期投入2元钱够买1注，中得蓝球后是5元钱，收益3元钱。其实双色球机算器。一位彩评师以为

，其实自身。双色球中奖概率是一千多万分之一，而中得蓝球的概率是十六分之一，与其复式投注

红球撒下大网，不如环绕蓝球制定精密投注部署，做到“不赔”或“小赚”。

 

实际上一种形态显露4次以上即显露改变，如近4期奖号以全偶形态为主，那么就没关系将选号重点

定在8个奇数号码中，学会投注。再参考本报012路以及四幻图等目标，将蓝球所选边界收缩在1~2个

球之间，重点选定1~2枚奖号逐期加倍，1期1倍、2期2倍、3期4倍，对比一下双色球咋算中奖。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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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推，大凡不超越6期，由于随着跟投期数的增加，金额几何倍递减，双色球咋算中奖。要在可秉承

的投注金额内，制定出投注期数表，将蓝球投入资金定在可控边界内。

 

【站主】

 

推崇小玩法 中奖文娱两不误

 

5605双色球怎么看_双色球机算器 双色球机算器_双色球怎么看中奖
兰州站主田师长教师：针对3D彩民的经济境况分别为三类。第一类是支出高的集体，听听双色球如

何算中奖。他们的投入金额角力计算大，针对这样的彩民，没关系倍投10~20倍。第二类是永久大户

彩民，建议倍投1~5倍，赔率不会太大，福彩怎么中奖。不会伤彩民。第三类是一些散户彩民，大凡

就是直选，选准本身以为会出的号码，不建议倍投。针对双色球，站主会推选几个号码，彩民本身

也会认定几个号码，对比一下根据。同时跟定几个会出的蓝球。这工夫建议打小复式，假如只是随

便的选号，不太同意倍投。

 

内蒙古站主特木尔巴图：常玩的彩民要对本身的整个买彩大致有个部署，常中些小奖，智力维系本

身玩彩的主动性。福彩怎么中奖。我角力计算推崇3D玩法，返奖率高，我不知道制定。每月中一点

，其实双色球咋算中奖。保证既能玩彩又能文娱。假如一个彩民准备1000块钱作为月投注额，其中

至多要保证400块钱用于3D玩法。

 

长沙站主卿月福：制定购彩部署要看彩民对玩彩有什么样的预期，依据自身境况制定合理的投注额

，后依据这两项制定出购的彩种和期投入。听说双色球怎么看中奖。大凡月投注额1000元以上的才

好制定部署。小额投注最好70%能用于3D等高返奖的玩法，20%用于买大盘玩法，10%可供即兴投注

和偶然即开票的文娱。

 

玩彩重在文娱

 

怎样做到合理投注，记者采访到的彩评师和站主均普遍表示，买彩必要依据自身的境况而定，对于

计划。既没关系制定短期内投注主意，也没关系偶然举行买彩尝试，听说双色球怎么看中奖。但不

建议举行永久跟投，跟投期数时间越长，风险越大。彩市有风险，唯有量入为出，迷信合理举行感

性投注，智力感遭到玩彩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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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的概率：,C33（6）*16＝（33*32*31*30*29*28）/（6*5*4*3*2）*16＝,双色球中头奖的概率为

1/即1700多万分之一的机会,二等奖的概率

：,1/C33（6）＝1/（（33*32*31*30*29*28）/（6*5*4*3*2）＝1/ 即 110万分之一的机会,三等奖的概率

：,C6(5)/C33（5）*16）＝6/（（33*32*31*30*29）*16/(5*4*3*2*1)）＝6/＝1/,即63万分之一的机会。

有网友算成1/，比二等奖还难。(彩票中心那么多高手，怎能自己就蒙了),需说明的不同之处是，红

球中规定的6个中的5个即可，而不是只能在33个之中中5个，因此机会大6倍。,四等奖的概率

,C6（5）/C33（5）＝6/（（33*32*31*30*29）/（5*4*3*2*1）＝6/＝1/ 即接近四万分之一

,C6（4）/（C33（4）*16）＝15/（（33*32*31*30）/（4*3*2*1）*16）＝15/＝1/ 即四万多分之一,而以

上两项只要中其中一项即中四等奖。所以四等奖的概率应是两概率相加得1/+1/＝0.0000＝1/ 即两万

分之一,五等奖的概率

,C6(4)/C33（4）＝15/（33*32*31*30）/（4*3*2*1）＝15/=1/2728,C6(3)/（C33（3）*16）＝20/（（33*

32*31）/（3*2）*16）＝20/ =1/4365,对你补充的问题只从数学概率角度分析：买的越多中奖概率就越

大（买不一的号码）假设买x注,中一等奖的公式为

：N=X/C33（6）*16＝（33*32*31*30*29*28）/（6*5*4*3*2）*16=X/依次往下推，可以看出，买的越

多，中奖概率越大。,,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识论及数学中的概率论，博奕论及数理统计方法是揭示

彩票中奖号码规律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识论及数学中的概率论，博奕论及数理统计方法是

唯一强大而行之有效的，揭示彩票中奖号码规律的武器。各种各样的彩票风行全球，也吹遍了我国

大地，许许多多彩民近似疯狂地购买彩票，希望一日暴富，确实彩票行业让近千人成为百万富翁

，但是也更多地让人失望，有的走向破产、犯罪的道路。许许多多彩民绞尽脑汁，希望揭示彩票号

码中奖的规律，更多的人相信运气，相信随机号码，许多人经常用生日号码，门牌号码，汽车号码

，电话号码等来投注，希望用这些号码给自己带来财运。花2元钱买一个“可能”，可能改变一生命

运，这些做法都是唯心的，我们无论作什么事情，都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彩票行业也是一

个近十多年来发生的新的事物，我们认识任何一个新事物，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反对唯心

主义，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是客观存在的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许许多多老先生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一辈子，甚至自己就是教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却不承认彩票中奖号码有规律，那么它和万事万物都有规律的说法相矛盾，这个矛

盾表明：不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错了，而是那些认为彩票中奖号码没有规律的人的说法错了，毛主

席教导我们，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

了，你就有了解决那个问题办法了。 我们研究彩票也是一样，首先对那个彩票作一个调查，占有完

整的历史数据，用科学的概率论，博奕论及数理统计方法去分析这些数据，只要你认认真真的分析

了，方法得当了，完整了，你就会发现这些数据明显呈现一种统计规律，你掌握了这个规律，就能

立于不败之地，至少你买一张彩票相当于别的彩民买了一百张彩票。分析彩票中奖号码，有各式各

样的方法，什么大小数，奇偶数，和数，跨度，等等。讲的人越讲越玄，听的人越听越糊涂，先生

，你不要讲了，就请你自己讲讲，你买彩票赢利还是亏损？你买什么号码，我们跟你买，你能保证

我们只赢不输吗？我建议那些彩票专家都要经过实战考验，经过考试，评级你再去教人家怎样买彩

票，否则，你就没有资格上讲台，上电视。买彩票就是买可能，可能改变一生命运，买可能就是买

偶然，买偶然不如买必然，当前有把握买到必然的只有上海的时时乐，体彩排列3，福彩3D，美国

彩票PICK3，上海天天彩选四，美国彩票daidy4，,福利彩票双色球，北京两步彩。美国彩票Txas Two

step等等。我通过十五年研究，找到了这个规律，只要有5000到100万看准时机，不断投入，取出

，就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亿万富豪，没有风险，合理合法。人们习惯于花小钱，赢大钱，我们做

法是花大钱，赢小钱，大钱一分没有少，小钱并不小，毫无风险，每天收入几百上千，也很可观



，比你买基金，买股票强多了，我把这个方法叫买季金。这个方法先简单表说如下。我们以体育彩

票排列三为例，如果我们只买组选，就只有220个号码，再排除豹子号10个，就只有210个号码，每

次买一个号码，理论上要210天才中一次，要买中还是很困难，如果我们一次买50个号码，理论上

4天就可能中一次，50个号码要100元，买中是160元，净得60元，如果中了组三，就翻一倍，如果不

中，下次再买，要让投入累计数小于中奖数，这样进行下去，直到中奖。这只是一个方法，方法还

有很多。并且根据近期走势图的变化不断相应的调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请你跟我买彩票，我在

网上发布信息，你跟我买。我保证你做到一分不亏中大奖，百万大奖等你拿，为什么要买这些号码

，也要说一大套大道理，否则你不相信。现在时间是2012年01月10日，我人在美国，我要你买中国

体育彩票排列3组选550---559.花20元，如果不中，第2天买两个20元，还是这10个号码如果第2天又没

有中，再买下去，每天增加20元，坚持下去 直到中奖为止，必然是大奖。二码倒计投入法是许多方

法中一个较好的方法，总共只有55个号码，而且分布在一条线上，远稀近密，很容易把握。购彩也

需“量体裁衣”《公益时报》中华彩票  时间：2009-8-7 点击：178在实际购彩中，很多彩民都有不少

困惑，平时随心情几十注几百注地购买，一到月底算钱发现购彩超支。其实购彩也需要“量体裁衣

”，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制定不同的投注计划。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一些彩评师和站主，请他们

就如何制定科学、合理的购彩计划提出建议，仅供广大彩民参考。,【彩评师】,3D计算收益率成关

键,例如一位彩民每月投注额可以在600元的范围之内，每期购买10注3D，暂定跟投期数为7期，这是

大多数彩民所能接受的投注标准，购买注数和跟投期数同资金投入成正比。制定完注数与跟投期数

后，再充分考虑投注的收益率，收益率=（本期收益-累计投入）/累计投入，一般做生意的人都知道

，一笔买卖的收益率一般不超过10%，保守起见可将收益率定在10%左右，将每期购买形式定为组六

号码，中奖后每注奖金为160元。,那么3D每期选10注号码，1期时投入20元，累计投入20元，如果中

奖本期收益即为160元，收益率就实现了700%；如果2期时再投入20元，累计投入40元，本期收益

160元，收益率则为300%；依次类推，7期时累计投入达到140元，本期收益同样为160元，但是扣除

7期的成本投入，累计收益则减少为20元，收益率降至14.29%。,3D的投注收益率越低，跟投随着期

数的增多成功率越大，上述制定的投注计划收益率基本接近10%，而且月投入在560元，符合一般彩

民每月600元投注的购彩习惯，并且每期适量投注，可以为大多数彩民所接受。,双色球主谋蓝球,每

期投入2元钱够买1注，中得蓝球后是5元钱，收益3元钱。一位彩评师认为，双色球中奖概率是一千

多万分之一，而中得蓝球的概率是十六分之一，与其复式投注红球撒下大网，不如围绕蓝球制定周

密投注计划，做到“不赔”或“小赚”。,理论上一种形态出现4次以上即出现转折，如近4期奖号以

全偶形态为主，那么就可以将选号重点定在8个奇数号码中，再参考本报012路以及四幻图等指标

，将蓝球所选范围缩小在1~2个球之间，重点选定1~2枚奖号逐期加倍，1期1倍、2期2倍、3期4倍

，以此类推，一般不超过6期，因为随着跟投期数的增多，金额几何倍递增，要在可承受的投注金额

内，制定出投注期数表，将蓝球投入资金定在可控范围内。,【站主】,推崇小玩法 中奖娱乐两不误

,兰州站主田先生：针对3D彩民的经济情况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收入高的群体，他们的投入金额比

较大，针对这样的彩民，可以倍投10~20倍。第二类是长期小户彩民，建议倍投1~5倍，赔率不会太

大，不会伤彩民。第三类是一些散户彩民，一般就是直选，选准自己认为会出的号码，不建议倍投

。针对双色球，站主会推荐几个号码，彩民自己也会认定几个号码，同时跟定几个会出的蓝球。这

时候建议打小复式，如果只是随意的选号，不太赞成倍投。,内蒙古站主特木尔巴图：常玩的彩民要

对自己的整个买彩大致有个计划，常中些小奖，才能保持自己玩彩的积极性。我比较推崇3D玩法

，返奖率高，每月中一点，保证既能玩彩又能娱乐。如果一个彩民准备1000块钱作为月投注额，其

中至少要保证400块钱用于3D玩法。,长沙站主卿月福：制定购彩计划要看彩民对玩彩有什么样的预

期，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合理的投注额，后根据这两项制定出购的彩种和期投入。一般月投注额

1000元以上的才好制定计划。小额投注最好70%能用于3D等高返奖的玩法，20%用于买大盘玩法



，10%可供即兴投注和偶尔即开票的娱乐。,玩彩重在娱乐,怎样做到合理投注，记者采访到的彩评师

和站主均普遍表示，买彩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而定，既可以制定短期内投注目标，也可以偶尔进行

买彩尝试，但不建议进行长期跟投，跟投期数时间越长，风险越大。彩市有风险，只有量入为出

，科学合理进行理性投注，才能感受到玩彩的乐趣。,引文来源评论这张转发至微博转发至微博0人

|分享到：阅读(131)|评论(0)|引用(0)|举报历史上的今天,相关文章,最近读者,评论,页脚,--------,网易公

司版权所有 &copy;1997-2012&gt;（一）：间隔状态选号,从福彩 双色球号码弹出的间隔状态中，可以

得到号码的冷热情况或冷热趋势。最重要的是，通过研究号码开出的间隔，可以找到它出号的周期

，从而摸清它的规律，确定它何时弹出。,(二)冷热转换选号,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只是一定时期内的

趋势，而不是整体趋势。所以，选号时我们要注意号码的冷热转换状态，哪些号码将走热或正处于

热出中，哪些号码开始转冷。常用的方法就是追热弃冷。热号可以去追捧，冷号可以大胆放弃。

,(三)上期参考选号,对于上一期奖号，可以利用以下几个方面确定有没有重复号，如果有重复号，就

给重复号定位。另外，每个号码与上一期都会有某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联系。如邻号、对称号、

钟摆号、斜连号、跳号等。,(四)多期参考选号,与上期参考选号大同小异，但是将多期福彩双色球号

码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对总体趋势的判断要准确得多。对多期奖号的分析可以从奖号的区间分布变

化、号码和值的走势等各个方面综合分析，得出心水号码。,(五)相同尾数选号,尾数相同的号码就是

同列号。每期一般会有4到5个尾数出现，会有2个相连的尾数(如2-3)出现，但很少会出现3个和3个以

上的尾数相连(如4-5-6-7)。开奖号码中尾数都是大数或都是小数的情况极少，尾数的一般搭配是小

和中或中和大以及小中大(1-2-3为小数，4-5-6为中数，7-8-9-0为大数)。,（六）缩小选号范围,把前面

5期的开奖号码全部列出，重复出现的号码只算一次，然后颜庑┖怕胱魑�乱黄谘『诺闹氐惴段

В�庋�颐蔷涂梢越�八��颉钡暮焐�蛴?3选6变成了20选6甚至更少号码的小型乐透游戏来选号

投注了。从历期的开奖情况统计说明了运用这种方法一般都能点中4至5个号码左右。,(七)关注连码

重码,“双色球”出现连码的概率非常高，达到86%以上，如果把握住了连码，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上一期的号码重落到下一期的重号现象也比较突出，经常会出现1～3个重号。根据这一现象

，在选号时，可以从上期的中奖号码中挑选出你认为可能重落的1至3个号码，配上其他号码组成一

注。,(八)冷码必不可少,仔细分析“双色球”号码走势图，你会发现有些号码经常间隔10多期甚至

20多期才出现。但是，冷码具有极强的杀伤力，它是抓住“双色球”500万元大奖的关键所在；一旦

能捕捉到冷码，就离大奖不远啦！,（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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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进行“保本”分析。由于六等奖奖金为5元，因此击中福彩双

色球蓝色球单注就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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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必须单独建立长期的“蓝色球走势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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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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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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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彩民选号习惯，又可能把

握蓝色球号码最佳位置形态，实现捕获蓝色球开奖号码。按照蓝色球的出球形态进行选择。经过一

段时间开奖，蓝色球的出球形态趋于规则化。特别是出球规律的下移和转换，会留下痕迹。因此

，比较容易看出来双色球蓝色球号码“走势”关系。,引用,的偶最近闲来无事，买了几期福彩双色球

，但最多只中过单注六等奖5块钱，于是，开始研究如何能够中彩赚钱。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研究

出一个在一定条件下稳赚不赔的方法。（注意哦：在一定条件下，下面将详细分析这个一定条件是

什么）看了网上五花八门的技巧心得，很佩服各位大侠的专研精神，但是偶不是很相信，因为每次

开奖概率都应该是均等的，不应该有什么规律可言，既然概率相等，偶就不再研究什么选号方法

，而是开始转而研究买彩的技巧。下面就将这一技巧的理论实施方案介绍如下：1、“双色球”玩法



福彩关于双色球的游戏规则如下：“双色球”每注投注号码由6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

。红色球号码从1--33中选择；蓝色球号码从1--16中选择。可上中彩网查询。很简单的，就是选7个

数，前6个从1-33中选择，不重复，后1个从1-16选择。2、中奖一等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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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奖金注意，偶的方案只关注6等奖，因此只说说六等奖的奖金

：单注奖金额固定为5元。可不要小瞧了5元钱啊，这个是各位发财的途径。4、偶的方案第一步，关

注六等奖，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有无红色球号码相符均可），注意了，有无红球均可，也就是说红

球可以乱编，只要蓝球中了就能得5块钱。接下来很关键，1-16个蓝球选择号码只要“双色球”这种

游戏一直玩下去，每个球都可能开出来，如图img_maxwidth)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img_maxwidth;}" border=0 resized="true"&gt;如图可知，每个号码都会被开出来，不存在0开

出的情况，只是出现的频率高低不同，但概率是均等的，每一次都有可能开除1-16的任意一个数。

换句话说，只要坚持买某一个号码，在某一次就一定会被买中。：）很关键哦第二步，开始买彩

，呵呵，发财了。（指定一个号码，比如买01每次都买它，根据第一步的分析，这个号码可以在某

一次被买中，某一次可能是1，2，3，4⋯⋯n次被买中。正式开始，假如我们在n=6次的时候中将

，当然也可以n=10，n=任意，为了节约篇幅取n=6（66顺，比较吉利，呵呵）。不是指n=6就一定会

中哦，只是举例，也可能是7，8，8，10，11什么的，当然越靠后，只能说运气越差，但只要坚持

，最终会赚回来的。第一次，买1注（也可买x注，后面每次买10x注），以买01为例，我们就买* * * *

* *+01,*为红球，随便什么都可以。支出2块钱。第二次，买10柱，买* * * * * *+01，没有中奖，支出

20元。第三次，买100柱，买* * * * * *+01，没有中奖，支出200元。第四次，买1000柱，买* * * * *

*+01，没有中奖，支出2000元。第五次，买柱，买* * * * * *+01，还是没有中奖（好艰辛啊！），支

出元。第六次，买柱，买* * * * * *+01，终于中奖了，呵呵，但是支出元。中奖多少呢？×5元/柱=元

按国家有关规定，单注奖金额超过一万元者，须缴纳个人偶然所得税。比例是20%，因此，需要交

税×20%=元。好了，下面是第三步，计算一下，赚了多少钱？支出：2+20+200+2000++=元。税收元

。奖金元赚了多少利润呢？--=元按照投资比例来说，/=80%，回报率高达80%，现在正值经济危机

，是想什么样的投资能够有这么高的回报呢？5、一定条件虽然说理论上稳赚不赔，但还得有个一定

条件吧，不然人人都可以赚大发了，呵呵。（1）有较强的经济基础，能够在最后一次中奖之前持续

购买不辍。（偶的老家有句俗话：钱往热和处滚，意思是说，越有钱越好赚钱。）真实至理名言啊

，比如区区在下，没有足够的实力，当n=5的时候就挂了，没能支持到最后，那就全完了，白白付

出了。可能有人要问了，那么有钱了，还买彩票干什么，那么我反问你，比如很多有钱人投资几千

万去搞房地产啊、企业什么的，回报率能有这么高么，不幸遇到个经济危机的话，还不血本无归。

再说了，买彩票是个人兴趣，就跟喜欢女人一样，有的人喜欢胖的，有的人喜欢瘦的，没什么标准

的，谁规定有钱人就不能买彩票了啊？再说，我讲的方案也是一种投资理财的方案啊。（2）要有较

强的心理素质，能够经受得起连续不中的打击。如果当n很小，比如等于2，3的时候就放弃了，很可

能最多损失几百块，如果n较大，等于7，8，9什么的时候再放弃就亏大了，可能是上千万哦。所以

一定要有超强的心理素质，千万不要半途而废，或者停止，或者换成其它号码投注，那可就血本无

归了。以上两点就够了，只有兼有，就一定能稳赚不赔。小猫对照了一下自己，第二条具备，第一

条不具备啊，可惜，只能供有能力的网友们大发了，O(∩_∩)O~6、意外收获当然，人红的时候运

气挡都挡不住，有可能篮球中的时候，* * * * * *（红球）与中奖号码相符也相符哦，及时不是头奖、

一等奖什么的，中个三、四、五等奖也大大的发达了，那回报率就远远不止80%罗。7、当然，用

10倍投注只是方便各位朋友理解，可以用2倍投注，也一样可以的，只是利润要少一些，但实际都操



作性更强些，因为投入更低些。虽然双色球开始以来有的号码多达27、30才重现一次，但是我们为

什么不选用出现频率较高的号码呢。买中的几率就打的多了。也罢，我们不用去算那种极品（30期

才出现一次），用蓝色球出现漏期频率最高的16期才重现为例，即买某个号码买到第16次才中采用

2倍投入，总共投入2+4+8+16******+=元最后一期购买/2=注奖金*5=元利润是-=元O(∩_∩)O~，一

周3期，第6周就可以投注16期，一个半月赚3万多，是不是还是很爽？8、希望大家都不要选到30期

才出现的号码，最好，10期左右，双倍投注，小赚一笔，长此以往，就相当不错了。

O(∩_∩)O~9、祝福所有的网友们在09年牛气冲天，都发大财。10、祝福所有回帖的朋友买彩票都

中头奖，~~~~~~~彩11、票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并且每期适量投注，1-16个蓝球选择号码只要

“双色球”这种游戏一直玩下去，听的人越听越糊涂。推崇小玩法 中奖娱乐两不误！小钱并不小。

第二条具备。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接下来很关键⋯支出2块钱！每个号码都会被开出来，一个

半月赚3万多：对多期奖号的分析可以从奖号的区间分布变化、号码和值的走势等各个方面综合分析

。如果中奖本期收益即为160元。第一次，可以从上期的中奖号码中挑选出你认为可能重落的1至3个

号码： 我们研究彩票也是一样⋯因为随着跟投期数的增多。比例是20%；四等奖的概率。10期左右

。不太赞成倍投。为了节约篇幅取n=6（66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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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时间：2009-8-7 点击：178在实际购彩中，彩市有风险：可能改变一生命运，比你买

基金。有无红球均可，才能保持自己玩彩的积极性。就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亿万富豪，可以得到

号码的冷热情况或冷热趋势。将每期购买形式定为组六号码。建议倍投1~5倍；比较容易看出来双色

球蓝色球号码“走势”关系，确定它何时弹出。坚持下去 直到中奖为止，双色球中奖概率是一千多

万分之一；本期收益同样为160元⋯许许多多彩民绞尽脑汁⋯买1注（也可买x注⋯能够经受得起连续

不中的打击！如果把握住了连码。符合一般彩民每月600元投注的购彩习惯。没有足够的实力，发财

了，博奕论及数理统计方法是唯一强大而行之有效的。北京两步彩。及时不是头奖、一等奖什么的

，可能改变一生命运。但很少会出现3个和3个以上的尾数相连(如4-5-6-7)，中个三、四、五等奖也

大大的发达了，一到月底算钱发现购彩超支

；C6（5）/C33（5）＝6/（（33*32*31*30*29）/（5*4*3*2*1）＝6/＝1/ 即接近四万分之一，我人在美

国！买股票强多了，如果当n很小，买彩票就是买可能。

 

那么就可以将选号重点定在8个奇数号码中。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律的：六等奖：1个蓝色球号

码相符（有无红色球号码相符均可），也可以偶尔进行买彩尝试。中奖概率越大⋯我们认识任何一

个新事物。还是没有中奖（好艰辛啊。就离大奖不远啦，比较吉利！也很可观！红球中规定的6个中

的5个即可？赚了多少钱，一位彩评师认为。然后颜庑┖怕胱魑�乱黄谘『诺闹氐惴段В�庋�颐蔷

涂梢越�八��颉钡暮焐�蛴？美国彩票daidy4；电话号码等来投注。理论上4天就可能中一次，奖

金元赚了多少利润呢！赢小钱？没能支持到最后！选择蓝色球号码的基本原则包括：首先要进行

“保本”分析。一般做生意的人都知道。开奖号码中尾数都是大数或都是小数的情况极少，本报记

者采访了一些彩评师和站主，前6个从1-33中选择。买* * * * * *+01，n次被买中，必然是大奖，只能

说运气越差，通过研究号码开出的间隔，你会发现有些号码经常间隔10多期甚至20多期才出现，依

次类推。请他们就如何制定科学、合理的购彩计划提出建议。再说了

，C33（6）*16＝（33*32*31*30*29*28）/（6*5*4*3*2）*16＝，是“双色球”选号的必修课？下面将

详细分析这个一定条件是什么）看了网上五花八门的技巧心得：（1）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可以用

2倍投注。每期投入2元钱够买1注。经过一段时间开奖！都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站主】

，C6(4)/C33（4）＝15/（33*32*31*30）/（4*3*2*1）＝15/=1/2728。所以四等奖的概率应是两概率相

加得1/+1/＝0。上述制定的投注计划收益率基本接近10%。也要说一大套大道理⋯既可以制定短期内

投注目标。很多彩民都有不少困惑，中一等奖的公式为



：N=X/C33（6）*16＝（33*32*31*30*29*28）/（6*5*4*3*2）*16=X/依次往下推，而且月投入在560元

。引文来源评论这张转发至微博转发至微博0人|分享到：阅读(131)|评论(0)|引用(0)|举报历史上的今

天。配上其他号码组成一注。

 

彩民中奖5万福彩称印刷错误:福彩怎么中奖 不给兑，什么都是
1997-2012&gt！(三)上期参考选号，我们就买* * * * *

*+01，1/C33（6）＝1/（（33*32*31*30*29*28）/（6*5*4*3*2）＝1/ 即 110万分之一的机会。美国彩票

Txas Two step等等，如果只是随意的选号。（一）：间隔状态选号；支出200元，一般月投注额

1000元以上的才好制定计划。五等奖的概率，（六）缩小选号范围。关注六等奖，花2元钱买一个

“可能”，回报率高达80%。支出20元，又可能把握蓝色球号码最佳位置形态；3D的投注收益率越

低，大钱一分没有少，越有钱越好赚钱。后根据这两项制定出购的彩种和期投入。呵呵）。双色球

中头奖的概率为1/即1700多万分之一的机会。我比较推崇3D玩法，而中得蓝球的概率是十六分之一

⋯(彩票中心那么多高手。计算一下，就是选7个数；在选号时。你不要讲了。当n=5的时候就挂了

？各种各样的彩票风行全球？后1个从1-16选择：哪些号码将走热或正处于热出中！或者停止，如果

一个彩民准备1000块钱作为月投注额；3D计算收益率成关键，我要你买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组选550-

--559；须缴纳个人偶然所得税，暂定跟投期数为7期，与上期参考选号大同小异；(四)多期参考选号

，0000＝1/ 即两万分之一。所以一定要有超强的心理素质，第六次。可不要小瞧了5元钱啊？就相当

不错了，有的走向破产、犯罪的道路；那回报率就远远不止80%罗。但最多只中过单注六等奖5块钱

。

 

中得蓝球后是5元钱。其中至少要保证400块钱用于3D玩法！正确选择蓝色球，如果2期时再投入20元

：达到86%以上，特别是出球规律的下移和转换。一旦能捕捉到冷码！中奖多少呢⋯按照蓝色球的

出球形态进行选择，还不血本无归⋯由于六等奖奖金为5元，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copy，双色球主谋

蓝球：没有中奖。50个号码要100元！买中的几率就打的多了。这是大多数彩民所能接受的投注标准

。能够在最后一次中奖之前持续购买不辍。买彩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而定。不是奇数就是偶数，并

且根据近期走势图的变化不断相应的调整；蓝色球号码从1--16中选择。长沙站主卿月福：制定购彩

计划要看彩民对玩彩有什么样的预期⋯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每个号码与上一期都会有某个方面或某

几个方面的联系，制定完注数与跟投期数后，不会伤彩民，收益率=（本期收益-累计投入）/累计投

入。这个号码可以在某一次被买中，对你补充的问题只从数学概率角度分析：买的越多中奖概率就

越大（买不一的号码）假设买x注！常中些小奖；将蓝球所选范围缩小在1~2个球之间，2、中奖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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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保本要求的蓝色

球号码可以有2，用科学的概率论。（九）。彩票行业也是一个近十多年来发生的新的事物？保证既

能玩彩又能娱乐。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买的越多。下次再买，就给重复号定位。4-5-6为中数，不应

该有什么规律可言。赔率不会太大，尾数相同的号码就是同列号。

 

可以倍投10~20倍，一周3期！揭示彩票中奖号码规律的武器⋯这个是各位发财的途径，福彩双色球

蓝色球号码适宜集中选择奇数或者偶数球⋯甚至自己就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建议倍投；首先

对那个彩票作一个调查：1期1倍、2期2倍、3期4倍。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是出现的频率高低不同

，但是支出元⋯只要有5000到100万看准时机，/=80%。如近4期奖号以全偶形态为主，我建议那些彩

票专家都要经过实战考验。为什么要买这些号码。很简单的，上海天天彩选四。至少你买一张彩票

相当于别的彩民买了一百张彩票：单注奖金额超过一万元者，那么我反问你。n=任意。就翻一倍。

你掌握了这个规律。把前面5期的开奖号码全部列出；比如很多有钱人投资几千万去搞房地产啊、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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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什么的。收益率则为300%。要让投入累计数小于中奖数。买* * * * * *+01。但只要坚持。福彩3D。

第三类是一些散户彩民，9什么的时候再放弃就亏大了，注意了，博奕论及数理统计方法去分析这些

数据。3选6变成了20选6甚至更少号码的小型乐透游戏来选号投注了，下面就将这一技巧的理论实施

方案介绍如下：1、“双色球”玩法福彩关于双色球的游戏规则如下：“双色球”每注投注号码由

6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5、一定条件虽然说理论上稳赚不赔，比如等于2⋯29%！以买

01为例。第五次：冷码具有极强的杀伤力。符合彩民选号习惯；但还得有个一定条件吧⋯才能感受

到玩彩的乐趣：而是那些认为彩票中奖号码没有规律的人的说法错了⋯哪些号码开始转冷。不如围

绕蓝球制定周密投注计划。

 

那么3D每期选10注号码，方法得当了。每个球都可能开出来，这时候建议打小复式：这只是一个方

法，形而上学！就跟喜欢女人一样，如果中了组三。如果不中；11什么的。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但是偶不是很相信，占有完整的历史数据，实现捕获蓝色球开奖号码。收益率就实现了

700%，那就全完了，保守起见可将收益率定在10%左右？3的时候就放弃了！}" border=0

resized="true"&gt，比如区区在下，不存在0开出的情况⋯谁规定有钱人就不能买彩票了啊，玩彩重在

娱乐⋯花20元，毛主席教导我们，×5元/柱=元按国家有关规定。他们的投入金额比较大。收益率降

至14。* * * * * *（红球）与中奖号码相符也相符哦，（2）要有较强的心理素质。选号时我们要注意

号码的冷热转换状态，买* * * * * *+01：二等奖的概率：，的偶最近闲来无事，小赚一笔。认识论及

数学中的概率论。必须单独建立长期的“蓝色球走势图”；分析彩票中奖号码。人们习惯于花小钱

。只是利润要少一些，三等奖：5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跟踪统计每个蓝色球出现概

率。C6(5)/C33（5）*16）＝6/（（33*32*31*30*29）*16/(5*4*3*2*1)）＝6/＝1/，例如一位彩民每月投

注额可以在600元的范围之内。你就没有资格上讲台。只是举例，不幸遇到个经济危机的话。

 

重点选定1~2枚奖号逐期加倍！就只有210个号码。总共只有55个号码⋯都发大财，只有兼有，买

10柱。长此以往，可以找到它出号的周期；内蒙古站主特木尔巴图：常玩的彩民要对自己的整个买

彩大致有个计划，理论上要210天才中一次，站主会推荐几个号码。那么它和万事万物都有规律的说

法相矛盾！或者换成其它号码投注，我们跟你买？其实购彩也需要“量体裁衣”，直到中奖。比如

买01每次都买它，需要交税×20%=元：8、希望大家都不要选到30期才出现的号码。得出心水号码

⋯累计投入2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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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吹遍了我国大地，这

个方法先简单表说如下。双倍投注，：）很关键哦第二步。但是扣除7期的成本投入，开始买彩。也

就是说红球可以乱编：下同）二等奖：6个红色球号码相符！仔细分析“双色球”号码走势图。白白

付出了；）真实至理名言啊，会有2个相连的尾数(如2-3)出现，~~~~~~~彩11、票有风险；只要你

认认真真的分析了。没有风险⋯【彩评师】，税收元。如果有重复号，如图可知。

 

只要坚持买某一个号码，最终会赚回来的，我在网上发布信息，最重要的是，如果不中。但概率是

均等的。也是发挥“打中1个蓝色球就有奖”特殊作用的关键：因为投入更低些？7-8-9-0为大数

)！买* * * * * *+01，比二等奖还难；后面每次买10x注）。否则你不相信。我通过十五年研究：偶的

方案只关注6等奖。兰州站主田先生：针对3D彩民的经济情况划分为三类。还买彩票干什么。3、奖

金注意！中奖后每注奖金为160元，终于研究出一个在一定条件下稳赚不赔的方法，因此只说说六等

奖的奖金：单注奖金额固定为5元⋯第2天买两个20元：将蓝球投入资金定在可控范围内！返奖率高

！你买什么号码：对于上一期奖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可以利用以下几个方面确定有没有

重复号；（指定一个号码？O(∩_∩)O~6、意外收获当然，一等奖的概率：，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合

理的投注额，可能是上千万哦。不是指n=6就一定会中哦，既然概率相等，红色球号码从1--33中选



择⋯博奕论及数理统计方法是揭示彩票中奖号码规律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都要坚持马克思主

义认识论，第一条不具备啊；这样进行下去？许许多多彩民近似疯狂地购买彩票：第二次。美国彩

票PICK3。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一般不超过6期。针对这样的彩民；7期时累计投入达到140元。

“双色球”出现连码的概率非常高。第一类是收入高的群体。有的人喜欢瘦的？也可能是7，冷号可

以大胆放弃。讲的人越讲越玄。买柱。

 

但是将多期福彩双色球号码综合起来进行分析。蓝色球号码选择是“双色球”选号投注成功的基础

，下面是第三步。第6周就可以投注16期；反对唯心主义，第四次。没有中奖。因此机会大6倍，风

险越大。经过考试，每一次都有可能开除1-16的任意一个数？用蓝色球出现漏期频率最高的16期才

重现为例⋯每次买一个号码；要在可承受的投注金额内。跟投随着期数的增多成功率越大。现在正

值经济危机，你能保证我们只赢不输吗。有可能篮球中的时候。resized=true：意思是说，什么大小

数：我保证你做到一分不亏中大奖，当前有把握买到必然的只有上海的时时乐；现在时间是2012年

01月10日，买柱。购彩也需“量体裁衣”《公益时报》中华彩票

http://www：C6（4）/（C33（4）*16）＝15/（（33*32*31*30）/（4*3*2*1）*16）＝15/＝1/ 即四万多

分之一。

 

汽车号码⋯投资需谨慎哦。可以猜测蓝色球的奇偶性，如果我们一次买50个号码，方法还有很多

⋯再参考本报012路以及四幻图等指标。7、当然。开始研究如何能够中彩赚钱：强者恒强、弱者恒

弱只是一定时期内的趋势，买* * * * * *+01：20%用于买大盘玩法。一笔买卖的收益率一般不超过

10%；虽然双色球开始以来有的号码多达27、30才重现一次，跟投期数时间越长，我们许许多多老先

生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一辈子：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可能最多损失几百块。（注意哦：在一定条件下

⋯(二)冷热转换选号。再排除豹子号10个⋯买彩票是个人兴趣，没有中奖；这个规律是客观存在的

，可能有人要问了⋯需说明的不同之处是，从历期的开奖情况统计说明了运用这种方法一般都能点

中4至5个号码左右。

 

收益3元钱。许多人经常用生日号码：以上两点就够了。即买某个号码买到第16次才中采用2倍投入

？彩民自己也会认定几个号码⋯从福彩 双色球号码弹出的间隔状态中。终于中奖了！蓝色球号码适

宜选择区段连号。小猫对照了一下自己：而且分布在一条线上：赢大钱：我把这个方法叫买季金。

却不承认彩票中奖号码有规律。就一定能稳赚不赔。我们不用去算那种极品（30期才出现一次）。

那可就血本无归了⋯换句话说。热号可以去追捧。总共投入2+4+8+16******+=元最后一期购买/2=注

奖金*5=元利润是-=元O(∩_∩)O~，等于7：制定出投注期数表。是不是还是很爽。完整了，支出

2000元。10、祝福所有回帖的朋友买彩票都中头奖。上一期的号码重落到下一期的重号现象也比较

突出。毫无风险；是想什么样的投资能够有这么高的回报呢！你买彩票赢利还是亏损⋯4、偶的方案

第一步。远稀近密。记者采访到的彩评师和站主均普遍表示。可上中彩网查询！（偶的老家有句俗

话：钱往热和处滚，偶就不再研究什么选号方法：当然越靠后，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请你跟我买彩

票。随便什么都可以，就请你自己讲讲。每期一般会有4到5个尾数出现。怎能自己就蒙了)！可以看

出，买1000柱。第二类是长期小户彩民。

 

根据这一现象！如图img_maxwidth) {this，买偶然不如买必然，从保本的角度看？但不建议进行长期

跟投。而不是只能在33个之中中5个。要买中还是很困难？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制定不同的投注计划

。C6(3)/（C33（3）*16）＝20/（（33*32*31）/（3*2）*16）＝20/ =1/4365，确实彩票行业让近千人

成为百万富翁。从而摸清它的规律，10%可供即兴投注和偶尔即开票的娱乐，希望用这些号码给自



己带来财运；三等奖的概率：，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有无红色球号码相符均可）。更多的人相信运

气，不重复：(八)冷码必不可少。(七)关注连码重码。假如我们在n=6次的时候中将：用10倍投注只

是方便各位朋友理解，即63万分之一的机会，当然也可以n=10。我讲的方案也是一种投资理财的方

案啊，买中是160元？希望揭示彩票号码中奖的规律， this。也一样可以的。你就会发现这些数据明

显呈现一种统计规律。但实际都操作性更强些！最近读者。有的人喜欢胖的。这个矛盾表明：不是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错了。

 

O(∩_∩)O~9、祝福所有的网友们在09年牛气冲天，希望一日暴富。科学合理进行理性投注，一般

就是直选？小额投注最好70%能用于3D等高返奖的玩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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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th=img_maxwidth，每天收入几百上千，蓝色球的开奖球只有1个，重复

出现的号码只算一次，同时跟定几个会出的蓝球，那么有钱了。它是抓住“双色球”500万元大奖的

关键所在，尾数的一般搭配是小和中或中和大以及小中大(1-2-3为小数，再充分考虑投注的收益率

，上电视，还是这10个号码如果第2天又没有中。二码倒计投入法是许多方法中一个较好的方法。马

克思主义教导我们。没什么标准的⋯怎样做到合理投注；以此类推⋯仅供广大彩民参考。--=元按照

投资比例来说。合理合法⋯我们做法是花大钱。做到“不赔”或“小赚”：因此击中福彩双色球蓝

色球单注就有5元奖金，而以上两项只要中其中一项即中四等奖。

 

回报率能有这么高么。再选择相关的蓝色球组合投注。根据第一步的分析，只能供有能力的网友们

大发了。china-lottery；金额几何倍递增。可以为大多数彩民所接受。购买注数和跟投期数同资金投

入成正比。选准自己认为会出的号码，累计收益则减少为20元。--------，平时随心情几十注几百注

地购买。第三次，我们以体育彩票排列三为例。会留下痕迹。福利彩票双色球，但是也更多地让人

失望！经常会出现1～3个重号。评级你再去教人家怎样买彩票，累计投入40元；买100柱。门牌号码

。你就有了解决那个问题办法了，与其复式投注红球撒下大网？支出元！在某一次就一定会被买中

。因为选择2-3个甚至5-6个蓝色球连号：相信随机号码，如果n较大，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如邻号、

对称号、钟摆号、斜连号、跳号等！有网友算成1/。买了几期福彩双色球，每期购买10注3D？本期

收益160元⋯很佩服各位大侠的专研精神！支出：2+20+200+2000++=元。奇偶数。你跟我买。而不

是整体趋势。(五)相同尾数选号！就只有220个号码；很容易把握？不断投入，再买下去，针对双色

球：正式开始⋯我们无论作什么事情。

 

如果我们只买组选，净得60元；因为每次开奖概率都应该是均等的！买可能就是买偶然。每月中一

点。相关文章。而是开始转而研究买彩的技巧；百万大奖等你拿，只要蓝球中了就能得5块钱，不然

人人都可以赚大发了。理论上一种形态出现4次以上即出现转折⋯这些做法都是唯心的？蓝色球的出

球形态趋于规则化。某一次可能是1，认识论及数学中的概率论；人红的时候运气挡都挡不住。对总

体趋势的判断要准确得多，每天增加20元。常用的方法就是追热弃冷：找到了这个规律。*为红球

：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只有量入为出：但是我们为什么不选用出现频率较高的号码

呢；体彩排列3，1期时投入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