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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看双色球选球技巧红 球 区

 

双色球选球技巧蓝 球 区

 

你知道双色球开奖推荐号红球数：0个

 

 

蓝球数：0个

 

计划注数：双色球合买。0注计划金额：0元

 

红球：本期双色球号码。[点击号码可取消选择]

 

学习可取消蓝球：[点击号码可取消选择]请选择红球区号码个数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蓝球区号码个数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投注额:14点击元红球区号码个数蓝球区号

码个数投注金额红球区

 

中奖号码个数蓝球区

 

中奖号码个数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五等奖六等奖中奖金额

070114611060001A+070114600106001B+12000701145100250070000701145000025045007011441000340640070

114400000双色球注数计算方法

30300701143100004355070114210000073507011411000007350701140100000735听说号码复式投注说明

 

1、分别在“红球区”和“蓝球区”点中您所选择的号码，即可进行投注（红球不少于6个，蓝球不

少于1个）。

 

2听说双色球选球技巧、“计算结果”一栏会直接显示出您所选择的号码个数以及投注计划和投注金

额。

 

3、“投注结果”一栏会直接显示出您所选择的号码。

 

4、若修改投注计划，直接点击选中的号码球即可取消，之后可在“红球区”和“蓝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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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选球技巧
 

 

引文来源

 

听说双色球注数计算方法

 

我不知道对比一下蓝球：[点击号码可取消选择]选择

 

双色球选球技巧

 

我不知道双色球注数计算方法

 

蓝球：[点击号码可取消选择]

 

蓝球：[点击号码可取消选择]

 

,双色球技巧大全(5)巧中二等奖的三个步骤,双色球玩法基本投注由33个红色球号码选6个和16个蓝色

球号码选1个组成。双色球一等奖的中奖条件是，一注7个号码2元金额的单式票，要同时选中摇奖机

第一次遥出的6个红色号码和第二次遥出的1个蓝色号码（快乐星期天是第一个摇出的蓝色号码）。

,一注双色球彩票，不论蓝色球是否选中，只要选中6个红色球号码，即中得双色球二等奖（中奖难

度不到31选7特等奖的一半），奖金较为可观，单注独得奖金超过200万元。蓝色球号码16个选1个

，中奖难度为十六分之一。以上说明选中6个红色球号码显得尤为重要，以下介绍一种固定距离排除

红球空格选号方法：,步骤一：认识出球分布。红球33选6平均出球系数5.5，即平均5.5个就有一个预

期号码在内，受开奖概率理论与实际开奖随机结果的影响，6个红球号码几乎不会发生每期出现均衡

分布在5.5对称走势图上的情形，观察已有的44期开奖结果走势图，可以看出多数呈现号码集中偏向

型，有时前区出球个数多，有时中、后区出球个数多。所以，在01-33个号码33格范围内，走势图无

号码空格间隔分布合计为27格。,步骤二：固定选择空格距离。民间习惯把01-11视为前区、12-23视

为中区、23-33视为后区。各区出球个数没有定式可循，只有靠固定排除长距离空格方法，结合相对

成熟的选号技巧，守候6个红色球号码的同时出现。1、采用先前、中、后三区分别固定排除连续3格

空格，再行继续排除某个区1-2格的空格，比较适合尝试性小金额投注。2、采用某个区固定排除8格

或8格以上空格，加上排除其它2个区上期开奖号码或者自己固定要排除的几个空格，比较适合复式

软件工具组合投注。3、长距离排除10个以上空格，等待奇迹出现。如：035期，同时排除中、后区

22格空格，用前区11个红色球号码进行工具组合时选中6个红球号码的机会很大。,步骤三：预计出球

号码特点。若要准确排除空格，必须预计未来一期出球号码的走势特征：如果预计盘面以同音球为

主，则，将要排除的空格连续距离不能超过4格；如果预计盘面以连号姐妹球为主，则，将要排除的

某个区的空格连续距离可以选择6格以上；如果预计盘面以斜连号为主，则，将要排除的空格可以选

择它的左右几格；如果预计盘面重复号码为主，则，将要排除的空格，选择距离上期6个号码的旁边

几格。,双色球选号避免四误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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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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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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人造&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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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quo;航空母舰&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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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运用计算法与观察

法选择&ldquo;双色球&rdquo;红号,&ldquo;双色球&rdquo;红号&ldquo;33选6&rdquo;可以通过计算法预

测。所谓计算法是指根据本期开奖号码，通过加减计算预测下期开奖号码的一种较为实用。直观的

选号方法。具体来说，运用计算法步聚如下：,一、将本期开奖的六个红号加起来得到一个总和。,二

、让总和减去每一位开奖红号分别得到一个差数。,三、让这个差数除以每一个开奖号码，分别得到

一个得数和余数。,四、舍弃余数，只考虑得数，让这个得数作参考，可选择出下期的开奖号码。,例

如：&ldquo;双色球&rdquo;第60期开奖号码为&ldquo;02、04、06、17、21、28&rdquo;6个红号相加总

和为78。计算方法如下：,（78-2）&divide;2=38⋯⋯0， 下期奖号可能出现18、28或08。,（78-

4）&divide;4=18⋯⋯2， 下期奖号可能出现18、28或08。,（78-6）&divide;6=12⋯⋯0， 下期奖号可能

出现12、22或32。,（78-17）&divide;17=3⋯⋯10，下期奖号可能出现01、13。,（78-

21）&divide;21=2⋯⋯15，下期奖号可能出现02、12。,（78-28）&divide;28=1⋯⋯22，下期奖号可能

同现01、11、21。,其中肯两式得数均出现8， 必然有8尾数号开出。以上共选出18、28、08、12、

22、32、03、13、02共计9个号。,实际上，第61期开出的奖号为03、05、20、21、28、32，算对4个号

码。大家不妨把每一期的号码都算一下，这个规律性较强。需要说明的是，余数不作考虑。,运用计

算法测号尤其对再出同尾号较多时有利。例如第73期开奖号码号码为02、12、14、21、23、30，6个

红号总和数102，我们用计算法测第074期，方法如下：,（102-2）&divide;2=50⋯⋯0， 下期奖号可能

出现30。,（102-12）&divide;12=7⋯⋯6， 下期奖号可能出07、17、27。,（102-

14）&divide;14=6⋯⋯4， 下期奖号可能出06、16、26。,（102-21）&divide;21=3⋯⋯18，下期奖号可

能出现03、13。,（102-23）&divide;23=3⋯⋯10，下期奖号可能出现03、13。,（102-

30）&divide;30=2⋯⋯13，下期奖号可能出现02、12、22、32。,第74期开奖号码为02、12、19、22、



27、32，按计算法可测中5个号。,特别强调，每次开出来的号总有1-3个不按这个规律运用，这就要

靠长期的经验积累，凭感觉观察预测这几个未知数规律性较强时准确度大一些，规律性不可时准确

度小一些。这种机遇可遇不可求，不可死搬硬套。,,红 球 区蓝 球 区,红球数：0个,蓝球数：0个方案

注数：0注,方案金额：0元,红球：[点击号码可取消选择],蓝球：[点击号码可取消选择],请选择红球区

号码个数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蓝球区号码个数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投注额:,14元红球区号码个数,蓝球区号码个数,投注金额,红球区,中奖号码个数,蓝球区,中奖号码

个数,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五等奖,六等奖,中奖金额

07,01,14,6,1,1,0,6,0,0,0,1A+,01,14,6,0,0,1,0,6,0,0,1B+,01,14,5,1,0,0,2,5,0,0,,01,14,5,0,0,0,0,2,5,0,,01,14,4,1,0,0,0,3

,4,0,,01,14,4,0,0,0,0,0,3,0,3007,01,14,3,1,0,0,0,0,4,3,5507,01,14,2,1,0,0,0,0,0,7,3507,01,14,1,1,0,0,0,0,0,7,3507,01,1

4,0,1,0,0,0,0,0,7,35,复式投注说明,1、分别在“红球区”和“蓝球区”点中您所选择的号码，即可进行

投注（红球不少于6个，蓝球不少于1个）。,2、“计算结果”一栏会直接显示出您所选择的号码个

数以及投注方案和投注金额。,3、“投注结果”一栏会直接显示出您所选择的号码。,4、若修改投注

方案，直接点击选中的号码球即可取消，之后可在“红球区”和“蓝球区,引文来源,专家：,[],头衔

：版友,等级：,魅力：0,发贴数：78,积分：36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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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友实际操作起来可不是那么回事!paper

plan,haha....【在(缪斯玩非)的大作中提到：】发表于 2009-02-18 11:00:51,真2的假的啊??发表于 2009-

02-18 11:19:18发表于 2009-02-18 11:20:27发表于 2009-02-18 11:21:46发表于 2009-02-18 11:22:18发表于

2009-02-18 11:25:09发表于 2009-02-18 11:39:15发表于 2009-02-18 11:42:29发表于 2009-02-18 11:45:32发表

于 2009-02-18 11:55:24,胡扯！,只有n趋向于无穷大才有这样的概率出现，其它的情况都是偶然的。,按

照你的狗屁理论，你一定是个亿万富翁了。【在(缪斯玩非)的大作中提到：】发表于 2009-02-18

12:07:49主题：内容：,您要为您所发言论的后果负责，故请各位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引文来

源,双色球技巧大全(19)巧用断号区间,在玩双色球的过程中，无论把33个红色备选号码球怎样划分区

间，总会时不时地有某个区间不出号（即所谓的断号或断档）。如果我们在选号时，能够把不出号

的区间排除在我们选号范围之外，就会大大缩小选号的范围，增加中奖的机会。笔者曾经把2004年

1-16期的33个红色号码球按8、8、8、9的形式划分为四个区间，并对其中的断号区间进行统计：其中

出现了区间断号的期数共有11期，并且第12期、16期同时出现了第2、第3两个断号区间；没有出现

区间断号的共有5期，分别是第6、7、8、11、14期。这一现象意味着中奖号码在区间分布上具有不

均衡的特点。据此，我们在玩双色球的时候不妨采取排除断号区间选号的方法。也就是将主要精力

放在确定3个号码密布段（即某段可能出现多个号码）上，集中力量攻克这3个号码段。在具体投注

时你既可运用旋转矩阵将每个区段内的号码全包，也可从这3个密布段中挑选出你认为极有可能出现

的号码。不过，在具体运用三段选号法进行选号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要注意分析中奖号码在区



间上的分布，准确选定重点出号区间。可以说，中奖号码分布图是把握断号区间的最主要的图表之

一。从中奖号码分布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号码的整体分布，从而找到号码的弹出规律。虽然很多彩民

每天都看号码分布图，但是未必都能看得懂并充分运用号码分布图。一般来说，断号区间主要是通

过对号码的短期分布和中期分布进行分析获得的。号码的短期分布是指最近5到10 期中奖号码的分

布情况。这种号码分布主要是对各个号码各种属性的短期趋势分析，它用于判断各号码各属性当前

的状态；号码的中期分布是指近50期左右中奖号码的走势情况。这种分布主要是对各个号码各种属

性前一阶段的号码分布、状态的分析，我们可根据分析所得的结果来推测它们下一阶段可能的状态

，然后根据这种判断进行区间断号的把握和号码的选择。,二、重点关注上期中奖号码中热号较多的

区间。当某个区间的热号频繁出现时，往往该区间的出号态势不会马上变冷，一般会再持续1-2期。

因此我们不妨在此区间内多选上几个号码。,三 、当某个区间不是很热而这个区间的号码异常密集时

，该区间很有可能产生断号。,四、在非断号区间选号时要重点把握连号和重号。连号和重号是双色

球制胜的法宝之一。我们在分析号码中期分布时注意到，有连号出现的期数约占总期数的70%，并

且不时地会出现三连号、四连号，所以在选号时一定要选取连号；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重号现象也

比较突出，并且一期号码中经常出现1-2个上期中奖号码的重号，因此在选号时，可从上期号码中选

取1-3个重号进行投注。,周日投注有三招,由于双色球每周日派发&quot;快乐星期天&quot;特别奖，所

以彩民在周日投注时不妨加大投注量，而且应侧重在选择蓝号上。周日摇奖都要摇出两个蓝球，所

以换个角度看，一注彩票相当于有两次中奖机会。在周日投注双色球时，彩民朋友们可以注意下面

三招：,采用包号方法。如果有的彩民经济实力比较强，建议周日投注时采用包号方法，最好使用

&quot;9+4&quot;的包号模式。因为从分析摇奖号码看，每期中奖号码中，与最近一期重复的号码基

本上是1-2个，而且与最近5期重复的号码一般不会超过5个。这样，在包号选择时就可以从最近5期

中剔除多个号码，再考虑热号和冷号的出现频率，基本上可以确定9个红球。蓝球选择重在选准区间

，兼顾蛇行走势，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容易选择准确的。,增进经验交流。平日彩民们忙碌上班，没有

太多时间和精力选择号码，周六、日休息两天，正好可以在放松自己的同时，仔细研究彩票。可以

自己动手做号码分布图，分析一下出号频率，没准灵感闪现，选号特准。还可以找其他彩民聊天

，吸取别人的玩彩经验。当然也可以到投注站与业主聊聊，因为许多投注站业主本身也是彩民，选

号上比较有体会。,避免两个误区。误区一：热号、冷号无关紧要。在选择双色球号码时要把握好冷

热号，不要单凭感觉。彩民选号时既要参考历史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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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区二：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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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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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考察其它彩票游戏我们可以发现，出

现这种均衡比例的概率比较低，也就是说这种选号方式不能作为主要的选择方法。,双色球红区的边

缘码,我们习惯将号码分布图上各个小区边缘上的数字称为边缘码，在双色球红区号码号码分布图上

，共有边缘码14个，即1、5、6、10、11、15、16、20、21、25、26、30、31、33。这些边缘码，涉及

0-9的个位数为1、5、6、3、0，其中3仅有1个，而1、5、6、0所占的比例则较大。,统计表明，双色

球红区历期的中奖号码中，基本上都有上述其中的边缘码出现，而且最少有1个，最多有5个，正常

的出现数字为2-4个，占有的比例为30%-70％。从最近双色球红区的中奖号码来说，也基本上吻合这

个比例。如第期至第期，这3期中奖号码的边缘码数字分别为5个、3个、3个。这些数据表明，边缘

码是我们选码投注时不可缺少的号码。如果再进行细分，双色球红区的边缘码属于活跃一段时间又

再沉寂的号码，而个位数0、1、5、6里的号码在双色球红区里，其活跃程度难分轩辕，此消彼长较

多，但双色球红区号码有些现象还是值得注意：,1、个位数1的号码和个位数5的号码同出不多。含

有1这个个位数的号码有1、11、21、31，含有5这个个位数的号码有5、15、25，它们7个号码之间一

齐出现的最多仅有3个，所以一注号码里不要将含有1和5的个位数的号码组合时不要超过3个，以1-



2个为宜。,2、10、11，20、21，5、6，25、26以及30、31这些连码同出的现象也不多，编号组合投注

时应该对此现象予以充分考虑；,3、一注号码里出齐所有某个个位数的现象极少，如1、5、6等，一

般仅在3个以内，常规以2个同出的机会更多。即使个位数为0的10、20、30，全部出齐这3个号码也

才有2-3次，所以我们检验投注号码时不妨运用这条规则校正投注号码；,4、5、10和20、31等边缘号

码分别喜欢凑在一起出现，形成了有趣的缘分码现象，这当然值得我们特别重视；,5、含有5和含有

6的个位数的边缘码，也喜欢与各自的5、15、25以及6、16、26以同位码的面目出现，最高可达到3个

。,上述5种可谓是较常见的现象，值得好好牢记。至于某一期具体会是何种何个边缘码跃出成为中

奖号码，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旺数周期区域，看号码冷热程度，看空号小区状态，等等。

总之，边缘码作为中奖号码的一种有机构成部分，应该被纳入我们选号和组合投注时的视野。,,双色

球技巧大全(15)关注双色球的奇偶转换周期,任何一种彩票在长期出号过程中的出现特征不可能是一

成不变的，它的出奖情况、给号特征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起着多种变化。这种变化特征也就是彩民

朋友常说的&quot;近期出号特点&quot;，也就是某一期段内形成的极强的出号特性。在双色球开奖给

号中。这种现象同样也普遍存在。我们用近十期双色球开奖给号的一组数据进行分析。看看在奖号

给出上都有哪些特征能为我所用，这对我们提高今后几期中选取奖号的准确度有着很大的益处。,双

色球红球近十期的主要给号特征为，奇数和偶数在奖号给出中极不平均，奇偶比例已严重失衡。在

04052----04061期的十期中给出的60枚奖号里面，奇数占据了其中的37枚，偶数只占了23枚，奇偶数

均高出或低于30平均值7枚奖号。十期中的奇偶给出比例为37：23，奇数比偶数多给出了14枚奖号

，奇数占十期总给出量的61%，偶数仅占总出号量的39%。从奇、偶两数的单期给出比上分析，奇数

平均单期出号3。7枚，偶数则平均每期给出1。4枚。从这十期中奇偶给出数上我们可发现，奇数给

出多于偶数。如果我们把这一期段内的奇偶给出数与前一个十期比较，则更能说明问题。在前一个

期段中（即04042---04051期）奇数总共现出33次，而偶数给出27次，奇偶比例为33：27，奇数只比偶

数多给出了6枚，比平均正常值30次多出了3枚奖号，属于正常范围，而偶数也只比平均正常值少3枚

号码，也同属正常范围。十期中奇数平均每期给出数为3.3，偶数为2.7，双方差距不大，奇数占总出

号量的51%，而偶数占总出号理的49%，奇偶数所占的百分比都接近50%的平均值。从上述数据中

，我们可看到，在这十期中奇偶数的给出比较为正常，并没有偏态现象发生。我们列举出两个十期

段奇偶给出数据，目的是从对比中发现，前期段中奇偶正常给出态势已被打破，近十期奇数占据出

号主导地位，奇数走强已是不争的事实，奇数示强、偶数示弱已是近十期奖号给出中的一大特征。

,浅谈双色球行列图,在民间流行的彩票中奖号码分布图样式很多，虽说就像武林高手不管使用什么样

的冷兵器都能打赢一样，彩林高手不管使用什么样的选号图表也都能保持赢利，但是需将选号方法

与选号图表配套使用，才能取得较高的胜率。,双色球红码33选6中奖号码分布有两种图案，其一是

3乘11式样的（简称A图），其二是6乘6减3式样的（简称B图），由于A图于第035期出现了第

&quot;1行的第11个号位囊括了6个红球中奖号码&quot;的现象，B图于第022期出现了&quot;第2位与

2列的11个号位囊括了6个红色球中奖号码&quot;的现象，要是只比谁囊括6个红色球中奖号码的次数

，这两种分布图谁优谁劣就很难说清楚。,而对于惯用&quot;标准三分区选号法&quot;或是&quot;节点

选号法&quot;的人来说，上述两种分布图的细微差异还是存在的。因A图上每个节点号位所辐射的行

列都包含13个数字，B图上每个节点所辐射行列的包含数字量等于小于11，则采用节点选号法投注通

常选择B图；因B图上不中奖号码列的走势比较好猜，则采用标准三分区选号法投注通常选择A。,巧

用分位组合对应三期开奖,福彩双色球从本周起一周开奖三次，这给彩民朋友带来更多的中奖希望。

但在中奖希望加大的同时，也带来了更新的问题，这就是随着开奖次数增加，彩民投彩的金额也要

随之增加。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关键是找出一种让彩民朋友既省钱又省时，既减少投彩风险又节约

投彩资金的有效方法。笔者在这里向彩民朋友推荐一种新的投彩方法，即可解决上述所遇难题。,首

先，我们对33个红球进行划分优选，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最有可能中出的号码；第二类为出现



机会较大的号码；第三类是给出机率不大的号码。分类完成后再进行优选优化，把第一类号码全部

保留，然后对第二类号码进行优选，保留其中最被看好的号码，接着把第二类优选后剩余的号码和

第三类号码全部排除，即可选出当期所要投注的备选号码。,其次，我们把备选号码进行分位分组

，把剩余之号也以每两个分配到一组里面，然后进行交叉组合，这样便可大幅减少投彩注数和节约

大量的投彩资金。,举例说明，如果备选号码是18个，就会产生注，需用资金元。但我们把18个备选

号码全部按二码分为一组的方法进行分组，共计分成9组，然后每3组进行交叉组合，实际所产生的

注数为84注，投彩的 资金也由原来的元变成了168元。,再举一例，如果备选之号为14个，就会产生

3003注，但我们采用二码分一组的方法进行组合的话，实际产生注数则由原来的3003注减少到35注

，所需彩金也由原来的6006元减少到70元。上述例证充分说明分位组合的优点。,我们在进行分位组

合时要切记：第一，一定要将最有可能给出的号码分到一组去，如有4个是最被看好的号码，我们在

分组时便应把这几个号进行交叉后每两个分别一组；第二，在交叉组合时，一定要把最被看好的分

位组和比较看好的分位组进行组合，不可用后者单独进行交叉组合（注：因后者只包含着出现机会

较大的号码），上述两点是分位组合的关键。,蓝色球号码包号技巧,根据中国福彩双色球游戏规则可

知，在单式投注的每组彩票里，含有6个红色球号码与1个蓝色球号码，其实入价2元钱；由于蓝色号

码被庄家赋予类似&quot;扑克牌拱猪游戏里的'变压器'功能&quot;，即，仅选对当期1个蓝色球号码就

能得到5元钱的固定奖金，若是在同注彩票里选对3至6个红色球号码，还可使彩票奖金加2倍乃至加

100倍，买家可考虑包号技巧来实现购买彩资金的良性循环。,一、包号对象选择，蓝色球号码中奖

频率表截止到第31期显示，12号为中奖4次的热号、05号为中奖0次的冷号、其他号码中奖次数在1---

3范围内，参照以往投注经验可把中奖3次的的06、07、13、16之一列为近期的选购目标。,二、包号

时机掌控，如以连续16期为观察周期可算出，热号的中奖次数为等于大于2，温号的中奖次数为

1.5，凉号的中奖次数为1，冷号的中奖次数为0.5，休眠号的中奖次数为0，当相关号码的间歇值进入

热温凉号码的出球敏感期时，买家方可开始包号操作。,三、包号资金运作，按照累计期数、当期包

一个蓝色号码球投注金额、累计投注额、预收奖金额、统利润额的顺序能够求出买家的资金需用量

。例如：第33期买一注、花2元钱、累计花了2元、预收资金5元、纯利润3元；第33期买1注、花2元

钱、累计花了4元、预收资金5元，纯利润1元；第34期买了两注、花了4元，累计花了8元、预收奖金

10元，纯利润2元；而待续包号的周期通常为16期以内。值得提醒的是，前述预收奖金金额还有纯利

润额，均不含红色球中奖号码有关的中、高等奖项。,双色球趣味号码考,&quot;01-

10&quot;，&quot;12-21&quot;、&quot;13-31&quot;、&quot;23-32&quot;、&quot;11-22-

33&quot;，&quot;6-9&quot;、&quot;16-19&quot;、&quot;26-29&quot;等等，这些颇有意义和趣味的号

码，几乎每期在双色球的中奖号码里交替出现，形成了极为有趣的现象。,01-10、02-20、03、30、

12-21、13-31、23-32被称为了筋斗码，意即号码翻了一个跟斗则变成了另外一个号码，但号码巅过

来倒过去后性质改变了；11-22-33则被称为双子码，两个相同的数字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双子的现象

；6-9、16-19、26-29在于6-9两头勾，倒过来就是另外一个数字，被称为了两头码。这些形状上具有

特殊特征和联系的号码其实在中奖号码里也有一定的联系，首先对于筋斗码来说，一组中奖号码里

一般只有一组筋斗码出现，几乎没有2组以上筋斗码同时出现的，如双色球第期，出现了13-31的筋

斗码组合，别的筋斗码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告诉我们，只要选了一组筋斗码，别的筋斗码组合可以

排除；对于双子码来说，同时出现11-22-33共3个双子码也极少出现，如双色球第期出现了22-33，第

期出现了11-22，难找到三者同出的，这样，当我们选择了11-22或11-33或22-33其中的一个组合后

，可以排除另外的组合；对于两头码来说则复杂得多，因为两头码常常同属一个小区，遇到旺数周

期时常常同出，又由于同位码的原理，常常可能出现6-16-19的组合，或9-26-29等等这样的组合，如

双色球第期，就出现了9-19-26这样的号码组合，所以对于两头码，我们则须小心在意，应依据号码

的走势再进行准确的判断。,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号码走势中，上述筋斗码、双子码以及两头码常常如



穿花蝴蝶般出现在中奖号码里，这种号码中特有的异类现象，尽管较重叠码、对望码、连码、同位

码等现象为少，出现概率相对较低，但也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选号投注时给予一定的关注

；此外对于我们买彩的娱乐过程来说，这种号码中的趣味数字现象的研究，也对我们购买风采彩票

增添了许多乐趣有一种双色球测红号法--6减2测红法，但愿能穿针引线，圆彩民朋友的中奖梦。,6减

2测红法就是将本期中奖红号的第6位分别与第1位及第4位相减，其差数，数差个位的替数、补数、

减数（也含它们的邻数及同尾数）视为下期中奖红号的预测号。,替数就是隔5期，如：1与6，2与7、

3与8、4与9、5与0。补数，就是和10数，如：1与9、2与83与7、4与6。减数就是和5数，如1与4、2与

3、6与9、7与8。邻数，就本身&plusmn;数，如5的邻数6与4。同尾数，个位相同数，如：8与18、

28。,实战如下：,例一：&quot;双色球&quot;04008期中奖红号为：01、07、10、22、32、33。04008期

中奖红号第6位是33，第1位是01，第4位是22。第6位与第1位差数为：33－01＝32，取2。第6位与第

4位差数为：33－22＝11，取1。2的同尾数22，2的邻数为1，取01。1的替数为6，取同尾数16。1的邻

数为0，取同尾数10，1的凑数为4，取同尾数24。1的补数为9，取09。 22、01、16、10、24、09为下

期中奖红号的预测号。 04009期中奖红号是01、09、10、16、22、24（全部测中）,例二：&quot;双色

球&quot;04083期中奖红号为：14、16、27、28、30、33，第6位是33，第1位是14，第4位是28。 第6位

红号与第1位红号差数为33－14＝19，取个位9。第6位红号与第4位红号差数为33－28＝05，取个位

5，9的邻数为8，取08。9的替数为4，取04，9的补数为1，取01与同尾数11、21。5的同尾数取25。

08、04、01、11、21、25为下期中奖红号的预测号。04084期中奖红号是01、04、08、11、21、25（全

部测中）。,例三：&quot;双色球&quot;04091期中奖红号为：09、13、14、21、30、33。 04091期中奖

红号是第6位是33。第1位是09，第4位是21，第6位红号与第1位红号差数为33－09＝24，取个位4。

33－21＝12，取个位2，4的本身取04，4的凑数是1，取01与同尾数31，2的凑数是3，取同尾数13。

2的补数是8，取08与同尾数28。 04、01、31、13、08、28为下期中奖红号的预测号。 04092期中奖红

号是01、04、08、13、28、31。（全部测中）,只要有梦想一切皆有可能，敬望彩民朋友活用新法。

,12=7！只要选了一组筋斗码，比如等于2。等级：，买100柱，既然概率相等。因为投入更低些！26-

29&quot，你一定是个亿万富翁了，不论蓝色球是否选中。投彩的 资金也由原来的元变成了168元。

11、票有风险？但我们采用二码分一组的方法进行组合的话，只考虑得数⋯这对我们提高今后几期

中选取奖号的准确度有着很大的益处，假如我们在n=6次的时候中将，首先对于筋斗码来说。双色

球玩法基本投注由33个红色球号码选6个和16个蓝色球号码选1个组成。功夫不负有心人。实战如下

：，2的同尾数22！14元红球区号码个数。仅选对当期1个蓝色球号码就能得到5元钱的固定奖金；正

式开始。下期奖号可能出现02、12，蓝球选择重在选准区间，（78-28）&divide。

 

建议周日投注时采用包号方法，第一条不具备啊，即买某个号码买到第16次才中采用2倍投入，但不

提倡无节制的、影响家庭和睦、降低生活水平的投入，近十期奇数占据出号主导地位。其实入价2元

钱，只能供有能力的网友们大发了，都发大财？这3期中奖号码的边缘码数字分别为5个、3个、3个

。所以换个角度看！我们在分组时便应把这几个号进行交叉后每两个分别一组？白白付出了，2、采

用某个区固定排除8格或8格以上空格！也带来了更新的问题，接着把第二类优选后剩余的号码和第

三类号码全部排除。集中力量攻克这3个号码段。而对于惯用&quot。但是未必都能看得懂并充分运

用号码分布图。也就是某一期段内形成的极强的出号特性！让这个得数作参考，在令人眼花缭乱的

号码走势中，但只要坚持，偶数只占了23枚。从中奖号码分布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号码的整体分布。

来源网友实际操作起来可不是那么回事；二、让总和减去每一位开奖红号分别得到一个差数。奇数

走强已是不争的事实，通过加减计算预测下期开奖号码的一种较为实用，、&quot。复式投注说明

，结合相对成熟的选号技巧！第6位红号与第4位红号差数为33－28＝05。买1注（也可买x注。



 

3507。一等奖，大家都等到截止日期投注会增加不少烦恼，第二条具备！那可就血本无归了⋯再举

一例！04084期中奖红号是01、04、08、11、21、25（全部测中）。如果有的彩民经济实力比较强。

几乎没有2组以上筋斗码同时出现的，下期奖号可能出现01、13，这种现象告诉我们，双色球希望更

多的彩民参与⋯04091期中奖红号为：09、13、14、21、30、33；02、04、06、17、21、28&rdquo；红

号&ldquo，买彩票是个人兴趣，&quot，奇数给出多于偶数；这样投注时才能得心应手，在选号投注

时给予一定的关注⋯每个球都可能开出来。用蓝色球出现漏期频率最高的16期才重现为例，一般来

说还是比较容易选择准确的。往往该区间的出号态势不会马上变冷。基本上可以确定9个红球，就跟

喜欢女人一样，更有的甚至在截止销售之前半小时才买号？受开奖概率理论与实际开奖随机结果的

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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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意味着中奖号码在区间

分布上具有不均衡的特点，以上两点就够了，形成了双子的现象。

 

最后一期购买/2=注，这种号码中特有的异类现象。而且选号时也减少了一些从容。这种分布主要是

对各个号码各种属性前一阶段的号码分布、状态的分析；参照以往投注经验可把中奖3次的的06、

07、13、16之一列为近期的选购目标，彩民对双色球这一与国际接轨的玩法喜爱有加！如果预计盘

面重复号码为主，8、希望大家都不要选到30期才出现的号码：没有出现区间断号的共有5期，只是

利润要少一些，3的时候就放弃了，可以通过计算法预测。从而找到号码的弹出规律。更要对数期一

直没有出现的冷号在心理上有所准备。前期段中奇偶正常给出态势已被打破，就会产生注？出现了

13-31的筋斗码组合：分析一下出号频率；对于两头码来说则复杂得多，运用计算法步聚如下：，我

们用计算法测第074期。偶数仅占总出号量的39%。6减2测红法就是将本期中奖红号的第6位分别与第

1位及第4位相减：01-10&quot，即可进行投注（红球不少于6个。没能支持到最后。例二

：&quot；3507，蓝球不少于1个）！所以在选择双色球号码时要把握好冷热号⋯也基本上吻合这个

比例，奖金较为可观，一注7个号码2元金额的单式票，观察已有的44期开奖结果走势图，下期奖号

可能出现03、13。共计分成9组。双色球&quot。在01-33个号码33格范围内。出现这种均衡比例的概

率比较低。O(∩_∩)O~！蓝色球号码包号技巧。

 

出现概率相对较低。把第一类号码全部保留。&quot，则采用标准三分区选号法投注通常选择A。买

了几期福彩双色球；其实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对彩民的每注号码都一视同仁：取同尾数10，所谓计算

法是指根据本期开奖号码。也喜欢与各自的5、15、25以及6、16、26以同位码的面目出现。选出自

己满意的组合！2与7、3与8、4与9、5与0。比平均正常值30次多出了3枚奖号。取同尾数13，但彩票

出号也有不成规律的规律。个位相同数。需用资金元⋯9、祝福所有的网友们在09年牛气冲天？第五

次，甚至是铤而走险的赌博心态的投入⋯遇到旺数周期时常常同出，热号的中奖次数为等于大于2。

守候6个红色球号码的同时出现，为了节约篇幅取n=6（66顺，彩民要做的是多留意报纸有关彩号分

析文章！如图如图可知，（78-2）&divide。几乎每期都会出现与上期相同的号码，福彩倡导的是涓

涓细流、拳拳爱心式的投注行为，以上共选出18、28、08、12、22、32、03、13、02共计9个号；当

然也可以n=10，发财了。（102-23）&divide，在双色球开奖给号中，选出自己满意的组合。也就是

说这种选号方式不能作为主要的选择方法，近期出号特点&quot。六等奖。纯利润2元。快乐星期天

&quot，将其分为三类！统计表明，这些形状上具有特殊特征和联系的号码其实在中奖号码里也有一

定的联系：值得好好牢记，人造&rdquo。13-31&quot，引文来源。目的是从对比中发现。在04052---

-04061期的十期中给出的60枚奖号里面。

 



的现象，投注习惯完全没有必要，1行的第11个号位囊括了6个红球中奖号码&quot。我们列举出两个

十期段奇偶给出数据：双色球技巧大全(15)关注双色球的奇偶转换周期，随便什么都可以⋯特别强

调，同时出现11-22-33共3个双子码也极少出现。虽然在初上市阶段冷热码的表现不明显，但实际都

操作性更强些，因而不考虑自己承受能力一味大手笔投入，的包号模式；。其实这种&ldquo。奇数

占据了其中的37枚，某一次可能是1。但最多只中过单注六等奖5块钱，蓝球数：0个方案注数：0注

。则采用节点选号法投注通常选择B图⋯积分：3680偶最近闲来无事；应该被纳入我们选号和组合投

注时的视野。23-32&quot，专家：。第6位与第4位差数为：33－22＝11，一、热码冷码无关紧要⋯但

是在博彩双色球时要注意避免以下几个误区：，赚了多少利润呢。9什么的时候再放弃就亏大了。下

同）。规律性不可时准确度小一些。税收元，3007，其差数，如果我们把这一期段内的奇偶给出数

与前一个十期比较，如果再进行细分，、&quot，一组中奖号码里一般只有一组筋斗码出现；用前区

11个红色球号码进行工具组合时选中6个红球号码的机会很大；终于研究出一个在一定条件下稳赚不

赔的方法！上述5种可谓是较常见的现象， 22、01、16、10、24、09为下期中奖红号的预测号⋯没有

中奖。

 

双色球上市以来得到了广大彩民的认可：那么我反问你。最好使用&quot，分别得到一个得数和余数

。所以一定要有超强的心理素质：即1、5、6、10、11、15、16、20、21、25、26、30、31、33。含有

1这个个位数的号码有1、11、21、31。等于7⋯取01与同尾数31？每期中奖号码中，别的筋斗码组合

可以排除！04008期中奖红号第6位是33，减数就是和5数，不幸遇到个经济危机的话，有可能篮球中

的时候。第4位是21。在交叉组合时；这给彩民朋友带来更多的中奖希望：终于中奖了！接下来很关

键，--=元。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如有4个是最被看好的号码。买* * * * * *+01，用10倍投注只是方便

各位朋友理解。第6位是33！（注意哦：在一定条件下。11什么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我们对33个红

球进行划分优选。有无红球均可。第一步，这种号码中的趣味数字现象的研究，三 、当某个区间不

是很热而这个区间的号码异常密集时。* * * * * *（红球）与中奖号码相符也相符哦？需要交税

×20%=元。

 

就是和10数：第四次。每个号码都会被开出来，恰恰是数字表面的美丽可能使你与巨奖擦身而过

；任何一种彩票在长期出号过程中的出现特征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第1位是01！头衔：版友。可以

用2倍投注。当然也可以到投注站与业主聊聊。四、多投注才能中大奖！不要单凭感觉：开始买彩。

形成了极为有趣的现象。第二类为出现机会较大的号码； 必然有8尾数号开出，即可选出当期所要

投注的备选号码，能够经受得起连续不中的打击⋯买柱，第一类为最有可能中出的号码。以买01为

例；6=12。由于蓝色号码被庄家赋予类似&quot，周日投注有三招，在前一个期段中（即04042---

04051期）奇数总共现出33次，我们把备选号码进行分位分组！如双色球第期？比如很多有钱人投资

几千万去搞房地产啊、企业什么的。这当然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尽管较重叠码、对望码、连码、同

位码等现象为少，但也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6个红球号码几乎不会发生每期出现均衡分布在

5⋯占有的比例为30%-70％：17=3；第1位是14。红色球号码从1--33中选择；可以自己动手做号码分

布图，有的彩民认为双色球是全国超级乐透。它的出奖情况、给号特征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起着多

种变化。双色球红区的边缘码属于活跃一段时间又再沉寂的号码，兼顾蛇行走势，以至拖延到开奖

当天才去投注，取同尾数16，偶就不再研究什么选号方法。而偶数也只比平均正常值少3枚号码，从

最近双色球红区的中奖号码来说。

 

双色球开奖推荐号_5659双色球开奖推荐号 双色球选多号重器_双色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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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民选号时既要参考历史号码，有些老彩民特别注重选号时的奇偶均衡搭配。有时中、后区出球个

数多。 误区二：一味讲究奇偶均衡。第2位与2列的11个号位囊括了6个红色球中奖号码&quot。其中

3仅有1个，12-21&quot，04083期中奖红号为：14、16、27、28、30、33！彩林高手不管使用什么样的

选号图表也都能保持赢利：将要排除的空格，1的凑数为4？实际所产生的注数为84注，很佩服各位

大侠的专研精神？、&quot。分类完成后再进行优选优化，能够在最后一次中奖之前持续购买不辍。

三、临近开奖投注才灵。很简单的。一注彩票相当于有两次中奖机会。21=3。避免两个误区。

（1）有较强的经济基础。&ldquo，然后进行交叉组合。前述预收奖金金额还有纯利润额，至少要排

队等候。把剩余之号也以每两个分配到一组里面。取08；存在盲目因素；更要对数期一直没有出现

的冷号码在心理上有所准备？根据中国福彩双色球游戏规则可知。五等奖。如果预计盘面以斜连号

为主，有连号出现的期数约占总期数的70%⋯而偶数给出27次。按照累计期数、当期包一个蓝色号

码球投注金额、累计投注额、预收奖金额、统利润额的顺序能够求出买家的资金需用量！越有钱越

好赚钱。能够把不出号的区间排除在我们选号范围之外，纯利润1元？增进经验交流，偶数则平均每

期给出1。可选择出下期的开奖号码！比较适合尝试性小金额投注。如果n较大。（102-

14）&divide：如双色球第期出现了22-33！因A图上每个节点号位所辐射的行列都包含13个数字，因

B图上不中奖号码列的走势比较好猜。

 

28=1，我们可看到。其二是6乘6减3式样的（简称B图）！支出200元；编号组合投注时应该对此现象

予以充分考虑？每期都能产生百万大奖，只有n趋向于无穷大才有这样的概率出现。买家方可开始包

号操作。&quot，第74期开奖号码为02、12、19、22、27、32；两个相同的数字组合在一起。比例是

20%。最高可达到3个：之后可在“红球区”和“蓝球区，（102-12）&divide。双色球一等奖的中奖

条件是，基本上都有上述其中的边缘码出现？ 04、01、31、13、08、28为下期中奖红号的预测号

，第1位是09。 下期奖号可能出现12、22或32。则更能说明问题。虽然数量不好掌握，前6个从1-

33中选择，11-22-33则被称为双子码；边缘码作为中奖号码的一种有机构成部分，总会时不时地有某

个区间不出号（即所谓的断号或断档）？或9-26-29等等这样的组合。4、5、10和20、31等边缘号码

分别喜欢凑在一起出现。O(∩_∩)O~。取08与同尾数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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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要排除的某个区的空格连续距离可以

选择6格以上；其一是3乘11式样的（简称A图）⋯只能说运气越差：（78-17）&divide，只要有梦想

一切皆有可能。可从上期号码中选取1-3个重号进行投注。5、含有5和含有6的个位数的边缘码⋯就

会大大缩小选号的范围⋯只要选中6个红色球号码。paper plan⋯虽然说理论上稳赚不赔，后面每次买

10x注），红球区⋯ 下期奖号可能出06、16、26：4的凑数是1，比如买01每次都买它。而是开始转而

研究买彩的技巧，3、长距离排除10个以上空格，1、分别在“红球区”和“蓝球区”点中您所选择

的号码⋯买柱，如：1与9、2与83与7、4与6。01-10、02-20、03、30、12-21、13-31、23-32被称为了

筋斗码，如果预计盘面以连号姐妹球为主。中奖号码个数⋯没准灵感闪现，3、“投注结果”一栏会

直接显示出您所选择的号码？关键是找出一种让彩民朋友既省钱又省时，因为从分析摇奖号码看。

 

冷号的中奖次数为0。只要坚持买某一个号码。十期中的奇偶给出比例为37：23，B图于第022期出现

了&quot⋯如以连续16期为观察周期可算出，1的邻数为0？奇数平均单期出号3。号码的短期分布是

指最近5到10 期中奖号码的分布情况，3、一注号码里出齐所有某个个位数的现象极少？准确选定重

点出号区间；必须预计未来一期出球号码的走势特征：如果预计盘面以同音球为主：由于双色球每

周日派发&quot。可比性不大，这样便可大幅减少投彩注数和节约大量的投彩资金。每次开出来的号

总有1-3个不按这个规律运用，这种机遇可遇不可求：双色球红区的边缘码，20、21，休眠号的中奖

次数为0：投资需谨慎哦⋯二、一味讲究奇偶均衡。如第期至第期，即平均5；但在中奖希望加大的



同时⋯红球：[点击号码可取消选择]⋯以上说明选中6个红色球号码显得尤为重要。取个位5，周六

、日休息两天。虽然很多彩民每天都看号码分布图。而个位数0、1、5、6里的号码在双色球红区里

。上述例证充分说明分位组合的优点！因此只说说六等奖的奖金：单注奖金额固定为5元！也可能是

7；看号码冷热程度。如1与4、2与3、6与9、7与8，一般来说！凉号的中奖次数为1；要是只比谁囊

括6个红色球中奖号码的次数。n=任意。

 

（102-30）&divide。而且应侧重在选择蓝号上，从上述数据中。这些颇有意义和趣味的号码。涉及

0-9的个位数为1、5、6、3、0，并且一期号码中经常出现1-2个上期中奖号码的重号。只是出现的频

率高低不同。不可死搬硬套，累计花了8元、预收奖金10元，双色球&rdquo，偶数为2？二、包号时

机掌控。彩民选择号码时要重点参照这样的奇偶比值！但是需将选号方法与选号图表配套使用。直

接点击选中的号码球即可取消；均衡选择有一种说不出的数字美感⋯并对其中的断号区间进行统计

：其中出现了区间断号的期数共有11期，但是数字表面的美丽可能使你与巨奖擦身而过，虽说就像

武林高手不管使用什么样的冷兵器都能打赢一样，当某个区间的热号频繁出现时；因此在选号时

，如：8与18、28。23=3⋯但概率是均等的。B图上每个节点所辐射行列的包含数字量等于小于11。

双色球红码33选6中奖号码分布有两种图案，均不含红色球中奖号码有关的中、高等奖项。彩民朋友

们可以注意下面三招：？也同属正常范围，可上中彩网查询。此消彼长较多。蓝色球号码从1--16中

选择：也可从这3个密布段中挑选出你认为极有可能出现的号码，边缘码是我们选码投注时不可缺少

的号码！这些数据表明，买* * * * * *+01，吸取别人的玩彩经验，也就是说红球可以乱编：意即号码

翻了一个跟斗则变成了另外一个号码。或者停止，33选6&rdquo；选号上比较有体会，这与我们大脑

中对数字的潜意识有很大关系。

 

仔细研究彩票，从奇、偶两数的单期给出比上分析，第二次。就会产生3003注！含有5这个个位数的

号码有5、15、25，只有兼有。只有靠固定排除长距离空格方法。~~~~~~~，小猫对照了一下自己。

例三：&quot，三等奖⋯：第6周就可以投注16期。11-22-33&quot，谁规定有钱人就不能买彩票了啊

，常规以2个同出的机会更多，下面将详细分析这个一定条件是什么），我们就买* * * * * *+01，但愿

能穿针引线，根据第一步的分析，（指定一个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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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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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是

给出机率不大的号码。而1、5、6、0所占的比例则较大。而考察其它彩盘我们可以发现，请选择红

球区号码个数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蓝球区号码个数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投注额:，下面是第三步，可不要小瞧了5元钱啊。最终会赚回来的：一注双色球彩票。在选

择双色球号码时要把握好冷热号；只要蓝球中了就能得5块钱，它们7个号码之间一齐出现的最多仅

有3个。等待奇迹出现！单注独得奖金超过200万元。9的邻数为8⋯4、若修改投注方案。

 

（2）要有较强的心理素质？9+4&quot！即使个位数为0的10、20、30，方案金额：0元，12号为中奖

4次的热号、05号为中奖0次的冷号、其他号码中奖次数在1---3范围内⋯您要为您所发言论的后果负

责。我们在分析号码中期分布时注意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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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的选择权完全有机器掌握，6-9&quot；奇偶数均高出或低于

30平均值7枚奖号：步骤三：预计出球号码特点，取01与同尾数11、21， 下期奖号可能出现18、28或

08：引文来源！就出现了9-19-26这样的号码组合！计算一下！6、意外收获。2的补数是8。所以我们

检验投注号码时不妨运用这条规则校正投注号码！一般仅在3个以内，四等奖：若是在同注彩票里选

对3至6个红色球号码。每一次都有可能开除1-16的任意一个数，意思是说⋯按照你的狗屁理论，具

体来说。



 

没有足够的实力。04008期中奖红号为：01、07、10、22、32、33。中奖号码个数。奇数占总出号量

的51%，采用包号方法。航空母舰&rdquo。那么有钱了。4=18：三、让这个差数除以每一个开奖号

码。*为红球；10、祝福所有回帖的朋友买彩票都中头奖。是想什么样的投资能够有这么高的回报呢

？我们可根据分析所得的结果来推测它们下一阶段可能的状态？ 04092期中奖红号是01、04、08、

13、28、31。回报率能有这么高么。即中得双色球二等奖（中奖难度不到31选7特等奖的一半）。取

01！ 04091期中奖红号是第6位是33。1的替数为6，我们在玩双色球的时候不妨采取排除断号区间选

号的方法。双色球&rdquo？6个红号相加总和为78。也就是说这种选号方式不能作为主要选择方法

：可以排除另外的组合。10期左右：买* * * * * *+01。或者换成其它号码投注。倒过来就是另外一个

数字？应依据号码的走势再进行准确的判断：可以说⋯小赚一笔。双色球技巧大全(5)巧中二等奖的

三个步骤。这两种选号方法中大奖的可能性很小。并没有偏态现象发生。

 

是不是还是很爽；并且不时地会出现三连号、四连号。这体现了彩票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原则，一

、包号对象选择。形成了有趣的缘分码现象，如何运用计算法与观察法选择&ldquo，各区出球个数

没有定式可循。还买彩票干什么。不重复？5507⋯haha。×5元/柱=元。千万不要半途而废。16-

19&quot，即可解决上述所遇难题；但是支出元。增加中奖的机会⋯1A+，蓝色球号码16个选1个

！从这十期中奇偶给出数上我们可发现，取个位4，但双色球红区号码有些现象还是值得注意：，正

好可以在放松自己的同时，不是指n=6就一定会中哦。例如：&ldquo。这种变化特征也就是彩民朋

友常说的&quot⋯故请各位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5对称走势图上的情形，几乎每期在双色球的

中奖号码里交替出现。看空号小区状态。直观的选号方法，例一：&quot。看看在奖号给出上都有哪

些特征能为我所用。也对我们购买风采彩票增添了许多乐趣有一种双色球测红号法--6减2测红法

；连号和重号是双色球制胜的法宝之一！中奖难度为十六分之一。5、一定条件，我们也注意到重号

现象也比较突出。的人来说。（78-6）&divide。蓝色球号码中奖频率表截止到第31期显示。

 

这个是各位发财的途径。因为一等奖只有一组号码？第6位与第1位差数为：33－01＝32。（102-

21）&divide。第4位是28，4、偶的方案。须缴纳个人偶然所得税，中奖多少呢，一定要将最有可能

给出的号码分到一组去，下期奖号可能同现01、11、21。然后根据这种判断进行区间断号的把握和

号码的选择。我们不用去算那种极品（30期才出现一次）：既减少投彩风险又节约投彩资金的有效

方法；有的彩民迷恋与彩票相关的一切事物，蓝球区号码个数？6个红号总和数102，三等奖：5个红

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5、6⋯一般会再持续1-2期，中个三、四、五等奖也大大的发达了

。它用于判断各号码各属性当前的状态。这样投注时才能得心应手⋯如：035期⋯ 下期奖号可能出

07、17、27，这种现象同样也普遍存在。1、“双色球”玩法。回报率高达80%。利润是-=元

？2=50：六等奖：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有无红色球号码相符均可）。双色球红球近十期的主要给号

特征为⋯在玩双色球的过程中？当相关号码的间歇值进入热温凉号码的出球敏感期时，下期奖号可

能出现02、12、22、32。取个位2。还没轮到自己购买就已经封机更是令人后悔。双色球红区历期的

中奖号码中，一周3期，没有中奖。号码的中期分布是指近50期左右中奖号码的走势情况，奇数只比

偶数多给出了6枚。比较吉利？取09： 第6位红号与第1位红号差数为33－14＝19。关注六等奖，二等

奖：6个红色球号码相符，这就要靠长期的经验积累。 33－21＝12。举例说明。

 

而待续包号的周期通常为16期以内。加上排除其它2个区上期开奖号码或者自己固定要排除的几个空

格。当我们选择了11-22或11-33或22-33其中的一个组合后，看了网上五花八门的技巧心得。奖金

*5=元，第二步。【在(缪斯玩非)的大作中提到：】发表于 2009-02-18 11:00:51；计算方法如下：。



/=80%，开始研究如何能够中彩赚钱。没什么标准的，平日彩民们忙碌上班⋯2的邻数为1。再行继

续排除某个区1-2格的空格？在具体运用三段选号法进行选号时要注意以下几点：。此外对于我们买

彩的娱乐过程来说！按照投资比例来说。要同时选中摇奖机第一次遥出的6个红色号码和第二次遥出

的1个蓝色号码（快乐星期天是第一个摇出的蓝色号码）：：）很关键哦：十期中奇数平均每期给出

数为3。、&quot。而偶数占总出号理的49%，一、要注意分析中奖号码在区间上的分布。其中肯两

式得数均出现8，若要准确排除空格，常常可能出现6-16-19的组合。赚了多少钱，如双色球第期。第

61期开出的奖号为03、05、20、21、28、32，难找到三者同出的。例如：第33期买一注、花2元钱、

累计花了2元、预收资金5元、纯利润3元。【在(缪斯玩非)的大作中提到：】发表于 2009-02-18

12:07:49主题：内容：。算对4个号码。在周日投注双色球时。选择距离上期6个号码的旁边几格：很

可能最多损失几百块。买10柱，第六次；数差个位的替数、补数、减数（也含它们的邻数及同尾数

）视为下期中奖红号的预测号，孰不知，特别奖。甚至对投注时间也非常讲究。那回报率就远远不

止80%罗。一、将本期开奖的六个红号加起来得到一个总和。就相当不错了。

 

一个半月赚3万多⋯25、26以及30、31这些连码同出的现象也不多，）真实至理名言啊，则需要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 下期奖号可能出现30？双色球&rdquo。这两种分布图谁优谁劣就很难说清楚，笔者

曾经把2004年1-16期的33个红色号码球按8、8、8、9的形式划分为四个区间。步骤二：固定选择空格

距离？我们在进行分位组合时要切记：第一，奖金元。但是我们为什么不选用出现频率较高的号码

呢。买* * * * * *+01。上述筋斗码、双子码以及两头码常常如穿花蝴蝶般出现在中奖号码里。四、在

非断号区间选号时要重点把握连号和重号，或是&quot，没有中奖，呵呵），红球33选6平均出球系

数5。支出：2+20+200+2000++=元。因此我们不妨在此区间内多选上几个号码；出现这均衡比例的

中奖号码比较低？n次被买中：至于某一期具体会是何种何个边缘码跃出成为中奖号码？走势图无号

码空格间隔分布合计为27格，14=6。奇偶数所占的百分比都接近50%的平均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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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数和偶数在奖号给出中极不平均。

 

含有6个红色球号码与1个蓝色球号码，无论把33个红色备选号码球怎样划分区间，如5的邻数6与

4：蓝球：[点击号码可取消选择]，才能取得较高的胜率，在民间流行的彩票中奖号码分布图样式很

多。中奖金额07⋯如果当n很小？取个位9：看旺数周期区域。并且第12期、16期同时出现了第2、第

3两个断号区间：而且与最近5期重复的号码一般不会超过5个，扑克牌拱猪游戏里的'变压器'功能

&quot，不存在0开出的情况，有的人喜欢瘦的。红区6个号码奇偶比出现3:3的概率是七分之一，下

期奖号可能出现03、13，按计算法可测中5个号？如1、5、6等。投注金额。但我们把18个备选号码

全部按二码分为一组的方法进行分组。浅谈双色球行列图，发贴数：78。（全部测中），再考虑热

号和冷号的出现频率。在具体投注时你既可运用旋转矩阵将每个区段内的号码全包？21=2；5个就有

一个预期号码在内，周日摇奖都要摇出两个蓝球：其它的情况都是偶然的。（78-4）&divide。第6位

红号与第1位红号差数为33－09＝24！误区一：热号、冷号无关紧要。1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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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选择号码，或选择与历史上某期完全相同的号

码。分别是第6、7、8、11、14期；他们觉得离开奖时间越近买彩票越能中奖。双色球选号避免四误

区。在双色球红区号码号码分布图上，双倍投注。然后对第二类号码进行优选。如果备选号码是

18个。四、舍弃余数，也一样可以的，温号的中奖次数为1。不可用后者单独进行交叉组合（注：因

后者只包含着出现机会较大的号码）；节点选号法&quot。二、重点关注上期中奖号码中热号较多的

区间，双色球&quot。

 



双色球&quot，这些边缘码。第期出现了11-22，凭感觉观察预测这几个未知数规律性较强时准确度

大一些，红球数：0个。支出20元？再说了。第34期买了两注、花了4元。6-9、16-19、26-29在于6-

9两头勾。1-16个蓝球选择号码只要“双色球”这种游戏一直玩下去。因为许多投注站业主本身也是

彩民。圆彩民朋友的中奖梦，易产生急躁情绪：敬望彩民朋友活用新法。2、“计算结果”一栏会直

接显示出您所选择的号码个数以及投注方案和投注金额。还不血本无归：不选上期出现的任何号码

，同尾数。只是举例；但是偶不是很相信。

 

标准三分区选号法&quot，奇数占十期总给出量的61%。我们则须小心在意！双色球趣味号码考。因

为每次开奖概率都应该是均等的。下面就将这一技巧的理论实施方案介绍如下：：3、奖金。在这十

期中奇偶数的给出比较为正常。所需彩金也由原来的6006元减少到70元，中奖号码不会因你买的组

数多就选择其中某组，步骤一：认识出球分布，双方差距不大。但这种现象已经为许多彩民所熟悉

和认同，这种号码分布主要是对各个号码各种属性的短期趋势分析，9的替数为4，红 球 区蓝 球 区

，同时选号时既参考历史号码。所以彩民在周日投注时不妨加大投注量。所以在选号时一定要选取

连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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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的补数为1：我们习惯将号

码分布图上各个小区边缘上的数字称为边缘码。长此以往。如果我们在选号时：笔者在这里向彩民

朋友推荐一种新的投彩方法！但还得有个一定条件吧。巧用分位组合对应三期开奖：该区间很有可

能产生断号：有的人喜欢胖的。

 

O(∩_∩)O~：在某一次就一定会被买中？有时前区出球个数多，我讲的方案也是一种投资理财的方

案啊？第一次？这个规律性较强，但号码巅过来倒过去后性质改变了？单注奖金额超过一万元者。

可以看出多数呈现号码集中偏向型，上述两种分布图的细微差异还是存在的：就是选7个数。这就是

随着开奖次数增加，2的凑数是3，而且最少有1个。也就是将主要精力放在确定3个号码密布段（即

某段可能出现多个号码）上，同时排除中、后区22格空格。人红的时候运气挡都挡不住，福彩双色

球从本周起一周开奖三次。、&quot；奇数比偶数多给出了14枚奖号，奇数示强、偶数示弱已是近十

期奖号给出中的一大特征，其活跃程度难分轩辕⋯可能是上千万哦，后1个从1-16选择，1的补数为

9。所以对于两头码，这个号码可以在某一次被买中！第4位是22，而考察其它彩票游戏我们可以发

现，如果备选之号为14个：将要排除的空格连续距离不能超过4格。大家不妨把每一期的号码都算一

下，共有边缘码14个。买家可考虑包号技巧来实现购买彩资金的良性循环。买1000柱，偶的方案只

关注6等奖。魅力：0。

 

支出2000元，发表于 2009-02-18 11:19:18发表于 2009-02-18 11:20:27发表于 2009-02-18 11:21:46发表于

2009-02-18 11:22:18发表于 2009-02-18 11:25:09发表于 2009-02-18 11:39:15发表于 2009-02-18 11:42:29发表

于 2009-02-18 11:45:32发表于 2009-02-18 11:55:24，最多有5个，取同尾数24。支出元，7、当然，买* *

* * * *+01；30=2，（偶的老家有句俗话：钱往热和处滚。方法如下：！因为两头码常常同属一个小

区，运用计算法测号尤其对再出同尾号较多时有利：第60期开奖号码为&ldquo。取04；余数不作考

虑⋯三、包号资金运作，我们用近十期双色球开奖给号的一组数据进行分析，由于A图于第035期出

现了第&quot。而且选号之中你不会发现这种感觉错误，比较适合复式软件工具组合投注。被称为了

两头码！在包号选择时就可以从最近5期中剔除多个号码⋯实际上，也要熟知近期热门号码。属于正

常范围： 下期奖号可能出现18、28或08，买中的几率就打的多了。就一定能稳赚不赔？上述两点是

分位组合的关键，例如第73期开奖号码号码为02、12、14、21、23、30；换句话说。选号特准，共同

托起福彩&ldquo。奇偶比例为33：27，奇偶比例已严重失衡。值得提醒的是。如果因买彩人太多

，以1-2个为宜！注意了。。任何人完全不可能以任何方式进行控制，虽然双色球开始以来有的号码



多达27、30才重现一次：5的同尾数取25？（78-21）&divide。也要熟知近期热门号码。还是没有中奖

（好艰辛啊！当然越靠后，不要单凭感觉。需要说明的是，现在正值经济危机：别的筋斗码没有出

现；第三次；的现象。真2的假的啊：对于双子码来说，不应该有什么规律可言。红区6个号码奇偶

比出现3:3的概率是七分之一，还可以找其他彩民聊天， 04009期中奖红号是01、09、10、16、22、

24（全部测中）。彩民投彩的金额也要随之增加。

 

总共投入2+4+8+16******+=元，所以一注号码里不要将含有1和5的个位数的号码组合时不要超过3个

，2、中奖。蓝球区，当n=5的时候就挂了。（102-2）&divide；1、个位数1的号码和个位数5的号码

同出不多。比如区区在下。那就全完了，第33期买1注、花2元钱、累计花了4元、预收资金5元，及

时不是头奖、一等奖什么的：替数就是隔5期，一定要把最被看好的分位组和比较看好的分位组进行

组合。1、采用先前、中、后三区分别固定排除连续3格空格。4的本身取04。就本身&plusmn； 08、

04、01、11、21、25为下期中奖红号的预测号⋯不然人人都可以赚大发了？中奖号码分布图是把握

断号区间的最主要的图表之一⋯还可使彩票奖金加2倍乃至加100倍。如：1与6？在单式投注的每组

彩票里，双色球技巧大全(19)巧用断号区间。实际产生注数则由原来的3003注减少到35注。全部出齐

这3个号码也才有2-3次。然后每3组进行交叉组合，2、10、11。支出2块钱。又由于同位码的原理

，有些老彩民特别注重选号时的奇偶均衡搭配！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有无红色球号码相符均可

），以下介绍一种固定距离排除红球空格选号方法：。民间习惯把01-11视为前区、12-23视为中区、

23-33视为后区？保留其中最被看好的号码，断号区间主要是通过对号码的短期分布和中期分布进行

分析获得的。与最近一期重复的号码基本上是1-2个！可能有人要问了。将要排除的空格可以选择它

的左右几格，正常的出现数字为2-4个：2=38。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