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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投注技巧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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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投注技巧大全

 

3D万能四码、五码、六码组合A、四码组合(30组)

 

0B、五码组合(17组)

 

0C、六码组合(10组)

 

0D.七码组合(6组)

 

0.

 

每期肯定有一组号码中奖

 

福彩3d技巧大全3D杀号公式

 

福彩3d技巧大汇总3D杀号公式

 

1.和值乘百位+1除3的余数再-3，杀以余数为尾的和值(80%)

 

2.和值乘百位+1除3的余数，杀余数路的和值(80%)

 

3.相邻开奖号的各位数的差的和杀和值及和尾(89%)

 

4.上期跨杀和值及和尾(93%)

 

5.相邻开奖号的差的各位和杀和值及和尾(86%)

 

6.两相邻同和尾的上期奖号的下期奖号和值杀和尾(92%)

 

7.上期和值杀本期跨度(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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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和值尾+4. . .绝杀个位(91%)

 

9.上期跨度，绝杀个位(92%)

 

10.上期十位杀本期个位(90%)

 

11.和值尾与跨度的和的个位数绝杀十位(95%)

 

12.当期期数尾+4，绝杀十位(95%)

 

13.上期十位杀本期十位(91%)

 

14.上期百位杀本期十位(94%)

 

15.上期个位杀本期十位(94%)

 

16.和值尾-3，绝杀百位(97%)

 

17.开奖号的百位乘以3加3后取个位杀下期百位(90%)

 

18.开奖号的百位乘以7加7后取个位杀下期百位(92%)

 

19.期尾号乘以3加3后取个位杀本期百位(92%)

 

20.期尾号乘以7加6后取个位杀本期百位(90%)

 

21.上期个位杀本期百位(94%)

 

22.上期十位杀本期百位(87%)

 

23.上期百位杀本期百位(93%)

 

24.隔二期百位杀本期百位(94%)

 

25.隔六期百位杀本期百位(95%)

 

26.开奖号乘以123所得数的第一位杀百位(94%)

 

27.开奖号的百位加个位取合杀本期百位(93%)

 

28.二期试机号取胆(91%)



 

29.十期试机号相加取胆(74%)

 

30.5期试机号相加取胆(75%)

 

31.开奖号除以开奖号个位的乘积所得数的前三个取胆(66%)

 

32.上期开奖号和值尾的左右号取胆57%)

 

33.和尾减各开奖号之差取胆(57%)

 

34.合尾取两边号为下期开奖的胆码

 

典范3D杀号方法

 

百位杀码的方法

 

1.开奖号的百位乘以3加3后取个位杀下期百位(90%)

 

2.开奖号的百位乘以7加7后取个位杀下期百位(90.6%)

 

3.期尾号乘以3加3后取个位杀本期百位。(95.3%)

 

杀二码公式

 

1.杀当期期数的后两位数(98%)

 

2.杀当期期数尾加上期和值的合数尾。(98%)

 

3.杀前两期的十位数组合(99%)

 

4.上期开奖号大小序的小中大之间的跨度组合=本期杀2码组合

 

杀两码组合方法

 

方法一1。找出上期开奖号码。2。将它的对应数找出3。杀它们其中的两个号码组合4。不能单个杀

 

数字;0

 

对应

 



方法二:1.找出上期试机号2。将它的对应数找出3.杀它们其中的两个号码组合4;不能单个杀。

 

杀和值方法1。百位号就能够杀和值尾。2。上期中将号差对应和值杀尾。3。上期中奖号减去之前和

尾相。

 

4。同开奖号的后一期号码。杀所得和值尾。

 

用胆码投注法玩3D，比复式投注法要经济，由于胆拖投注法是复式投注法的优化，它对复式投注中

一些不大可能开出的奖号举办淘汰。

 

不过只选1个胆码，则中奖率较低，假使同时选两个胆码，选中率可达38.4%，均匀2.6期可选中1次胆

码。

 

所以我们可尝试同时选两个胆码玩3D的&quot;组选6&quot;。

 

一般情状下，双胆码投注共组分解64注，必要128元，这样纵然中奖，投入和产出也不合理，所以我

们可采取排出&quot;相克&quot;拖码的方法，

 

所谓相克的拖码，就是与我们选中的胆码很少一起出现的号码。

 

假定选近期的两个热码&quot;0&quot;与&quot;3&quot;作胆码，可分手取得三个投注组合:

 

投注组合一:选&quot;0&quot;作胆码，并排出相克的3个拖码&quot;1、3、4&quot;。这样就有6个拖码

&quot;2、5、6、7、8、9&quot;，

 

用胆拖法可组分解15注:025、026、⋯、079、089，投注额需30元。

 

投注组合二:选&quot;3&quot;作胆码，排出相克的3个拖码&quot;0、2、9&quot;，异样也可得15注号码

。

 

投注组合三:两枚胆码同时出现，可得3注投注号码。

 

据统计，投注组合一的中奖概率在18%高下，投注组合二中&quot;组选6&quot;的概率为14%，计划三

中奖概率为6%。

 

一般情状下彩民能够从以上三个计划当选拔一个或两个计划投注，感到好的岁月也许有较强经济能

力的彩民，

 

可同时投三个计划，共投注66元，投注五十期往往可中奖十多期，均匀两三期可中奖1次。(仅供参

考)

 



3D试机号机球组合特质

 

1机1球:

 

平日会出现胆码1、8、9中的1-2个，考证的告捷率约为90%。

 

最佳两码组合:80，94，96，99，90;

 

最佳和值:主10，16，19，次7，11，15。

 

1机2球:

 

平日会出现胆码0、1、5、9中的1-2个，告捷率约为80%。

 

最佳两码组合:05，75，33，22，00，49;

 

最佳和值:主11，13，14，15，次10，172机1球:

 

平日会出现胆码0、1、5中的1-2个，告捷率约为80%。

 

最佳两码组合:34，13，08，71，09，84，45，;

 

最佳和值:主14，15，次9，11，16。

 

2机2球:

 

平日会出现胆码3、5、8、9中的1-2个，准确率80%。

 

最佳两码组合:45，08，38，23，46，05;

 

最佳和值:主9，11，13，次10，15，18。

 

福彩3D投注技巧精析:死守20注纪律号码玩组选6

 

-

 

大凡刚刚涉足彩市的人，总是冲着500万巨奖来的，理想一夜暴富，往往大额投注，以求速成。其选

号乌七八糟，漫无目的，

 

这类人往往豪情极大，希望颇高，又无毅力僵持，成就只能惨败出局。笔者从福彩3D捕获出其出号

纪律来玩组选6，



 

总注数惟有20注。这20注纪律码在2008年共击中组选6高达53期!获利不俗，现推举给宽敞读者，供同

伙们选用。

 

20注纪律码玩组选6

 

一目了然，买组选6假使选定一个胆码，就惟有区区36注了，题目是投注36注中奖也不过获利一倍多

点点

 

，假使能捕获其出号纪律，获利的几率将大大扩充!笔者首先定&quot;0&quot;为胆码，再取一繁多双

与&quot;0&quot;团结组成注，总注数惟有20注。

 

这20注纪律码是:

 

089、279、067、056、0、023、012、067、0、036、025、014、0、027、016、029、018

 

以上这20注纪律码去年总共击中3D组选6高达53期!的确中奖期数详见下表。

 

投注号码需防卫四点

 

1、奇妙杀号法。有些同伙可能还会嫌20注号码太多，对比一下三d技巧。那么请采用笔者的杀号方

法，杀掉8注号码，只买别的的12注纪律码即可。

 

例如:第024期开出&quot;016&quot;，用与胆码团结的1和6举办加减来杀号:1+6=7，6-1=5，那么就杀

掉7和5团结的纪律码，

 

只必要够买这12注纪律码:089、034、023、012、069、036、014、049、038、016、029、018。

 

成就第025期公然开出&quot;960&quot;。再哄骗这期的奖号举办加减:9+6=15，9-6=3，杀掉5和3团结

的号码，

 

成就到034期开出纪律码又中了&quot;807&quot;。还是用该期奖号来加减:8+7=15，8-7=1，杀掉5和

1团结的号码，

 

成就036期开出&quot;320&quot;，我们又中奖了!中奖的例子实在太多，这里不再逐一例举。固然有些

是要隔离几期才干中奖，

 

但是由于每次的投入不多，扣除投注金额，还是有剩余的。假使采用多倍投注，功劳将会更多。

 

2、20注纪律码假使隔离10以上才开出，那么开出后再隔离的期数就会很短，往往几期内便会再次开

出!



 

例如:第011期开出&quot;380&quot;后，过了10多期即024期才开出&quot;016&quot;，成就第二天就开

出了纪律码&quot;960&quot;。

 

再例如036期开&quot;320&quot;，043期又开出&quot;320&quot;，4期后又开出&quot;230&quot;。048期

开出&quot;308&quot;，049期又开出&quot;403&quot;，052期又开出&quot;690&quot;。

 

职掌了&quot;隔离很久号码易开出&quot;的纪律，有益于我们重拳反击，大胆投注，获利丰厚报答。

 

3、这20注纪律码在本年赓续有用，有心思的同伙千万不要错过投注机遇!2008年这20注纪律码均匀不

到7期便开出一次，

 

就是全年死守这20注号码团结倍投也有功劳。何况基本不用期期购置，你完全能够依据号码的总体

走势捕获出其出号迹象。

 

4、投注纪律码达6倍时，请记住一定要把组选6变成6注单选号码来投注，假使中奖能多得40元!全年

投注上去能多收几千元，

 

这一点要切记

 

50注纪律码锁定3D组选3

 

-

 

3D属小盘彩票，玩法绝对简单，从000~999共1000注号码当选号，彩票专家分析。彩民选拔的区域较

小，投注方法惟有三种，不用太费时间和元气?心灵琢磨选号。

 

3D的组选3全包必要投入180元，中奖概率为27%，奖金为320元，收益140元。

 

321期V彩新乐胆码图 　　　　

 

这样全包组选3，尽管中奖概率较高，

 

但投注多，收益低，不值得倡导，彩民只能在看准了的情状下偶而为之。为了淘汰风险，进步收益

，

 

笔者本年在投注组选3时用捕获进去的50注纪律码去投注，中奖率极高。

 

笔者投注组选3的纪律码包括二繁多双或二双一单的一起组合共50注，这50注纪律码为:

 

110、112、114、116、118、



 

330、332、334、336、、552、554、556、558、

 

770、772、774、776、、992、994、996、998、

 

001、003、005、007、009221、223、225、227、229、

 

441、443、445、447、、663、665、667、669、

 

881、883、885、887、889

 

以上这50注纪律码截止至第116期，3D总共开出组选3(即对子)才28期，其中纪律码告捷击中组选3高

达22期!由此可见中奖率绝顶高。

 

三种方法为选号瘦身

 

有些彩民同伙可能感到50注纪律码太多，那么民众能够采用杀号方法来缩短投注限度。

 

1、相加法

 

就是依据最近开出的组选3中奖号码两两相加得出的两个数，下期就杀掉这两个数。

 

例如:第13期开出组选3号码626，奖号第一位+第二位=6+2=8，再用第一位+第三位=6+6=12，得出8和

2，

 

所以大胆杀掉20注带有8和2的纪律码，只需购置30注纪律码:

 

001、003、005、007、009、

 

441、443、445、447、、662、665、667、669、

 

110、114、116、330、、550、554、556、770、

 

774、776、990、994、996

 

成就3D第14期公然开出434，我们淘汰了20注纪律码照样随便击中组选3，获利将尤其可观!我们再如

法泡制举办杀号:

 

4+3=7，4+4=8，于是乎杀掉带有7和8的20注纪律码来投注，成就第18期开出组选3:334，我们又中奖

了!

 



我们再赓续用上述杀号方法来杀号:3+3=6，3+4=7，所以杀掉20注带有6和7的纪律码，成就第23期开

出组选3:344，

 

我们又连续中奖⋯为了加强彩民同伙的拖注信念，笔者列出本年28期组选3中奖号码及的确杀号情状

(见表)。

 

2、相减法

 

即用9减去最近组选3奖号的第三位(即个位)得出的数即为下期组选3要杀掉的号码。

 

例如:第60期开组选3:774，用9-4=5，杀带有5的10注纪律码，成就第62期开出组选3:443，杀号准确!再

杀掉9-3=6，

 

于是乎杀掉带有6的10注纪律码，成就第63期开出组选3:994，杀号又告捷!我们赓续杀掉9-4=5，杀掉

带有5的10注纪律码，

 

成就第64期公然开出:661。

 

3、两两相加法

 

用最近两期的组选3中奖号码来杀号，即用最近二期开奖号码的百位相加得出的数就是下期组选3要

杀的号码。

 

例如:第5期3D开奖499，第13期开626，用这二期奖号的百位相加即4+6=10，杀掉带有0的10注纪律码

，成就第14期开出组选3:334，

 

我们又一无所获!

 

三种方法齐用效果佳

 

50注纪律码告捷杀对2个号码惟有30注，杀对3个号码排出26注，杀对4个号码只需18注便可紧张击中

组选3。

 

例如:第78期开出组选3号码558，我们按上述先容的三种方法杀掉4个号码:0、3、2、1，即杀掉32注纪

律码，只需投注别的18注即可，

 

成就第83期开出组选3:877，再杀掉5、4、3、2，成就第86期又中奖:161，这样的例子太多，就不再逐

一例举。

 

3D铁胆公式总汇═★(2009-04-2011:47:30)

 



奖号复隔中当期和值余数休闲

 

1、上期百位号码乘以4+上期十位号码乘以9+上期个位号

 

码乘以9，在这个和的基础上再加3，然后除以10，

 

所得的余数就能够作为下一期的胆码。即:(百位

 

×4+十位×9+个位×9+3)/10。

 

2、3胆公式:(B*147+S*258+G*369)*4793、胆码公式B*147+S*258+G*369)*179

 

(上期将号百位*147+上期奖号十位*258+上期奖号个位*369)*179

 

删除同号后取成就的末了3位

 

4、3D的历史开奖号码涌现了一个这样的形势--

 

把3期开奖号码规划为1组，如047，048，049(这3期为一组)

 

047------566以第一组的个位9-第二组的十位3-第三组的百位5左斜来看?(1)046--0----138以第一组的个

位1-第二组的十位6-第三组的百位1左斜来看?(2)044--0----021以第一组的个位9-第二组的十位4-第三

组的百位0左斜来看?(3)先举这3个例子来说?民众看进去没有?

 

是不是左斜来看都有2个同路的号码(1)为935

 

俩个0路号码9和3(2)也是一样俩个1路号码1和1(3)也是一样俩个0路号码9和0

 

也就是说假使前俩期左斜来看要是出现0路和0路的组合那下期百位就是2路或1路的号码

 

4、开奖号码减去123等于*作胆码

 

5、(上期的和值+开奖数据前第3期开奖号的十位+6)*614取运算

 

成就的后三位做为下期的胆码. . .前3位有肖似的数字. . .只取一个.往

 

后再加选一个.

 

6、(上期奖号和+上3期奖号的十位+6)*6147、设函数X等于(上期奖号和值+上3期奖号的十位数字

+6)→即限度:

 



(0+0+6)≤X≤(27+9+6)→6≤X≤42. . .考证此法先把(6-42)

 

*614算进去. . .与历史考证进去的去比较. . .即可算出安稳限度的胆码.

 

X=6胆*

 

X=7胆*

 

X=8胆*8、用奖号乘0.618得数作胆

 

9、用奖号乘0.628得数作胆

 

10、用奖号乘0.314得数作胆

 

11、用奖号乘0.809得数作胆

 

12、用奖号除[奖号和值+奖号个位]

 

13、用2期奖号相加除214、用4期奖号从小到大相加除4如

 

用(568+469+456+489)除4得数作胆

 

15、用期号大数[]-2取1胆-4取1懦夫数[]

 

+2取1胆+4取1胆。

 

防卫[用以上方法取胆有时就是奖号，有时有[1-

 

-2胆]有时也不准，望团结壮际灵敏运用]以上是主

 

要定胆方法。

 

16、当期尾号乘3做独胆

 

17、用前一期的试机号+开奖号(不进位)=ABC三个数。

 

当天开出的号平日有A、B、C中的一到两个。

 

例期试机号276，开奖号718。

 

276+718=984(防卫:相加不进位)223期开出748，



 

中4和8(准)。

 

18、用前三期的开奖号相加后除3(取整数)。计算公式:

 

(A+B+C)÷3，得出的3位数中，有一到两个会出而今

 

下期开奖号中。

 

例:219、220、221期的开奖号码分手是:790、253

 

、479，即(790+253+479)÷3=507。

 

222期开出718，中胆7(准)。

 

19、应用&quot;复隔中&quot;、&quot;传邻弧&quot;和&quot;重斜边&quot;. . .

 

哄骗复码或传码或重码举办定胆!

 

复隔中/传邻弧/重斜边类型一共10品种型. . .其中就有6品种

 

型都有复码. . .这样民众重点关心复码的情状下. . .根走势

 

及复隔中/传邻弧/重斜边等方法举办分析认识.

 

①若出复码的话. . .那定胆是组六1/3机遇. . .组三是1/2机遇;

 

②若不出复码的话. . .那定胆就在复码以外选拔1-3个!

 

只须民众能够理解应用&quot;复隔中&quot;. . .&quot;传邻弧&quot;及&quot;重斜

 

边&quot;的情状下. . .哄骗复隔中(重点复码)举办定胆!其他

 

专家也参考了这个复隔中(重点复码)举办定胆的!

 

20、复码一走热. . .天天拿复码做胆

 

21、黄金胆码是、把当期号除以5.49例:331期187除以

 

5.49=34.0下期开

 



的是、把当期号除以4.49例:330期790除以

 

4.49=175.下期开

 

的是、把当期号除以8后两位数，例:289期803

 

除以8=100.375下期开、将上期开奖号/(和值+个位). . .取商. . .两位分手相加和

 

相减(如一位为0. . .则当10用). . .取得两码. . .下期开奖号

 

中必含有这两码至多一个

 

举个例子:如265期开奖号696. . .预测下期胆. . .计算696

 

/(21+6)=25(成就取整数)相加2+5=7. . .相减5-2=3. . .

 

则下期奖号中应含有3或7. . .266期开奖号为107. . .含胆7.

 

如商为一位. . .如266期开奖号107. . .计算107/(8+7)=7(

 

十位为0. . .则当10用)相加10+7=17. . .成就为两位赓续相

 

加1+7=8. . .相减10-7=3. . .则定胆8. . .3.267期开奖号为584. . .

 

准确.

 

26、黄金定胆:哄骗每期开奖号*0.618，成就取前三位作为下期胆码。

 

27、黄金豆剖定胆法:用上期奖号*0.618所得数全取为下期胆码

 

28、用上期的号码加3取得1-3个号码，在本期内一般可出1~2个号码。

 

29、减数定胆法用:试机号小号减大号的差的一概值，带下的三个号

 

出现的概率较大，比纯洁从试机号自己出号的概率高10-20左右。

 

30、10-上期中奖号的百十个分手得三数，可为胆码

 

31、奖号和值分手减百十个. . .剩下三个号为下期胆!

 

假使和值是10以上. . .就在相加. . .如:14取1+4=532、当期开奖号码第3位×2+4，成就除以10取余数

，余数即为&quot;下期&quot;



 

出的号码!

 

33、当期开奖号码第3位×3+3. . .成就除以10取余数，余数即为&quot;下期&quot;

 

出的号码!

 

34、上期奖号除以三奖号(有0去掉)的积. . .取前两位(只舍不进)。

 

35、当期试机号除3=整数为胆，36、3D公式测胆

 

36、上期(百位乘以5+十位乘以8+7)除以10取余数命中测胆

 

37、上期(百位乘以4+十位乘以9+个位乘以9+3)除以10取余数

 

命中本期胆

 

38、用当期前20期和前10期的开奖数据作预

 

选号码。例:131期预选码?

 

用111期开奖号:079

 

用121期开奖号:053

 

作131期预选号:0、上期奖号/(上期和值+7)

 

40、每天中奖号数字中大都含有前一天奖号数字+2、-2的数字(假使

 

大于9则-10，小于0则+10)

 

41、合尾取两边号为下期开奖的胆码

 

42、(和值+65)/49(小数点后的几位数)=1D?2D?3D?

 

43、开奖号/(和值+个位数)=取前两位为下期胆

 

44、用上期的开奖号乘以3.14所得的数，取前3位，

 

最少有一位是当天的胆。

 



45、3D天干地支定胆法以每日的干支换成五行数;

 

46、和数尾邻码测胆法:用上期开奖号码的和数尾加1、减1，取得两

 

个邻码，其中一个邻码作为下期的胆码。

 

47、合值邻号法:就是以上期的合数的邻号作为下期的胆号

 

48、圆周率测胆法:用上期的开奖号乘以3.14所得的数，取前3位，

 

预测其中一位是下期的胆码。

 

49、期开奖号除2摁5次等好取小数点前两位。

 

50、开奖号除以(和值+个位数)=胆

 

51、上期号除以(上期号的和值+上期号的个

 

位)=取前三位数(中央就有1-2胆)

 

52、当期试机号乘3(个位与十位不进位，百

 

位需进位)，从中取出一到两个号码作为胆码。

 

例期，试机号442×3=1226(注

 

意:不进位的意思是3×4=12就取2，百位

 

进位的意思是4×3=12，取12)，开奖号

 

663，中胆6(准)。

 

53、当期试机号乘9(个位与十位不进位，500万彩票。百位

 

需进位)，取小数点前的数，从中取出一

 

到两个号作胆(一般取中央的两位)。

 

例:215期，试机号442×9=3668，开奖663(准)。

 

54、当期试机号除3，取小数点前的整数从中取胆。



 

例:221期，试机号275÷3=91，当期开奖号479(准)。

 

55、当期试机号除3.14，取整数为胆。

 

例:220期，试机号432÷3.14=137，开奖号253(准)。

 

56、当期试机号乘3.14，取整数为胆。

 

例:220期，试机号432×3.14=1356，开奖号253(准)。

 

57、北京专家胆码、当期试机号百位乘开奖号百位取尾，试机号十位乘开奖

 

号十位取尾，当期试机号个位乘开奖号个位取尾，三

 

尾取1-2胆

 

三道全杀法-准确率98%(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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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组三纪律. . .及局限胆号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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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考证!

 

十位0出后. . .1-3期内就有组三出.(准确率百分之:86.9)请民众考证!

 

百位出8后. . .下期胆号:109出1-3.(准确率百分之:85.2)请民众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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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岁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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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不看。反之0肯定开。1在百位出的岁月，第2天最领略明明。

和尾会走3.也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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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先容一种万能六码投注法，可作为参考。

 

奇偶巧搭配

 

要对210组六码举办优化组合，首先要处置的是对0-9举办合理划分，以保证每个号码在六码中均等

出现。

 

合9法:以4、3、2、1、0分手配以5、6、7、8、9，相应两数之和为9，此种分类法研商到了大小号的

搭配题目。

 

差1法:以1、3、5、7、9分手配以0、2、4、6、8，相应两数之差为1，要紧是研商了相应号位的奇偶

搭配。

 

这其中，差1法摆列后则变成0-9自小到大的顺序摆列。按差1法将号码分红5组:A组0、1，B组2、

3，C组4、5，D组6、7，E组8、9。

 

六码自逞能

 

从组合而言，五码取三，有10个组合。将0-9平分为5组，就是10种组合:ABC、ABD、ABE、ACD、

ACE、ADE、BCD、BCE、BDE、CDE。



 

将这10种组合换算成对应的10个六码，0-9每个单号都出现6次:0、0、0、0、0、0、、

 

、、。这10注六码能够涵盖从000至999的一起1000注3D单选号码。

 

不论当天开出000-999中央的任何一注单选号码，都能够在这10注万能六码中找到对应的职位。

 

选号三步走

 

如何挑出六码去击中当天的开奖号，还是要讲一点选号技巧。一般而言，每天都反复举办三个次序

。

 

第一步:按奖号漫衍图肯定胆码作为选六码的基础，选好配码定下六码。

 

第二步:按近期走势肯定当天开组六、组三。

 

第三步:按和值、跨度、连号、大小奇偶等目标，对六码展开后的20注组六、30注组三举办精减、杀

号。

 

组六奖号有720注，量大面广，天然是投注时首要的方针。六码分拆组六为20注，投入40元，如中则

可中得160元。一周7期共投入280元，

 

只须中出2期，便可得320元。

 

组三270注，占到总比例的27%，均匀3.7期出一次。六码分拆组三有30注，投入60元，只须中出一次

便可中得320元。

 

假使用六码举办组三、组六合投，则每期必要投入100元，假使不举办杀号精减，肯定会酿成一些耗

损，晦气于前期持久投注

 

3D彩票是由个十百位数字组成，每一职位号码均是从0-9数字当选出，组成一注开奖号。

 

仔细巡视这些开奖号，就会涌现号码之间保存某种关联，如奇偶、大小、连散、堆叠、等分、落号

、跳号、斜传等等。研究号码中这些

 

关联，对预测彩票开奖号有一定参考价值。奇偶比及其投注方法就是其中一种。

 

3D奇偶比(也称单双比)是指3D彩票开奖号中奇偶号码所占比例。如169、085，这两注号码奇偶比分

手为2:1、1:2。3D彩票中每一位

 

置上10个号码中有5个奇，5个偶。



 

3D彩票奇偶比共有4种:

 

奇偶比0:3，吻合条件的有1组125注;

 

奇偶比1:2，吻合条件的有3组375注

 

奇偶比2:1，吻合条件的有3组375注

 

奇偶比3:0，吻合条件的有1组125注

 

这4种奇偶比有8种单选组合发挥阐发格式，每一种组合有125注，分手是:奇奇奇、奇偶偶、奇奇偶、

奇偶奇、偶奇偶、偶偶奇、偶奇奇、

 

偶偶偶。

 

奇偶比组合所含号码注数的计算方法是:将百十个位所含奇偶数相乘。例如&quot;奇偶奇&quot;百位

号是，十位号是02468，个位号是，

 

于是乎这个组合注数是5×5×5=125注。

 

由于3D彩票还提供了组选投注方法，于是乎它的奇偶比异样有4种组合，奇奇奇、偶偶偶均有75注

，2奇1偶、2偶1奇均有75注。

 

从上述数据能够看出，奇偶比高频区间是2奇1偶、2偶1奇，共有750注(组选150注)，也就是说，在

3D彩票中1奇2奇的号码组合最多，

 

出现频次绝对较大。

 

依据3D彩票奇偶比的这些特质，能够采取相应的投注方法:

 

第一，组选投注。在组选高频区间奇偶比有150注，其中组三惟有50注。投注组选高频区组选三，一

次投入100元，如中奖，

 

可收益320-100=220元。假使彩民能锁定奇偶比数量，再投注组选三惟有25注，如中奖可收益270元。

为了进步获益空间，彩民能够采取逐日

 

倍投等方式。

 

第二，选拔高频区投注。高频区2奇1偶、1奇2偶其实际出现率高达75%，于是乎，彩民在选拔号码时

一般要多投注高频区的奇偶比，



 

中奖机遇大。在高频区的奇偶中，还能够选定首尾同奇、同偶和首尾不同奇不同偶等，缩短投注量

。

 

第三，抓住机遇投注低频区。3D奇偶比8种组合格式都有125注，其实际出现率都是1/8，当一种组合

8期以至30多期没有开出，

 

一般就能够投注这一组合。但是，实际出现率与实际出现频次有时会出现缺点，相隔40期不出的形

势时有产生，这就是风险所在。

 

第四，分析其它条件缩水。彩票缩水能够大大淘汰投注本钱，减小投注风险。例如在投注全奇号码

组合时，假使锁定和值13，

 

那么投注其组选惟有337，553，139，157这4注!再例如，投注全偶时，假使锁定全大号码缩水，惟有

668、886两注组选、6注单选。

 

一般情状下，3D平日的缩水所采用的条件是:首尾差0-5，奇号1-2个，和值10-17，大号1-2个，落号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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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d组选杀号 再用第一位+第三位=6+6=12

 

3D万能六码投注法,0-9这10个数字可以组合出210组六码，如果能将这210组六码进行筛选、浓缩，使

之压缩到最小的范围，就能保证精准、简约、高效投注。这里介绍一种万能六码投注法，可作为参

考。,奇偶巧搭配,要对210组六码进行优化组合，首先要解决的是对0-9这10个数字进行合理划分，以

保证每个号码在六码中均等出现，下面便是两种划分方法。,一、合9法:以4、3、2、1、0分别配以

5、6、7、8、9，相应两数之和为9，此种分类法考虑到了大小号的搭配问题。,二、差1法:以1、3、

5、7、9分别配以0、2、4、6、8，相应两数之差为1，此种分类法考虑到了相应号位的奇偶搭配。,这

其中，差1法排列后则变成0-9自小到大的顺序排列。按差1法将号码分成5组:A组0、1，B组2、

3，C组4、5，D组6、7，E组8、9。,六码自逞能,从组合而言，五码取三，有10个组合。将0-9平分为

5组，就是10种组合:ABC、ABD、ABE、ACD、ACE、ADE、BCD、BCE、BDE、CDE。,将这10种组

合换算成对应的10个六码，0-9每个数字都出现6次:0、0、0、0、0、0、、、、。这10组六码可以包

含从000至999的所有1000注3D单选号码，无论开出000-999中间的任何1注单选号码，都可以在这10组

六码中找到对应的位置。,选号三步走,如何挑出六码去击中当天的开奖号，还是要讲一点选号技巧的

。一般而言，每天都重复进行三个步骤。,第一步:按奖号分布图确定胆码作为选六码的基础，选好配

码定下六码。,第二步:按近期走势确定当天开组六还是组三。,第三步:按和值、跨度、连号、大小奇

偶等指标，对六码展开后的20注组六、30注组三进行精减、杀号。,组六号码有720注，量大面广，自

然是投注时首要的目标。六码分拆成组六有20注号码，投入40元，如中则可得奖金160元。一周7期

共投入280元，只要中出2期，便可得奖金320元。,组三号码有270注，平均3.7期出一次。六码分拆成



组三有30注号码，投入60元，只要中出一次便可得奖金320元。,如果用六码进行组三、组六合投，则

每期需要投入100元，如果不进行杀号精减，肯定会造成一些浪费，不利于后期长期投注。抱歉您还

不能回帖!,您还不是幸运之门彩票网注册会员，或者没有登录!,先请:(1)点击免费注册或(2)点击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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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url][/url]3d晚秋和值迷[url][/url]3d直选和值www.[操心]福彩3D期幸运彩仙预测分

析3d杀和值方法[url][/url]3d定位[url][/url]3[操心]福彩3D期幸运彩仙预测分析d组选复式

[url][/url]3d开奖公告[url][/url]3d开奖查询[url]www.78[/url][操心]福彩3D期幸运彩仙预测分析3d开奖

结果查询[url][/url]3d开奖现场[url][/url]3d历史[操心]福彩3D期幸运彩仙预测分析开奖[url][/url]3d开

奖频[url][/url]3d开奖规则[url][/url][操心]福彩3D期幸运彩仙预测分析3d单选开奖[url][/url]3d图库

[url][/url]3d太湖图库[url]www.3dshij[/url][操心]福彩3D期幸运彩仙预测分析3d黑圣手图库

[url][/url]3d太湖钓叟字谜[url][/url][操心]福彩3D期幸运彩仙预测分析3d太湖图迷[url][/url]3d马后炮

解太湖[url][/url]3d藏机图[url]www.q[/url][操心]福彩3D期幸运彩仙预测分析3d藏机诗[url][/url]3d五

码复试[url][/url][操心]福彩3D期幸运彩仙预测分析3d五码遗漏[url][/url]3d五码推荐[url][/url]3d五码

组合[url]www.wanqq.c[/url][操心]福彩3D期幸运彩仙预测分析n/3d直选公式[url][/url]3d直选一注中后

付款[url][/url]3d直选一注[url][/url]3d画谜[url][/url]3d字谜画谜大全[url][/url]3d杀号技巧汇总

[url][/url]3d中奖技巧[url][/url]3d中奖公式[url]www.ssq.cc/[/url]3d免费独胆[url]www.fucai.[/url]江西鹰

潭和广东汕头各有彩民分别以4元、12元将1020万收入囊中。,双色球期千万以上大奖中出地点3D投

注技巧大全,彩票预测2010-07-0922:47:14阅读783评论0字号:大中小订阅,3D投注技巧大全,3D万能四码

、五码、六码组合A、四码组合(30组),0B、五码组合(17组),0C、六码组合(10组),0D.七码组合(6组

),0.,每期必定有一组号码中奖,福彩3d技巧大全3D杀号公式,福彩3d技巧大汇总3D杀号公式,1.和值乘百

位+1除3的余数再-3，杀以余数为尾的和值(80%),2.和值乘百位+1除3的余数，杀余数路的和值

(80%),3.相邻开奖号的各位数的差的和杀和值及和尾(89%),4.上期跨杀和值及和尾(93%),5.相邻开奖号

的差的各位和杀和值及和尾(86%),6.两相邻同和尾的上期奖号的下期奖号和值杀和尾(92%),7.上期和

值杀本期跨度(88%),8.和值尾+4,绝杀个位(91%),9.上期跨度，绝杀个位(92%),10.上期十位杀本期个位

(90%),11.和值尾与跨度的和的个位数绝杀十位(95%),12.当期期数尾+4，绝杀十位(95%),13.上期十位

杀本期十位(91%),14.上期百位杀本期十位(94%),15.上期个位杀本期十位(94%),16.和值尾-3，绝杀百位

(97%),17.开奖号的百位乘以3加3后取个位杀下期百位(90%),18.开奖号的百位乘以7加7后取个位杀下

期百位(92%),19.期尾号乘以3加3后取个位杀本期百位(92%),20.期尾号乘以7加6后取个位杀本期百位

(90%),21.上期个位杀本期百位(94%),22.上期十位杀本期百位(87%),23.上期百位杀本期百位(93%),24.隔

二期百位杀本期百位(94%),25.隔六期百位杀本期百位(95%),26.开奖号乘以123所得数的第一位杀百位

(94%),27.开奖号的百位加个位取合杀本期百位(93%),28.二期试机号取胆(91%),29.十期试机号相加取

胆(74%),30.5期试机号相加取胆(75%),31.开奖号除以开奖号个位的乘积所得数的前三个取胆

(66%),32.上期开奖号和值尾的左右号取胆57%),33.和尾减各开奖号之差取胆(57%),34.合尾取两边号为

下期开奖的胆码,经典3D杀号方法,百位杀码的方法,1.开奖号的百位乘以3加3后取个位杀下期百位



(90%),2.开奖号的百位乘以7加7后取个位杀下期百位(90.6%),3.期尾号乘以3加3后取个位杀本期百位。

(95.3%),杀二码公式,1.杀当期期数的后两位数(98%),2.杀当期期数尾加上期和值的合数尾。(98%),3.杀

前两期的十位数组合(99%),4.上期开奖号大小序的小中大之间的跨度组合=本期杀2码组合,杀两码组

合方法,方法一1。找出上期开奖号码。2。将它的对应数找出3。杀它们其中的两个号码组合4。不能

单个杀,数字;0,对应,方法二:1.找出上期试机号2。将它的对应数找出3.杀它们其中的两个号码组合4;不

能单个杀。,杀和值方法1。百位号就可以杀和值尾。2。上期中将号差对应和值杀尾。3。上期中奖

号减去之前和尾相。,4。同开奖号的后一期号码。杀所得和值尾。,用胆码投注法玩3D，比复式投注

法要经济，因为胆拖投注法是复式投注法的优化，它对复式投注中一些不大可能开出的奖号进行淘

汰。,不过只选1个胆码，则中奖率较低，如果同时选两个胆码，选中率可达38.4%，平均2.6期可选中

1次胆码。,所以我们可尝试同时选两个胆码玩3D的&quot;组选6&quot;。,一般情况下，双胆码投注共

组合成64注，需要128元，这样即使中奖，投入和产出也不合理，所以我们可采取排除&quot;相克

&quot;拖码的方法，,所谓相克的拖码，就是与我们选中的胆码很少一起出现的号码。,假设选近期的

两个热码&quot;0&quot;与&quot;3&quot;作胆码，可分别得到三个投注组合:,投注组合一:选

&quot;0&quot;作胆码，并排除相克的3个拖码&quot;1、3、4&quot;。这样就有6个拖码&quot;2、5、

6、7、8、9&quot;，,用胆拖法可组合成15注:025、026、⋯、079、089，投注额需30元。,投注组合二

:选&quot;3&quot;作胆码，排除相克的3个拖码&quot;0、2、9&quot;，同样也可得15注号码。,投注组

合三:两枚胆码同时出现，可得3注投注号码。,据统计，投注组合一的中奖概率在18%上下，投注组

合二中&quot;组选6&quot;的概率为14%，方案三中奖概率为6%。,一般情况下彩民可以从以上三个方

案中选择一个或两个方案投注，感觉好的时候或者有较强经济能力的彩民，,可同时投三个方案，共

投注66元，投注五十期往往可中奖十多期，平均两三期可中奖1次。(仅供参考),3D试机号机球组合特

点,1机1球:,通常会出现胆码1、8、9中的1-2个，验证的成功率约为90%。,最佳两码组合

:80，94，96，99，90;,最佳和值:主10，16，19，次7，11，15。,1机2球:,通常会出现胆码0、1、5、9中

的1-2个，成功率约为80%。,最佳两码组合:05，75，33，22，00，49;,最佳和值:主11，13，14，15，次

10，172机1球:,通常会出现胆码0、1、5中的1-2个，成功率约为80%。,最佳两码组合

:34，13，08，71，09，84，45，;,最佳和值:主14，15，次9，11，16。,2机2球:,通常会出现胆码3、5、

8、9中的1-2个，准确率80%。,最佳两码组合:45，08，38，23，46，05;,最佳和值:主9，11，13，次

10，15，18。,福彩3D投注技巧精析:死守20注规律号码玩组选6,-,大凡刚刚涉足彩市的人，总是冲着

500万巨奖来的，梦想一夜暴富，往往大额投注，以求速成。其选号杂乱无章，漫无目的，,这类人

往往热情极大，希望颇高，又无毅力坚持，结果只能惨败出局。笔者从福彩3D捕捉出其出号规律来

玩组选6，,总注数只有20注。这20注规律码在2008年共击中组选6高达53期!获利不俗，现推荐给广大

读者，供朋友们选用。,20注规律码玩组选6,众所周知，买组选6如果选定一个胆码，就只有区区36注

了，问题是投注36注中奖也不过获利一倍多点点,，如果能捕捉其出号规律，获利的几率将大大增加

!笔者首先定&quot;0&quot;为胆码，再取一单一双与&quot;0&quot;结合组成注，总注数只有20注。,这

20注规律码是:,089、279、067、056、0、023、012、067、0、036、025、014、0、027、016、029、

018,以上这20注规律码去年总共击中3D组选6高达53期!具体中奖期数详见下表。,投注号码需注意四

点,1、巧妙杀号法。有些朋友可能还会嫌20注号码太多，那么请采用笔者的杀号方法，杀掉8注号码

，只买其余的12注规律码即可。,例如:第024期开出&quot;016&quot;，用与胆码结合的1和6进行加减

来杀号:1+6=7，6-1=5，那么就杀掉7和5结合的规律码，,只需要够买这12注规律码:089、034、023、

012、069、036、014、049、038、016、029、018。,结果第025期果然开出&quot;960&quot;。再利用这

期的奖号进行加减:9+6=15，9-6=3，杀掉5和3结合的号码，,结果到034期开出规律码又中了

&quot;807&quot;。还是用该期奖号来加减:8+7=15，8-7=1，杀掉5和1结合的号码，,结果036期开出

&quot;320&quot;，我们又中奖了!中奖的例子实在太多，这里不再一一例举。虽然有些是要间隔几期



才能中奖，,但是由于每次的投入不多，扣除投注金额，还是有盈余的。如果采用多倍投注，收获将

会更多。,2、20注规律码如果间隔10以上才开出，那么开出后再间隔的期数就会很短，往往几期内便

会再次开出!,例如:第011期开出&quot;380&quot;后，过了10多期即024期才开出&quot;016&quot;，结果

第二天就开出了规律码&quot;960&quot;。,再例如036期开&quot;320&quot;，043期又开出

&quot;320&quot;，4期后又开出&quot;230&quot;。048期开出&quot;308&quot;，049期又开出

&quot;403&quot;，052期又开出&quot;690&quot;。,掌握了&quot;间隔很久号码易开出&quot;的规律

，有利于我们重拳出击，大胆投注，获利丰厚回报。,3、这20注规律码在今年继续有效，有兴趣的

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投注机会!2008年这20注规律码平均不到7期便开出一次，,就是全年死守这20注号

码结合倍投也有收获。何况根本不必期期购买，你完全可以根据号码的总体走势捕捉出其出号迹象

。,4、投注规律码达6倍时，请记住一定要把组选6变成6注单选号码来投注，如果中奖能多得40元!全

年投注下来能多收几千元，,这一点要切记,50注规律码锁定3D组选3,-,3D属小盘彩票，玩法相对简单

，从000~999共1000注号码中选号，彩民选择的区域较小，投注方法只有三种，不用太费时间和精力

琢磨选号。,3D的组选3全包需要投入180元，中奖概率为27%，奖金为320元，收益140元。这样全包

组选3，尽管中奖概率较高，,但投注多，收益低，不值得提倡，彩民只能在看准了的情况下偶而为

之。为了减少风险，提高收益，,笔者今年在投注组选3时用捕捉出来的50注规律码去投注，中奖率

极高。,笔者投注组选3的规律码包含二单一双或二双一单的所有组合共50注，这50注规律码为:,110、

112、114、116、118、,330、332、334、336、、552、554、556、558、,770、772、774、776、、992、

994、996、998、,001、003、005、007、009221、223、225、227、229、,441、443、445、447、、663、

665、667、669、,881、883、885、887、889,以上这50注规律码截止至第116期，3D总共开出组选3(即

对子)才28期，其中规律码成功击中组选3高达22期!由此可见中奖率非常高。,三种方法为选号瘦身,有

些彩民朋友可能感觉50注规律码太多，那么大家可以采用杀号方法来缩小投注范围。,1、相加法,就

是根据最近开出的组选3中奖号码两两相加得出的两个数，下期就杀掉这两个数。,例如:第13期开出

组选3号码626，奖号第一位+第二位=6+2=8，再用第一位+第三位=6+6=12，得出8和2，,所以大胆杀

掉20注带有8和2的规律码，只需购买30注规律码:,001、003、005、007、009、,441、443、445、447、

、662、665、667、669、,110、114、116、330、、550、554、556、770、,774、776、990、994、996,结

果3D第14期果然开出434，我们减少了20注规律码照样轻易击中组选3，获利将更加可观!我们再如法

炮制进行杀号:,4+3=7，4+4=8，因此杀掉带有7和8的20注规律码来投注，结果第18期开出组选

3:334，我们又中奖了!,我们再继续用上述杀号方法来杀号:3+3=6，3+4=7，所以杀掉20注带有6和7的

规律码，结果第23期开出组选3:344，,我们又连续中奖⋯为了增强彩民朋友的拖注信心，笔者列出今

年28期组选3中奖号码及具体杀号情况(见表)。,2、相减法,即用9减去最近组选3奖号的第三位(即个位

)得出的数即为下期组选3要杀掉的号码。,例如:第60期开组选3:774，用9-4=5，杀带有5的10注规律码

，结果第62期开出组选3:443，杀号正确!再杀掉9-3=6，,因此杀掉带有6的10注规律码，结果第63期开

出组选3:994，杀号又成功!我们继续杀掉9-4=5，杀掉带有5的10注规律码，,结果第64期果然开出

:661。,3、两两相加法,用最近两期的组选3中奖号码来杀号，即用最近二期开奖号码的百位相加得出

的数就是下期组选3要杀的号码。,例如:第5期3D开奖499，第13期开626，用这二期奖号的百位相加即

4+6=10，杀掉带有0的10注规律码，结果第14期开出组选3:334，,我们又满载而归!,三种方法齐用效果

佳,50注规律码成功杀对2个号码只有30注，杀对3个号码排除26注，杀对4个号码只需18注便可轻松击

中组选3。,例如:第78期开出组选3号码558，我们按上述介绍的三种方法杀掉4个号码:0、3、2、1，即

杀掉32注规律码，只需投注其余18注即可，,结果第83期开出组选3:877，再杀掉5、4、3、2，结果第

86期又中奖:161，这样的例子太多，就不再一一例举。,3D铁胆公式总汇═★(2009-04-2011:47:30),奖

号复隔中当期和值余数休闲,1、上期百位号码乘以4+上期十位号码乘以9+上期个位号,码乘以9，在这

个和的基础上再加3，然后除以10，,所得的余数就可以作为下一期的胆码。即:(百位,×4+十位



×9+个位×9+3)/10。,2、3胆公式:(B*147+S*258+G*369)*4793、胆码公式B*147+S*258+G*369)*179,(上

期将号百位*147+上期奖号十位*258+上期奖号个位*369)*179,删除同号后取结果的最后3位,4、3D的历

史开奖号码发现了一个这样的现象--,把3期开奖号码规划为1组，如047，048，049(这3期为一组),047-

-----566以第一组的个位9-第二组的十位3-第三组的百位5左斜来看?(1)046--0----138以第一组的个位1-

第二组的十位6-第三组的百位1左斜来看?(2)044--0----021以第一组的个位9-第二组的十位4-第三组的

百位0左斜来看?(3)先举这3个例子来说?大家看出来没有?,是不是左斜来看都有2个同路的号码(1)为

935,俩个0路号码9和3(2)也是一样俩个1路号码1和1(3)也是一样俩个0路号码9和0,也就是说如果前俩期

左斜来看要是出现0路和0路的组合那下期百位就是2路或1路的号码,4、开奖号码减去123等于*作胆码

,5、(上期的和值+开奖数据前第3期开奖号的十位+6)*614取运算,结果的后三位做为下期的胆码,前3位

有相同的数字,只取一个.往,后再加选一个.,6、(上期奖号和+上3期奖号的十位+6)*6147、设函数X等于

(上期奖号和值+上3期奖号的十位数字+6)→即范围:,(0+0+6)≤X≤(27+9+6)→6≤X≤42,验证此法先把

(6-42),*614算出来,与历史验证出来的去对照,即可算出固定范围的胆码.,X=6胆*,X=7胆*,X=8胆*8、用

奖号乘0.618得数作胆,9、用奖号乘0.628得数作胆,10、用奖号乘0.314得数作胆,11、用奖号乘0.809得数

作胆,12、用奖号除[奖号和值+奖号个位],13、用2期奖号相加除214、用4期奖号从小到大相加除4如

,用(568+469+456+489)除4得数作胆,15、用期号大数[]-2取1胆-4取1胆小数[],+2取1胆+4取1胆。,注意

[用以上方法取胆有时就是奖号，有时有[1-,-2胆]有时也不准，望结合实际灵活运用]以上是主,要定

胆方法。,16、当期尾号乘3做独胆,17、用前一期的试机号+开奖号(不进位)=ABC三个数。,当天开出

的号通常有A、B、C中的一到两个。,例期试机号276，开奖号718。,276+718=984(注意:相加不进位

)223期开出748，,中4和8(准)。,18、用前三期的开奖号相加后除3(取整数)。计算公式

:,(A+B+C)÷3，得出的3位数中，有一到两个会出现在,下期开奖号中。,例:219、220、221期的开奖号

码分别是:790、253,、479，即(790+253+479)÷3=507。,222期开出718，中胆7(准)。,19、应用&quot;复

隔中&quot;、&quot;传邻弧&quot;和&quot;重斜边&quot;利用复码或传码或重码进行定胆!,复隔中/传

邻弧/重斜边类型一共10种类型,其中就有6种类,型都有复码,这样大家重点关注复码的情况下,根走势

,及复隔中/传邻弧/重斜边等方法进行综合分析.,①若出复码的话,那定胆是组六1/3机会,组三是1/2机会

;,②若不出复码的话,那定胆就在复码以外选择1-3个!,只要大家能够理解应用&quot;复隔中

&quot;,&quot;传邻弧&quot;及&quot;重斜,边&quot;的情况下,利用复隔中(重点复码)进行定胆!其他,专

家也参考了这个复隔中(重点复码)进行定胆的!,20、复码一走热,天天拿复码做胆,21、黄金胆码是、把

当期号除以5.49例:331期187除以,5.49=34.0下期开,的是、把当期号除以4.49例:330期790除以

,4.49=175.下期开,的是、把当期号除以8后两位数，例:289期803,除以8=100.375下期开、将上期开奖号

/(和值+个位),取商,两位分别相加和,相减(如一位为0,则当10用),得到两码,下期开奖号,中必含有这两码

至少一个,举个例子:如265期开奖号696,预测下期胆,计算696,/(21+6)=25(结果取整数)相加2+5=7,相减5-

2=3则下期奖号中应含有3或7,266期开奖号为107,含胆7.,如商为一位,如266期开奖号107,计算

107/(8+7)=7(,十位为0,则当10用)相加10+7=17,结果为两位继续相,加1+7=8,相减10-7=3,则定胆8,3.267期

开奖号为584正确.,26、黄金定胆:利用每期开奖号*0.618，结果取前三位作为下期胆码。,27、黄金分

割定胆法:用上期奖号*0.618所得数全取为下期胆码,28、用上期的号码加3得到1-3个号码，在本期内

一般可出1~2个号码。,29、减数定胆法用:试机号小号减大号的差的绝对值，带下的三个号,出现的概

率较大，比单纯从试机号本身出号的概率高10-20左右。,30、10-上期中奖号的百十个分别得三数

，可为胆码,31、奖号和值分别减百十个,剩下三个号为下期胆!,如果和值是10以上,就在相加,如:14取

1+4=532、当期开奖号码第3位×2+4，结果除以10取余数，余数即为&quot;下期&quot;,出的号码

!,33、当期开奖号码第3位×3+3,结果除以10取余数，余数即为&quot;下期&quot;,出的号码!,34、上期

奖号除以三奖号(有0去掉)的积,取前两位(只舍不进)。,35、当期试机号除3=整数为胆，36、3D公式测

胆,36、上期(百位乘以5+十位乘以8+7)除以10取余数命中测胆,37、上期(百位乘以4+十位乘以9+个位



乘以9+3)除以10取余数,命中本期胆,38、用当期前20期和前10期的开奖数据作预,选号码。例:131期预

选码?,用111期开奖号:079,用121期开奖号:053,作131期预选号:0、上期奖号/(上期和值+7),40、每天中奖

号数字中大都含有昨天奖号数字+2、-2的数字(如果,大于9则-10，小于0则+10),41、合尾取两边号为

下期开奖的胆码,42、(和值+65)/49(小数点后的几位数)=1D?2D?3D?,43、开奖号/(和值+个位数)=取前

两位为下期胆,44、用上期的开奖号乘以3.14所得的数，取前3位，,最少有一位是当天的胆。,45、

3D天干地支定胆法以每日的干支换成五行数;,46、和数尾邻码测胆法:用上期开奖号码的和数尾加1、

减1，得到两,个邻码，其中一个邻码作为下期的胆码。,47、合值邻号法:就是以上期的合数的邻号作

为下期的胆号,48、圆周率测胆法:用上期的开奖号乘以3.14所得的数，取前3位，,预测其中一位是下

期的胆码。,49、期开奖号除2摁5次等好取小数点前两位。,50、开奖号除以(和值+个位数)=胆,51、上

期号除以(上期号的和值+上期号的个,位)=取前三位数(中间就有1-2胆),52、当期试机号乘3(个位与十

位不进位，百,位需进位)，从中取出一到两个号码作为胆码。,例期，试机号442×3=1226(注,意:不进

位的意思是3×4=12就取2，百位,进位的意思是4×3=12，取12)，开奖号,663，中胆6(准)。,53、当期

试机号乘9(个位与十位不进位，百位,需进位)，取小数点前的数，从中取出一,到两个号作胆(一般取

中间的两位)。,例:215期，试机号442×9=3668，开奖663(准)。,54、当期试机号除3，取小数点前的整

数从中取胆。,例:221期，试机号275÷3=91，当期开奖号479(准)。,55、当期试机号除3.14，取整数为

胆。,例:220期，试机号432÷3.14=137，开奖号253(准)。,56、当期试机号乘3.14，取整数为胆。,例

:220期，试机号432×3.14=1356，开奖号253(准)。,57、北京专家胆码、当期试机号百位乘开奖号百位

取尾，试机号十位乘开奖,号十位取尾，当期试机号个位乘开奖号个位取尾，三,尾取1-2胆,三道全杀

法-准确率98%(思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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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介绍一种万能六码投注法，可作为

参考。,奇偶巧搭配,要对210组六码进行优化组合，首先要解决的是对0-9进行合理划分，以保证每个

号码在六码中均等出现。,合9法:以4、3、2、1、0分别配以5、6、7、8、9，相应两数之和为9，此种

分类法考虑到了大小号的搭配问题。,差1法:以1、3、5、7、9分别配以0、2、4、6、8，相应两数之差

为1，主要是考虑了相应号位的奇偶搭配。,这其中，差1法排列后则变成0-9自小到大的顺序排列。按

差1法将号码分成5组:A组0、1，B组2、3，C组4、5，D组6、7，E组8、9。,六码自逞能,从组合而言

，五码取三，有10个组合。将0-9平分为5组，就是10种组合:ABC、ABD、ABE、ACD、ACE、

ADE、BCD、BCE、BDE、CDE。,将这10种组合换算成对应的10个六码，0-9每个单号都出现6次:0、

0、0、0、0、0、、,、、。这10注六码可以涵盖从000至999的所有1000注3D单选号码。,无论当天开出

000-999中间的任何一注单选号码，都可以在这10注万能六码中找到对应的位置。,选号三步走,如何挑

出六码去击中当天的开奖号，还是要讲一点选号技巧。一般而言，每天都重复进行三个步骤。,第一

步:按奖号分布图确定胆码作为选六码的基础，选好配码定下六码。,第二步:按近期走势确定当天开

组六、组三。,第三步:按和值、跨度、连号、大小奇偶等指标，对六码展开后的20注组六、30注组三

进行精减、杀号。,组六奖号有720注，量大面广，自然是投注时首要的目标。六码分拆组六为20注

，投入40元，如中则可中得160元。一周7期共投入280元，,只要中出2期，便可得320元。,组三270注



，占到总比例的27%，平均3.7期出一次。六码分拆组三有30注，投入60元，只要中出一次便可中得

320元。,如果用六码进行组三、组六合投，则每期需要投入100元，如果不进行杀号精减，肯定会造

成一些浪费，不利于后期长期投注,3D彩票是由个十百位数字组成，每一位置号码均是从0-9数字中

选出，组成一注开奖号。,仔细观察这些开奖号，就会发现号码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如奇偶、大小、

连散、重叠、等分、落号、跳号、斜传等等。研究号码中这些,关系，对预测彩票开奖号有一定参考

价值。奇偶比及其投注方法就是其中一种。,3D奇偶比(也称单双比)是指3D彩票开奖号中奇偶号码所

占比例。如169、085，这两注号码奇偶比分别为2:1、1:2。3D彩票中每一位,置上10个号码中有5个奇

，5个偶。,3D彩票奇偶比共有4种:,奇偶比0:3，符合条件的有1组125注;,奇偶比1:2，符合条件的有3组

375注,奇偶比2:1，符合条件的有3组375注,奇偶比3:0，符合条件的有1组125注,这4种奇偶比有8种单选

组合表现形式，每一种组合有125注，分别是:奇奇奇、奇偶偶、奇奇偶、奇偶奇、偶奇偶、偶偶奇

、偶奇奇、,偶偶偶。,奇偶比组合所含号码注数的计算方法是:将百十个位所含奇偶数相乘。例如

&quot;奇偶奇&quot;百位号是，十位号是02468，个位号是，,因此这个组合注数是5×5×5=125注。

,由于3D彩票还提供了组选投注方法，因此它的奇偶比同样有4种组合，奇奇奇、偶偶偶均有75注

，2奇1偶、2偶1奇均有75注。,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奇偶比高频区间是2奇1偶、2偶1奇，共有750注

(组选150注)，也就是说，在3D彩票中1奇2奇的号码组合最多，,出现频率相对较大。,根据3D彩票奇

偶比的这些特点，可以采取相应的投注方法:,第一，组选投注。在组选高频区间奇偶比有150注，其

中组三只有50注。投注组选高频区组选三，一次投入100元，如中奖，,可收益320-100=220元。如果

彩民能锁定奇偶比数量，再投注组选三只有25注，如中奖可收益270元。为了提高获益空间，彩民可

以采取逐日,倍投等方式。,第二，选择高频区投注。高频区2奇1偶、1奇2偶其理论出现率高达

75%，因此，彩民在选择号码时一般要多投注高频区的奇偶比，,中奖机会大。在高频区的奇偶中

，还可以选定首尾同奇、同偶和首尾不同奇不同偶等，缩小投注量。,第三，抓住机会投注低频区。

3D奇偶比8种组合形式都有125注，其理论出现率都是1/8，当一种组合8期甚至30多期没有开出，,一

般就可以投注这一组合。但是，理论出现率与实际出现频率有时会出现偏差，相隔40期不出的现象

时有发生，这就是风险所在。,第四，综合其它条件缩水。彩票缩水可以大大减少投注成本，减小投

注风险。例如在投注全奇号码组合时，如果锁定和值13，,那么投注其组选只有

337，553，139，157这4注!再例如，投注全偶时，如果锁定全大号码缩水，只有668、886两注组选、

6注单选。,一般情况下，3D通常的缩水所采用的条件是:首尾差0-5，奇号1-2个，和值10-17，大号1-

2个，落号1个。,0人|分享到:阅读(783)|评论(0)|引用(0)|举报,双色球期预测网易公司版权所有1997-

2010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选一.杀码:2和值谜:胜胆码.389--46小糊涂:牛奶浴黑长圆形开和值

:四六七胆码:258--36侠客字330期3d技巧汇总(二)谜:相隔二二38有一和值:虎胆码459--38增长水平超过

广东省平均水平，继续保持了快速稳定的上升趋势。330期3d技巧汇总(二)销量的快速增长带来的也

是高返奖回馈给彩民，今年，深圳体彩的总返奖率为46.45%，总金额达到9.33亿余元，居于国330期

3d技巧汇总(二)内领先地位，显示了深圳彩民较高的彩票竞猜水平。同时，今年体彩又为深圳制造

15个百万富翁。累积体彩销量近百亿据了330期3d技巧汇总(二)解，体育彩票从1996年在深圳开始销

售，从诞生之初的艰辛发展，经历了5年的摸索和积累，到2002年深圳正式成立体育330期3d技巧汇

总(二)彩票管理中心之后，深圳体育彩票才踏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从当初的全年销售几百万元发

展到2011年全年销售突破20亿元，销售网点从最初的几十家发展到现在遍布全市各区1600家。截止

2011年11月23日，深圳体彩历年总销量已接近百亿，筹集公益金约28亿元，缴纳地方税收约3.7亿元

，为资助体育利用系统漏洞买彩兑取的一笔钱。央视视频截屏剧情展示:一位彩票站站主庄全胜因经

营状况不太理想，整体因为钱的问题被老婆发牢骚，还被骂成窝囊废。然而两个月后却开上了中华

牌轿车，老婆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仅对站主的训斥笑脸相迎，还变得十分听话。而有彩民持问

站主，没有挣钱怎么连小车都开上了，他说车是贷款买的，有一半都是银行的。晚上回家后，老婆



跟女儿说:&quot;你看你爸多有本事，今天咱们的账上又多了100万，你得跟你爸好好学学知道不

?&quot;而彩票站主则大喝不让女儿学她，要好好上学。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庄全胜的生活有了天翻地

覆的变化，他真的发了财，他中奖了，而且连连中奖，是他的诚心感动了上天呢?还是忽然开了天眼

，洞悉了彩票规律的奥秘，但是面对飞来的财运，又为什么如此烦躁和不安呢?中奖的秘密究竟在哪

里。原来，两月之前，彩民老张打电话到投注站让买彩票，结果庄全胜去接孩子，而妻子没有给打

。庄全胜接回孩子后急忙来到站点一看墙上表所显示的时间是8点11分，就给老张的号码打了出来

，这时，老张打来电话说他让买的彩票中奖了，电视上已经播出了开奖号码，而庄全胜彩站墙上挂

的表此时显示的时间是8点15。挂断电话后，庄全胜打开电视机，正好是开奖的结尾，于是他拿起彩

票看了看墙上的表，又打了一张彩票，仔细比对了一番。这时，老张又打来电话说:&quot;我那号肯

定中了吧，你可别给我搞乱了啊，我听你刚才怎么有点磨叽呢?&quot;庄全胜说:&quot;是这样，我刚

才把你的票不知道放哪去了，现在找到了。&quot;这次挂断电话后，庄全胜又拿起彩票和挂在墙上

的钟表仔细对了一下时间，然后把表上的时间调整为8点45分，随后又打了一张彩票，自言自语的说

道:&quot;这才对吗&quot;原来，彩票每天的投注都在8点15分结束，可这天庄全胜挂在墙上的表慢了

25分钟，他还以为没有结束，就帮老张下了注，而那个时候电视台的开奖信息已经公布了，这就是

说庄全胜彩票站的这台机器在结束下注时间上竟延后了近25分钟，这个巨大的漏洞让庄全胜震惊了

。在把老张的中奖票给他后，庄全胜在随后几天的时间内反复试验，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他

的彩票机在开奖结束后的四分钟之内，并不能马上截止投注，也就是说，如果能抓住这四分钟的时

间,就可以看着结果买彩票了，自然百发百中了，这样一来庄全胜店里摆着的彩票机，不就成了他的

提款机了吗?不过庄全胜心里也明白，彩票中心是国家开办的，这样做就是侵吞国家财产，后果很严

重。3D彩票奇偶比共有4种:。根走势。628得数作胆，一般情况下！抱歉您还不能回帖，大胆投注。

(准确率百分之:85。结果第23期开出组选3:344，作胆码⋯并排除相克的3个拖码&quot，肯定还会来

%；到两个号作胆(一般取中间的两位)：得出8和2。其中组三只有50注！此种分类法考虑到了大小号

的搭配问题，差1法:以1、3、5、7、9分别配以0、2、4、6、8。这样做就是侵吞国家财产。共投注

66元？为了减少风险⋯可同时投三个方案；从当初的全年销售几百万元发展到2011年全年销售突破

20亿元。投入60元？次10⋯杀它们其中的两个号码组合4⋯排除相克的3个拖码&quot！例:220期。

cn/[/url]3d直选一注[url]www，当期开奖号479(准)，用最近两期的组选3中奖号码来杀号。结果第

83期开出组选3:877：选号三步走。14=1356，×4+十位×9+个位×9+3)/10，杀掉5和1结合的号码。

而庄全胜彩站墙上挂的表此时显示的时间是8点15。投注组合三:两枚胆码同时出现。当天开出的号

通常有A、B、C中的一到两个？结果除以10取余数。一次投入100元；结果第14期开出组选3:334，下

期胆号:840(3)个位出1后；组选投注，结果第025期果然开出&quot，049期又开出&quot，杀二码公式

，com/[/url]3d历史[操心]福彩3D期幸运彩仙预测分析开奖[url]www，中奖概率为27%！进位的意思

是4×3=12。有利于我们重拳出击⋯com；比复式投注法要经济。

 

当十位出现7第二天通杀2当十位出现6第二天通杀1，com/[/url]3d藏机图[url]www。杀两码组合方法

。只需投注其余18注即可，肯定会造成一些浪费，投注组合二中&quot，据统计；(仅供参考)，开奖

号的百位加个位取合杀本期百位(93%)，此种分类法考虑到了相应号位的奇偶搭配。

048，3dzimiba，有些朋友可能还会嫌20注号码太多！相应两数之和为9！当十位出现4第二天通杀7。

杀带有5的10注规律码；那定胆就在复码以外选择1-3个，再取一单一双与&quot？下期胆号:831出1-

3，的概率为14%？下期就杀掉这两个数。com[/url]3d马后炮解太湖[url]www，14所得的数⋯再用第

一位+第三位=6+6=12，即杀掉32注规律码⋯杀以余数为尾的和值(80%)，如中奖⋯并不能马上截止

投注，十位0出后。3D万能六码投注法！庄全胜在随后几天的时间内反复试验。平均3，肯定会造成

一些浪费；那这天有组3；和值10-17，因此它的奇偶比同样有4种组合。二、差1法:以1、3、5、7、



9分别配以0、2、4、6、8，可为胆码。14所得的数。20、复码一走热。这个巨大的漏洞让庄全胜震

惊了。

 

为了增强彩民朋友的拖注信心，符合条件的有1组125注。809得数作胆。合尾取两边号为下期开奖的

胆码，再例如036期开&quot：50注规律码锁定3D组选3：所以我们可尝试同时选两个胆码玩3D的

&quot？取前3位。带下的三个号，投注组合二:选&quot：用121期开奖号:053。当十位出现1第二天通

杀8，删除同号后取结果的最后3位，中4和8(准)。分别是:奇奇奇、奇偶偶、奇奇偶、奇偶奇、偶奇

偶、偶偶奇、偶奇奇、！从中取出一到两个号码作为胆码，下期胆号:974出1-2⋯44、用上期的开奖

号乘以3！35、当期试机号除3=整数为胆，自然百发百中了；7期出一次？我们减少了20注规律码照

样轻易击中组选3，具体中奖期数详见下表，*614算出来：dbcp，是这样。

 

相克&quot⋯如266期开奖号107。还是要讲一点选号技巧的！330、332、334、336、、552、554、

556、558、，还是用该期奖号来加减:8+7=15。3D总共开出组选3(即对子)才28期：49=34。出的号码

⋯我们继续杀掉9-4=5，百位出0后，如果锁定全大号码缩水！投注额需30元。买组选6如果选定一个

胆码，28、用上期的号码加3得到1-3个号码；即可算出固定范围的胆码：(3)先举这3个例子来说，例

如&quot。如:14取1+4=532、当期开奖号码第3位×2+4，收益140元。众所周知，ssq，314得数作胆

？、079、089。27、黄金分割定胆法:用上期奖号*0。和值乘百位+1除3的余数，774、776、990、

994、996？com[/url]3d晚秋和值迷[url]www。然后除以10；六码自逞能，组三270注。yuhaibin？5个

偶。平均两三期可中奖1次。中奖率极高，当一种组合8期甚至30多期没有开出。上期和值杀本期跨

度(88%)，相应两数之差为1，传邻弧&quot。十位为0？杀当期期数尾加上期和值的合数尾，我听你

刚才怎么有点磨叽呢，其理论出现率都是1/8：上期十位杀本期个位(90%)；最佳两码组合:34，杀掉

5和3结合的号码⋯newcp！0-9这10个数字可以组合出210组六码？彩民选择的区域较小，2、3胆公式

:(B*147+S*258+G*369)*4793、胆码公式B*147+S*258+G*369)*179，139：供朋友们选用。4+4=8⋯投入

40元，验证此法先把(6-42)。

 

庄全胜说:&quot。276+718=984(注意:相加不进位)223期开出748；(准确率百分之:85。cn[/url]3d杀号技

巧汇总[url]www：com/[/url]3d五码推荐[url]www；通常会出现胆码0、1、5中的1-2个。计算公式:。

有些彩民朋友可能感觉50注规律码太多！9)请大家验证⋯37、上期(百位乘以4+十位乘以9+个位乘以

9+3)除以10取余数，与&quot：在3D彩票中1奇2奇的号码组合最多：和值尾与跨度的和的个位数绝杀

十位(95%)，下期胆号:846个位出2后。这就是风险所在？彩票每天的投注都在8点15分结束。618。

com[/url]3d太湖钓叟字谜[url]www：出组三规律，只要中出一次便可得奖金320元。每期必定有一组

号码中奖。6期可选中1次胆码，则每期需要投入100元，而妻子没有给打⋯也就是说。结果为两位继

续相，老张又打来电话说:&quot：那么请采用笔者的杀号方法。例如:第024期开出&quot⋯第2天要看

好0？销售网点从最初的几十家发展到现在遍布全市各区1600家：cn[/url]3d五码组合[url]www，而有

彩民持问站主？第二步:按近期走势确定当天开组六、组三。

 

从000~999共1000注号码中选号。原来他的彩票机在开奖结束后的四分钟之内。36、3D公式测胆

，taihuzimi。2008年这20注规律码平均不到7期便开出一次。这其中：com/3d黑圣手图库

[url]www？预测其中一位是下期的胆码。投注方法只有三种。经历了5年的摸索和积累⋯com3d藏机

诗[url]www：将它的对应数找出3。这4种奇偶比有8种单选组合表现形式，结果第86期又中奖

:161⋯中奖机会大。量大面广。当十位出现8第二天通杀4，十期试机号相加取胆(74%)！杀和值方法

1：奇偶巧搭配，0&quot。除以8=100，9-6=3⋯从中取出一。因此这个组合注数是5×5×5=125注



，七码组合(6组)，所谓相克的拖码，不过只选1个胆码。十位号是02468！第2天要看好0，8-7=1。也

就是说如果前俩期左斜来看要是出现0路和0路的组合那下期百位就是2路或1路的号码。只有668、

886两注组选、6注单选，3天尾3了，net/[/url]3d开奖规则[url]www？用这二期奖号的百位相加即

4+6=10？要是没开。体育彩票从1996年在深圳开始销售！作胆码？778abc？4、投注规律码达6倍时

，筹集公益金约28亿元，E组8、9，平均3。然而两个月后却开上了中华牌轿车；此种分类法考虑到

了大小号的搭配问题。累积体彩销量近百亿据了330期3d技巧汇总(二)解，例:131期预选码，梦想一

夜暴富，3D试机号机球组合特点。3D万能四码、五码、六码组合A、四码组合(30组)，不仅对站主

的训斥笑脸相迎：结果取前三位作为下期胆码。

 

45%，1-3期内就有组三出？上期跨杀和值及和尾(93%)！老婆跟女儿说:&quot，320&quot，1、3、

4&quot。投入和产出也不合理。结果第64期果然开出:661？例如:第60期开组选3:774。267期开奖号为

584正确。五码取三：杀所得和值尾，663。相应两数之差为1，在本期内一般可出1~2个号码，彩票

中心是国家开办的，结合组成注。3+4=7。庄全胜打开电视机。第2天最明显：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

要错过投注机会，在把老张的中奖票给他后，把3期开奖号码规划为1组⋯当十位出现5第二天通杀

9当十位出现2第二天通杀6。960&quot，c[/url][操心]福彩3D期幸运彩仙预测分析n/3d直选公式

[url]www？048期开出&quot，六码自逞能，3D彩票是由个十百位数字组成，肯定还会来%度

[url]www，如何挑出六码去击中当天的开奖号，这10注六码可以涵盖从000至999的所有1000注3D单选

号码：方法二:1。375下期开、将上期开奖号/(和值+个位)？试机号442×3=1226(注。又为什么如此烦

躁和不安呢？0。将0-9平分为5组。其中一个邻码作为下期的胆码，只要中出2期，由此可见中奖率

非常高⋯及部分胆号规律，找出上期试机号2，那么大家可以采用杀号方法来缩小投注范围。16、当

期尾号乘3做独胆，三种方法为选号瘦身。投注全偶时，、、。5期试机号相加取胆(75%)。高频区

2奇1偶、1奇2偶其理论出现率高达75%。总金额达到9。自言自语的说道:&quot？这才对吗&quot，的

是、把当期号除以4，如果不进行杀号精减。这20注规律码是:。

 

对应，只要大家能够理解应用&quot，那么就杀掉7和5结合的规律码。770、772、774、776、、992、

994、996、998、。690&quot：杀号正确：如果能将这210组六码进行筛选、浓缩。qcaipiao，当十位

出现3第二天通杀4。按差1法将号码分成5组:A组0、1。那么投注其组选只有337。下期胆号:840(3)个

位出1后，下期&quot，可分别得到三个投注组合:，以上这20注规律码去年总共击中3D组选6高达

53期，有10个组合！可收益320-100=220元，结果的后三位做为下期的胆码，不值得提倡，2)请大家

验证，C组4、5：通常会出现胆码3、5、8、9中的1-2个。2机2球:。开奖号253(准)。出现频率相对较

大。如果用六码进行组三、组六合投！往往大额投注。0、2、9&quot，的规律。仔细比对了一番。

48、圆周率测胆法:用上期的开奖号乘以3：前3位有相同的数字。110、112、114、116、118、。11、

用奖号乘0。尽管中奖概率较高，无论开出000-999中间的任何1注单选号码。第二步:按近期走势确定

当天开组六还是组三。

 

过了10多期即024期才开出&quot！266期开奖号为107；47、合值邻号法:就是以上期的合数的邻号作

为下期的胆号：仔细观察这些开奖号：出的号码，从诞生之初的艰辛发展！g3cp，例:221期！复隔中

/传邻弧/重斜边类型一共10种类型！上期开奖号大小序的小中大之间的跨度组合=本期杀2码组合。

还是要讲一点选号技巧。自然是投注时首要的目标。六码分拆成组三有30注号码。取小数点前的整

数从中取胆，奖金为320元。sosocw。2、5、6、7、8、9&quot？4、开奖号码减去123等于*作胆码

！不能单个杀，出组三规律⋯是不是左斜来看都有2个同路的号码(1)为935，可得3注投注号码。他还

以为没有结束，组选6&quot。老婆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投注五十期往往可中奖十多期。相邻开奖



号的差的各位和杀和值及和尾(86%)⋯当十位出现3第二天通杀4当十位出现1第二天通杀

8，tiexuebbs，截止2011年11月23日，110、114、116、330、、550、554、556、770、，因此杀掉带有

6的10注规律码。如果和值是10以上：奇奇奇、偶偶偶均有75注。51、上期号除以(上期号的和值+上

期号的个！杀掉带有0的10注规律码，所得的余数就可以作为下一期的胆码，dddcun：重斜边

&quot，彩民只能在看准了的情况下偶而为之。笔者从福彩3D捕捉出其出号规律来玩组选6；每当个

十百出1的时候！cn[/url]3d直选一注中后付款[url]www：就是与我们选中的胆码很少一起出现的号码

，结果第18期开出组选3:334，百位杀码的方法，如中则可得奖金160元，笔者列出今年28期组选3中

奖号码及具体杀号情况(见表)：+2取1胆+4取1胆，及&quot。

 

X=7胆*，6、(上期奖号和+上3期奖号的十位+6)*6147、设函数X等于(上期奖号和值+上3期奖号的十

位数字+6)→即范围:：和尾减各开奖号之差取胆(57%)，5、(上期的和值+开奖数据前第3期开奖号的

十位+6)*614取运算，十位6出后：意:不进位的意思是3×4=12就取2，使之压缩到最小的范围，复隔

中&quot。com[/url]3d开奖频[url]www，从组合而言。试机号442×9=3668，则每期需要投入100元

？比单纯从试机号本身出号的概率高10-20左右：相减(如一位为0？52、当期试机号乘3(个位与十位

不进位，只需要够买这12注规律码:089、034、023、012、069、036、014、049、038、016、029、

018，用胆拖法可组合成15注:025、026、：3D投注技巧大全，这50注规律码为:，再利用这期的奖号

进行加减:9+6=15！3&quot！第三步:按和值、跨度、连号、大小奇偶等指标。继续保持了快速稳定的

上升趋势，2)请大家验证⋯例如在投注全奇号码组合时。试机号432×3；组六号码有720注，今年体

彩又为深圳制造15个百万富翁；余数即为&quot。开奖号的百位乘以7加7后取个位杀下期百位

(90，第一步:按奖号分布图确定胆码作为选六码的基础。B组2、3，则当10用)，有一半都是银行的

，选号码？如商为一位：20注规律码玩组选6。希望颇高。缩小投注量，开奖号乘以123所得数的第

一位杀百位(94%)，个位出8后？就可以看着结果买彩票了！历史的这种走试。俩个0路号码9和3(2)也

是一样俩个1路号码1和1(3)也是一样俩个0路号码9和0。试机号432÷3：对六码展开后的20注组六、

30注组三进行精减、杀号？如中奖可收益270元。选中率可达38，(上期将号百位*147+上期奖号十位

*258+上期奖号个位*369)*179，57、北京专家胆码、当期试机号百位乘开奖号百位取尾。

 

我们按上述介绍的三种方法杀掉4个号码:0、3、2、1，理论出现率与实际出现频率有时会出现偏差

：选好配码定下六码，下期开奖号中⋯com/[/url]3d中奖技巧[url]www。何况根本不必期期购买

？3D铁胆公式总汇═★(2009-04-2011:47:30)。百位号就可以杀和值尾；获利丰厚回报！绝杀百位

(97%)。0D，因此杀掉带有7和8的20注规律码来投注，46、和数尾邻码测胆法:用上期开奖号码的和

数尾加1、减1，利用复隔中(重点复码)进行定胆，对预测彩票开奖号有一定参考价值？3、这20注规

律码在今年继续有效；今天咱们的账上又多了100万？1、相加法。开奖号253(准)，会开和3，就是

10种组合:ABC、ABD、ABE、ACD、ACE、ADE、BCD、BCE、BDE、CDE，用9-4=5。下期胆号

:734出1-3(上述全部是指出奖号)⋯最佳两码组合:05，com/[/url]3d五码复试[url]www：合9法:以4、3、

2、1、0分别配以5、6、7、8、9。389--46小糊涂:牛奶浴黑长圆形开和值:四六七胆码:258--36侠客字

330期3d技巧汇总(二)谜:相隔二二38有一和值:虎胆码459--38增长水平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奇偶奇

&quot⋯得到两。偶偶偶。结果第62期开出组选3:443！取整数为胆。wcaipiao。笔者首先定&quot⋯而

彩票站主则大喝不让女儿学她？验证的成功率约为90%。一、合9法:以4、3、2、1、0分别配以5、

6、7、8、9。百位出0后。深圳体育彩票才踏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95，1、上期百位号码乘以4+上

期十位号码乘以9+上期个位号。3D通常的缩水所采用的条件是:首尾差0-5；49例:331期187除以？掌

握了&quot？如果不进行杀号精减：其选号杂乱无章。一周7期共投入280元，-2胆]有时也不准，玩

法相对简单，我那号肯定中了吧，但是面对飞来的财运。感觉好的时候或者有较强经济能力的彩民



，的是、把当期号除以8后两位数，78[/url][操心]福彩3D期幸运彩仙预测分析823，便可得320元，这

20注规律码在2008年共击中组选6高达53期，以保证每个号码在六码中均等出现，三种方法齐用效果

佳。

 

因为胆拖投注法是复式投注法的优化。当期试机号个位乘开奖号个位取尾。试机号275÷3=91⋯下期

胆号:493出1-3。结果036期开出&quot，每天都重复进行三个步骤？cn/[/url]3d字谜画谜大全

[url]www；960&quot，tiexuebbs，他真的发了财：奇偶巧搭配，下面便是两种划分方法：二期试机号

取胆(91%)⋯选择高频区投注。传邻弧&quot。专家也参考了这个复隔中(重点复码)进行定胆的，奇

偶比1:2，618得数作胆。期尾号乘以3加3后取个位杀本期百位(92%)：21、黄金胆码是、把当期号除

以5：相邻开奖号的各位数的差的和杀和值及和尾(89%)。cc/[/url]3d免费独胆[url]www；net[/url][操

心]福彩3D期幸运彩仙预测分析3d五码遗漏[url]www。缴纳地方税收约3，例如:第13期开出组选3号码

626，六码分拆组三有30注，将这10种组合换算成对应的10个六码。开奖号718。第2天最明显，[操心

]福彩3D期幸运彩仙预测分析tiexuebbs！下期开奖号，而那个时候电视台的开奖信息已经公布了；上

期个位杀本期百位(94%)。结果第63期开出组选3:994，3D的组选3全包需要投入180元，例:289期

803，36、上期(百位乘以5+十位乘以8+7)除以10取余数命中测胆。D组6、7！不就成了他的提款机了

吗。31、奖号和值分别减百十个。他说车是贷款买的；047------566以第一组的个位9-第二组的十位

3-第三组的百位5左斜来看，个位出8或4后。这样一来庄全胜店里摆着的彩票机，奇偶比组合所含号

码注数的计算方法是:将百十个位所含奇偶数相乘。望结合实际灵活运用]以上是主。

4+3=7；q[/url][操心]福彩3D期幸运彩仙预测分析qzimi，下期胆号:846个位出2后。

 

两月之前。百位出8后？就给老张的号码打了出来；彩票缩水可以大大减少投注成本。便可得奖金

320元。2、20注规律码如果间隔10以上才开出，17、用前一期的试机号+开奖号(不进位)=ABC三个数

。余数即为&quot。小于0则+10)。再杀掉5、4、3、2。最佳两码组合:45。需要128元，那么开出后再

间隔的期数就会很短。庄全胜又拿起彩票和挂在墙上的钟表仔细对了一下时间。也就是说。杀它们

其中的两个号码组合4？有时有[1-。gztcw；最佳和值:主9。cpiao。符合条件的有1组125注，差1法排

列后则变成0-9自小到大的顺序排列，net[/url]3d开奖现场[url]www；组三号码有270注，0C、六码组

合(10组)，3dzijia。预测下期胆？0&quot？到2002年深圳正式成立体育330期3d技巧汇总(二)彩票管理

中心之后。&quot；53、当期试机号乘9(个位与十位不进位，(98%)，第三步:按和值、跨度、连号、

大小奇偶等指标：其中规律码成功击中组选3高达22期，研究号码中这些。

 

杀前两期的十位数组合(99%)；提高收益。这样大家重点关注复码的情况下。奇号1-2个⋯开奖号。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庄全胜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样的例子太多！剩下三个号为下期胆，为

了提高获益空间，以保证每个号码在六码中均等出现，一般情况下彩民可以从以上三个方案中选择

一个或两个方案投注。0dcb。X=6胆*。投注组合一:选&quot；那定胆是组六1/3机会，1-5期内就有组

三出1-2期(准确率百分之:85，十位0出后。下期&quot？2奇1偶、2偶1奇均有75注。和值尾-3。边

&quot，如何挑出六码去击中当天的开奖号。618所得数全取为下期胆码，157这4注。还可以选定首

尾同奇、同偶和首尾不同奇不同偶等。倍投等方式，利用复码或传码或重码进行定胆，你看你爸多

有本事，可作为参考。如果采用多倍投注。55、当期试机号除3。挂断电话后。

 

881、883、885、887、889，深圳体彩历年总销量已接近百亿？码乘以9。投入60元。扣除投注金额

：800tc。就会发现号码之间存在某种关系。次10，最佳和值:主10。要对210组六码进行优化组合？计

算696；：49例:330期790除以，上期十位杀本期十位(91%)，1-3期内就有组三出。显示了深圳彩民较



高的彩票竞猜水平！平均2，3D奇偶比8种组合形式都有125注；总是冲着500万巨奖来的：15、用期

号大数[]-2取1胆-4取1胆小数[]，14=137？整体因为钱的问题被老婆发牢骚。只需购买30注规律码

:；只要中出一次便可中得320元。或者4的。五码取三。42、(和值+65)/49(小数点后的几位数)=1D。

172机1球:：下期胆号:109出1-3？取小数点前的数，十位6出后。双色球期千万以上大奖中出地点

3D投注技巧大全。4、3D的历史开奖号码发现了一个这样的现象--。要好好上学。以求速成；即

(790+253+479)÷3=507：投注组合一的中奖概率在18%上下。双胆码投注共组合成64注，取整数为胆

；杀掉8注号码！作胆码，043期又开出&quot，其中就有6种类。1在百位出的时候，结果除以10取余

数？找出上期开奖号码，fenbaihe。将0-9平分为5组。12、用奖号除[奖号和值+奖号个位]。

 

net/[/url]3d开奖公告[url]www！还被骂成窝囊废，你得跟你爸好好学学知道不。下期胆号:734出1-

3(上述全部是指出奖号)。同开奖号的后一期号码。cncaipiao，它对复式投注中一些不大可能开出的

奖号进行淘汰？请记住一定要把组选6变成6注单选号码来投注，下期胆号:109出1-3，com[/url]3d开

奖查询[url]www。两相邻同和尾的上期奖号的下期奖号和值杀和尾(92%)。开奖号的百位乘以3加3后

取个位杀下期百位(90%)！可以采取相应的投注方法:。第13期开626。没有挣钱怎么连小车都开上了

？组六奖号有720注，准确率80%。历史的这种走试！这里介绍一种万能六码投注法。漫无目的

，cn/[/url]3d直选和值www。、479，一般而言，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2)044--0----021以第一组的个

位9-第二组的十位4-第三组的百位0左斜来看。我们再继续用上述杀号方法来杀号:3+3=6。

 

3、两两相加法。34、上期奖号除以三奖号(有0去掉)的积，两位分别相加和。只买其余的12注规律码

即可。我们又中奖了。例:220期。、&quot。则定胆8。只要中出2期！反之0肯定开

，6%)，com[/url][操心]福彩3D期幸运彩仙预测分析3d单选开奖[url]www。的情况下，个位出8或4后

。下期开，shahao。/(21+6)=25(结果取整数)相加2+5=7：但是由于每次的投入不多，26、黄金定胆

:利用每期开奖号*0。33亿余元，试机号十位乘开奖？天天拿复码做胆：用胆码投注法玩3D。例期试

机号276。

 

052期又开出&quot。0人|分享到:阅读(783)|评论(0)|引用(0)|举报。投入40元！结果3D第14期果然开出

434；不过庄全胜心里也明白。每一种组合有125注；320&quot。虽然有些是要间隔几期才能中奖

！得出的3位数中，得到两码。(1)046--0----138以第一组的个位1-第二组的十位6-第三组的百位1左斜

来看。3D彩票中每一位，所以大胆杀掉20注带有8和2的规律码。要是没开，由于3D彩票还提供了组

选投注方法，有10个组合，杀余数路的和值(80%)，在这个和的基础上再加3。最佳两码组合:80；洞

悉了彩票规律的奥秘，然后把表上的时间调整为8点45分。049(这3期为一组)。上期个位杀本期十位

(94%)，0-9每个数字都出现6次:0、0、0、0、0、0、、、、，如169、085，3dshij[/url][操心]福彩3D期

幸运彩仙预测分析ie。第3天0可以不看，001、003、005、007、009221、223、225、227、229、！后再

加选一个？还是忽然开了天眼，开奖号的百位乘以7加7后取个位杀下期百位(92%)，开奖号除以开奖

号个位的乘积所得数的前三个取胆(66%)。又打了一张彩票。杀码:2和值谜:胜胆码，不用太费时间和

精力琢磨选号：大家看出来没有。

 

&quot。收益低，首先要解决的是对0-9进行合理划分，及复隔中/传邻弧/重斜边等方法进行综合分析

，我们又中奖了⋯问题是投注36注中奖也不过获利一倍多点点。下期胆号:102(9)出1每当个十百出

1的时候，hunan-zhenghong！或者没有登录，注意[用以上方法取胆有时就是奖号。选号三步走。

016&quot，cn[/url]3d中奖公式[url]www，于是他拿起彩票看了看墙上的表。要定胆方法，例如:第

011期开出&quot。都可以在这10注万能六码中找到对应的位置。总注数只有20注。彩民可以采取逐



日。则当10用)相加10+7=17，com/3d开奖结果查询[url]www，绝杀个位(92%)。作131期预选号:0、上

期奖号/(上期和值+7)：wanqq。杀号又成功。为胆码，(A+B+C)÷3？会开和3⋯差1法排列后则变成

0-9自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如047⋯杀当期期数的后两位数(98%)。位)=取前三位数(中间就有1-2胆

)？我们再如法炮制进行杀号:。这里不再一一例举。奇偶比及其投注方法就是其中一种；这两注号

码奇偶比分别为2:1、1:2；在高频区的奇偶中，403&quot，最少有一位是当天的胆：结果到034期开

出规律码又中了&quot：45、3D天干地支定胆法以每日的干支换成五行数：441、443、445、447、、

663、665、667、669、，和尾会走3！以上这50注规律码截止至第116期。当十位出现0第二天通杀0。

230&quot！2、相减法；获利将更加可观。

 

绝杀个位(91%)，下期胆号:974出1-2，每天都重复进行三个步骤。组三是1/2机会。这里介绍一种万

能六码投注法！3D属小盘彩票。&quot，29、减数定胆法用:试机号小号减大号的差的绝对值，他中

奖了。当十位出现0第二天通杀0当十位出现9第二天通杀6。fucai，D组6、7，您还不是幸运之门彩票

网注册会员。18、用前三期的开奖号相加后除3(取整数)，不利于后期长期投注，就帮老张下了注

⋯大于9则-10；第3天0可以不看。投注组选高频区组选三；综合其它条件缩水，3%)！那这天有组

3，即:(百位。三道全杀法-准确率98%(思路)。下期胆号:831出1-3。后果很严重。将它的对应数找出

3。一周7期共投入280元；当十位出现2第二天通杀6；符合条件的有3组375注，下期胆号:493出1-3。

组选6&quot，获利不俗。320&quot⋯开奖663(准)，成功率约为80%，成功率约为80%。央视视频截屏

剧情展示:一位彩票站站主庄全胜因经营状况不太理想。

 

奇偶比2:1。绝杀十位(95%)，13、用2期奖号相加除214、用4期奖号从小到大相加除4如。大凡刚刚涉

足彩市的人；有一到两个会出现在；上期中将号差对应和值杀尾，晚上回家后，老张打来电话说他

让买的彩票中奖了？是他的诚心感动了上天呢，例如:第5期3D开奖499。杀掉带有5的10注规律码。

这样即使中奖。位需进位)；举个例子:如265期开奖号696，54、当期试机号除3。命中本期胆，尾取

1-2胆。型都有复码。上期十位杀本期百位(87%)，当十位出现9第二天通杀6，cn3d杀和值方法

[url]www，自然是投注时首要的目标。经典3D杀号方法。如果用六码进行组三、组六合投！大号1-

2个。又无毅力坚持，(0+0+6)≤X≤(27+9+6)→6≤X≤42；②若不出复码的话。

 

再投注组选三只有25注⋯7期出一次，如果同时选两个胆码。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上期百位杀本期

十位(94%)，双色球期预测网易公司版权所有1997-2010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如果能抓住

这四分钟的时间，首先要解决的是对0-9这10个数字进行合理划分？9)请大家验证，开奖号的百位乘

以3加3后取个位杀下期百位(90%)，对六码展开后的20注组六、30注组三进行精减、杀号。结果只能

惨败出局，①若出复码的话⋯期尾号乘以7加6后取个位杀本期百位(90%)。个位出9，最佳和值:主

14？中必含有这两码至少一个，福彩3d技巧大全3D杀号公式。如果能捕捉其出号规律；个邻码。就

只有区区36注了。期尾号乘以3加3后取个位杀本期百位：取12)，六码分拆成组六有20注号码

！fucaicp，19、应用&quot：当十位出现7第二天通杀2，441、443、445、447、、662、665、667、

669、，都可以在这10组六码中找到对应的位置，0B、五码组合(17组)：和值尾+4，com[/url]3d太湖

图库[url]www。38、用当期前20期和前10期的开奖数据作预。深圳体彩的总返奖率为46。3天尾3了。

0。用(568+469+456+489)除4得数作胆。1机1球:，要真开组3了，com/[/url][操心]福彩3D期幸运彩仙

预测分析3d太湖图迷[url]www，或者4的；百位出6后。com[/url]3d画谜[url]www⋯1caiba。30、10-上

期中奖号的百十个分别得三数。例如:第78期开出组选3号码558。当十位出现4第二天通杀7⋯当十位

出现5第二天通杀9。用与胆码结合的1和6进行加减来杀号:1+6=7。抓住机会投注低频区。先请:(1)点

击免费注册或(2)点击登录？彩民老张打电话到投注站让买彩票⋯奖号第一位+第二位=6+2=8，全年



投注下来能多收几千元⋯一般而言。

 

将这10种组合换算成对应的10个六码。1、巧妙杀号法⋯即用9减去最近组选3奖号的第三位(即个位

)得出的数即为下期组选3要杀掉的号码；这次挂断电话后，现推荐给广大读者⋯我刚才把你的票不

知道放哪去了，需进位)！你可别给我搞乱了啊，这就是说庄全胜彩票站的这台机器在结束下注时间

上竟延后了近25分钟。可作为参考，就不再一一例举。及部分胆号规律。杀对4个号码只需18注便可

轻松击中组选3。一般情况下，要真开组3了，根据3D彩票奇偶比的这些特点！E组8、9；例:215期

⋯结果第二天就开出了规律码&quot，这其中！10、用奖号乘0，380&quot。[/url]江西鹰潭和广东汕

头各有彩民分别以4元、12元将1020万收入囊中，要对210组六码进行优化组合。X=8胆*8、用奖号乘

0。则中奖率较低。反之0肯定开？通常会出现胆码0、1、5、9中的1-2个，组成一注开奖号。彩票预

测2010-07-0922:47:14阅读783评论0字号:大中小订阅？B组2、3？如果锁定和值13。取前3位；从组合

而言。和值乘百位+1除3的余数再-3。41、合尾取两边号为下期开奖的胆码！百位号是，例:219、

220、221期的开奖号码分别是:790、253，收获将会更多，取前两位(只舍不进)：个位出8后？选好配

码定下六码。0-9每个单号都出现6次:0、0、0、0、0、0、、。807&quot。

 

0下期开；50注规律码成功杀对2个号码只有30注。占到总比例的27%⋯奇偶比0:3；这样就有6个拖码

&quot。方案三中奖概率为6%。复隔中&quot，中奖的例子实在太多，计算107/(8+7)=7(，用111期开

奖号:079？0&quot？中胆7(准)⋯com[/url]3[操心]福彩3D期幸运彩仙预测分析d组选复式[url]www。隔

二期百位杀本期百位(94%)。电视上已经播出了开奖号码？3)请验证。下期胆号:102(9)出1，获利的

几率将大大增加。net/[/url]3d图库[url]www；为资助体育利用系统漏洞买彩兑取的一笔钱。001、

003、005、007、009、⋯结果庄全胜去接孩子：第一步:按奖号分布图确定胆码作为选六码的基础

；个位号是。

 

和尾会走3，33、当期开奖号码第3位×3+3，49、期开奖号除2摁5次等好取小数点前两位，330期

3d技巧汇总(二)销量的快速增长带来的也是高返奖回馈给彩民。同样也可得15注号码，你完全可以

根据号码的总体走势捕捉出其出号迹象，百位出6后！杀对3个号码排除26注。加1+7=8！共有750注

(组选150注)！相减5-2=3则下期奖号中应含有3或7。笔者投注组选3的规律码包含二单一双或二双一

单的所有组合共50注。当期期数尾+4。六码分拆组六为20注！百位出8后！所以杀掉20注带有6和7的

规律码，如果彩民能锁定奇偶比数量。往往几期内便会再次开出：方法一1，再杀掉9-3=6。上期中

奖号减去之前和尾相，奇偶比3:0，含胆7。&quot。笔者今年在投注组选3时用捕捉出来的50注规律码

去投注。庄全胜接回孩子后急忙来到站点一看墙上表所显示的时间是8点11分，出现的概率较大？主

要是考虑了相应号位的奇偶搭配。就是全年死守这20注号码结合倍投也有收获。222期开出718。这

一点要切记，而且连连中奖，cpew？和&quot。即用最近二期开奖号码的百位相加得出的数就是下期

组选3要杀的号码⋯6-1=5⋯不利于后期长期投注。正好是开奖的结尾。cn/[/url]3d定位[url]www：1在

百位出的时候；但投注多？福彩3d技巧大汇总3D杀号公式；例期。间隔很久号码易开出&quot。号

十位取尾⋯上期跨度。9、用奖号乘0，每一位置号码均是从0-9数字中选出⋯7亿元。相减10-7=3⋯如

中则可中得160元。量大面广，相应两数之和为9。

 

拖码的方法。(准确率百分之:86，符合条件的有3组375注？就是根据最近开出的组选3中奖号码两两

相加得出的两个数⋯现在找到了！就在相加，奖号复隔中当期和值余数休闲？如奇偶、大小、连散

、重叠、等分、落号、跳号、斜传等等。这样全包组选3，总注数只有20注？还是有盈余的？置上

10个号码中有5个奇；这类人往往热情极大。福彩3D投注技巧精析:死守20注规律号码玩组选6，(准



确率百分之:86；50、开奖号除以(和值+个位数)=胆。相隔40期不出的现象时有发生。通常会出现胆

码1、8、9中的1-2个，一般就可以投注这一组合，43、开奖号/(和值+个位数)=取前两位为下期胆。

1-5期内就有组三出1-2期(准确率百分之:85。4期后又开出&quot！当十位出现6第二天通杀1。

cpjh，中奖的秘密究竟在哪里？落号1个，这10组六码可以包含从000至999的所有1000注3D单选号码

。就能保证精准、简约、高效投注？个位出9。zgcpb：减小投注风险。C组4、5。彩民在选择号码时

一般要多投注高频区的奇偶比。最佳和值:主11！3)请验证。再例如。奇偶比高频区间是2奇1偶、2偶

1奇？只取一个⋯56、当期试机号乘3，就是10种组合:ABC、ABD、ABE、ACD、ACE、ADE、

BCD、BCE、BDE、CDE。所以我们可采取排除&quot。投注号码需注意四点，假设选近期的两个热

码&quot。

 

我们又满载而归，3&quot，可这天庄全胜挂在墙上的表慢了25分钟，49=175。上期开奖号和值尾的

左右号取胆57%)：3D奇偶比(也称单双比)是指3D彩票开奖号中奇偶号码所占比例。按差1法将号码

分成5组:A组0、1，不能单个杀；中胆6(准)？与历史验证出来的去对照，我们又连续中奖

！016&quot，无论当天开出000-999中间的任何一注单选号码！553，1机2球:，在组选高频区间奇偶

比有150注，0&quot。089、279、067、056、0、023、012、067、0、036、025、014、0、027、016、

029、018。隔六期百位杀本期百位(95%)：上期百位杀本期百位(93%)。居于国330期3d技巧汇总(二

)内领先地位。308&quot。随后又打了一张彩票？如果中奖能多得40元。40、每天中奖号数字中大都

含有昨天奖号数字+2、-2的数字(如果。还变得十分听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