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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技巧：找出纪律后巧选质数 在双色球的33个红球号码当中，想知道双色球多少个数字。其

中只能被号码“1”和本身号码整除的一些号码被称之为质数号码。质数号码有12个： 01、02、03、

05、07、11、13、17、19、23、29、31。一般情状下，双色球多少个数字。每期双色球开奖的红球号

码中普通会往往展示1～3枚质数号码。学会技巧。实际下去讲，找出规律后巧选质数。每期所开出

的质数号码数量为(33/12=2.7)约为2个。例如：听说双色球杀号技巧。第期～期中，均匀每期多展示

了2个质数号码。想知道数字圣手双色球。基础上切合其实际展示的数量。你知道[双色球]技巧。

 

每期均匀出2个质数

 

 

双色球走势图讲解,彩票段子 (发表文)
依据以上数据能够看出，在每期双色球的开奖号码中都会展示质数号码，双色球走势图讲解。而质

数号码在数量上并不是显得那么多，你知道

 

双色球蓝球杀号 12种杀号法锁定双色球蓝号 中奖率骤升至90%以上

 

听说双色球多少个数字。它为我们在选号上提供了必然的补助，双色球号码走势图。所以在选择红

球号码的时刻，我不知道双色球中三个数字。必然要关怀其所选的红球号码中能否有质数号码的生

计，另外所选的红球号码中所含的质数号码数量，。质数号码的数量尽量连结在两个左右。看着福

彩网双色球预测。要是质数号码在一端时期总保卫在一个或多个的时刻，双色球杀号技巧。在前期

可在数量上作适当的调整。

 

07 + 02 = 09 出号范围（05＿13）杀奇余0（12）
以17区分大小荟萃

 

由于每期开奖的红球号码在奇偶和大小的比例上通常以4：2、3：。3、2：4的情形展示较多，所以

在每期选择红球质数号码的时刻，双色球中三个数字。还须要商酌红球号码的奇偶、大小的比例题

目，而红球的质数号码在惯例情状下展示的数量为2个，相比看双色球多少个数字。所以在简直选取

红球质数号码的时刻，双色球走势图讲解。可将质数号码区分为两大荟萃区域。你看双色球。以红

球的质数号码17为大旨号码，找出规律后巧选质数。红球的质数号码从号码的大小码下去分，质数

的小数号码有01、02、03、05、07、11、13共7个，质数的大数号码有17、19、23、29、31共5个。质

数的小号码(01、02、03、05、07、11、13)为一个荟萃，双色球杀号技巧。 质数的大号码(17、19、

23、29、31)为另一个荟萃，这两个荟萃之间的质数号码能够造成孤独一边的组合展示，质数。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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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造成两边交错散乱的质数组合展示，但所展示的质数在总量上普通不会胜过3个，普通以2个质数

号码为主。看看技巧。

 

找出纪律巧选质数

 

双色球数字分布
如当期在质数的小数阵营内里选择了3个小质数号码，找出。手机彩票。那么就能够不再选大数号码

的质数;反之大数的质数号码多选了，小数的质数号码就不必在做商酌。你知道双色球数字范围。异

样还能够从同尾码的系列中去商酌质数号码，我不知道规律。也就是说，学习双色球。欺骗同尾码

的原理，双色球杀号技巧。可将质数的大小号码结合起来选取。如选同尾号码3，可商酌同尾码中

03与13、23举办结合，想知道双色球数字分布。另一个号码非质数号码就不做商酌。同理，在选择

同尾号码07、19的时刻，也能够商酌与质数号码17和29，双色球走势图讲解。循序类推举办质数号

码的选取。最为有用的手段是对上期红球的质数号码举办领悟，看其能不能作为反复号码展示，如

能做反复号码展示，听说数字圣手双色球。只消在选出另外的一个质数号码即可，反之就当作杀号

举办排斥。最终选取质数号码的关键是从上期或上几期的号码中判断出所要的质数号码，选好质数

号码之后，听听[双色球]技巧。再结合其它所选的号码举办组合就能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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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司佳怡在这里为彩民朋友提供5种双色球的杀号秘招，减少选号范围，有效的拿下投注号，可以

帮助彩民更早的拿下大奖，感兴趣的不妨试试：,第一，利用减法杀号。减法杀号即利用上期开奖红

球每两个号码相减的绝对值作为下期杀号，同时也可以利用上两期顺序开奖号码一一对应相减的绝

对值作为下一期杀号。另外，也可以利用上期开奖的红球号码减去蓝球号码的绝对值作为杀号依据

。,第二，利用断区杀号。断区在号码中是一种经常出现的，特别是按照17定盘中位，左右各均分两

区，构成01-08、09-16、18-25、26-33这四个区间的时候，断区就更容易发生了，通过断区来杀号是

非常有利的。,第三，利用最近三期奖号来杀号。可以考虑重复号的个数，在上期开出的6个号码中

删除号码。隔一期号码大多数情况下为1个，通过确定1个隔期号，可以把隔一期号码中的其他号码

杀掉。同理，对间隔两期的号码，也可以排除掉3-4个。,第四，利用质数杀号。双色球的质数号码一

共有12个，分别是 ：02、03、05、07、11、13、17、19、23、29、31和33，一般情况下，每期质数号

码会开出1-3个，每期可考虑4个质数号码，把剩余的8个质数号码排除掉。,第五，空行空列杀号。将

双色球的33个红球号码分为6行6列，只要判断出哪一行或哪一列出现空缺，便可化33选6为27选

6，然后结合以往的开奖趋势的习惯及近期的开奖情况进行分析。在实战中发现2行2列、2行1列或

2列1行、3行2列或3列2行出现空缺的情况占有极大的概率，掌握好最佳的切入点，便可杀掉双色球

红球一半的号码组合。,转载请注明来源：,,[双色球]技巧：找出规律后巧选质数 在双色球的33个红

球号码当中，其中只能被号码“1”和自身号码整除的一些号码被称之为质数号码。质数号码有12个

： 01、02、03、05、07、11、13、17、19、23、29、31。正常情况下，每期双色球开奖的红球号码中

一般会经常出现1～3枚质数号码。理论上来讲，每期所开出的质数号码数量为(33/12=2.7)约为2个。

例如：第期～期中，平均每期多出现了2个质数号码。基本上符合其理论出现的数量。,每期平均出

2个质数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每期双色球的开奖号码中都会出现质数号码，而质数号码在数量

上并不是显得那么多，它为我们在选号上提供了一定的帮助，所以在选择红球号码的时候，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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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其所选的红球号码中是否有质数号码的存在，另外所选的红球号码中所含的质数号码数量，质

数号码的数量尽量保持在两个左右。如果质数号码在一端时期总维持在一个或多个的时候，在后期

可在数量上作适当的调整。,以17划分大小集合,由于每期开奖的红球号码在奇偶和大小的比例上通常

以4：2、3：3、2：4的情形出现较多，所以在每期选择红球质数号码的时候，还需要考虑红球号码

的奇偶、大小的比例问题，而红球的质数号码在常规情况下出现的数量为2个，所以在具体选取红球

质数号码的时候，可将质数号码划分为两大集合区域。以红球的质数号码17为中心号码，红球的质

数号码从号码的大小码上来分，质数的小数号码有01、02、03、05、07、11、13共7个，质数的大数

号码有17、19、23、29、31共5个。质数的小号码(01、02、03、05、07、11、13)为一个集合， 质数的

大号码(17、19、23、29、31)为另一个集合，这两个集合之间的质数号码可以形成单独一边的组合出

现，也可以形成两边交叉错落的质数组合出现，但所出现的质数在总量上一般不会超过3个，一般以

2个质数号码为主。,找出规律巧选质数,如当期在质数的小数阵营里面选择了3个小质数号码，那么就

可以不再选大数号码的质数;反之大数的质数号码多选了，小数的质数号码就无须在做考虑。同样还

可以从同尾码的系列中去考虑质数号码，也就是说，利用同尾码的原理，可将质数的大小号码结合

起来选取。如选同尾号码3，可考虑同尾码中03与13、23进行结合，另一个号码非质数号码就不做考

虑。同理，在挑选同尾号码07、19的时候，也可以考虑与质数号码17和29，依次类推进行质数号码

的选取。最为有效的方法是对上期红球的质数号码进行分析，看其能不能作为重复号码出现，如能

做重复号码出现，只要在选出另外的一个质数号码即可，反之就当作杀号进行排除。最终选取质数

号码的关键是从上期或上几期的号码中确定出所要的质数号码，选好质数号码之后，再结合其它所

选的号码进行组合就可以了。,双色球分析：从出号频率看冷热转换,我们在选取奖号时习惯把号码分

为冷号和热号。界定冷热号的方法通常是由近一时期的号码给出频率来确定，给出频率高的为热号

，给出频率低的则为冷号，这已成为选号时区分冷热号的主要技术依据。但我们在选取奖号时不应

只把目光放在已开出的冷热号上面，而应把更多的目光及思路投向冷热号的转换上。这样我们在预

测上才能准确把握奖号给出的重点区位。,如何预知冷热号转换呢？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号码不可能

永远走冷，也不可能永远热出，在近一时期中双色球的出奖给号就足以说明这一道理。,从双色球总

给出频率看，给出频率达到或超过35次的号码共4个；给出频率在30至35次的号码共13个；给出频率

在25次至30次的号码共9个；出现频率不足25次的号码只有7个。从总的给号频率看，给出次数超过

35次为最热，给出频率在25次以下的号码较冷。这其中全盘最热号码为17号(出现38次)，最冷号码是

15号(出现19次)。从全盘的奖号给出频率次数上可知，出现25次至35次的奖号最多，已成为近期出奖

给号的主流。但我们通过出号频率不难发现，任何一个热号都是前期冷号转换过来的。每个热号都

曾经有着不同的走冷期段，如全盘近期出现频率较高的12和13号。12号在04044期之前也是全盘中的

两个冷号之一，可在近期出现频率极高，已成中数区的主打热号。29号情况也是如此，在04038期之

前只出现过11次，是全盘最冷号码之首，出现次数也最少，可就是这个冷号之首，从04038期始热出

，出球频率竟达24次，变成近30期的最热号码。,另外由冷变热的号码还有16、23、25、27、28等

，上述号码均为前期较冷号码，都在近期热出。,前期由热转冷的号码有以下几个：09、17、18、

26、30号等，上述号码均为前期段中的热号，而近期出现次数极少，已转为较冷号码。如17号，近

20期中极少给出，给出频率为 0。还有30号，近期出现次数极少，32期中只弹出一次，成为近几十期

给出次数最少的号码。,从上述数据中可看出，任何一个号码绝不会永远热出，冷热转换是必然的规

律法则，我们在选取奖号时不应把目光只锁定在热号身上，还应关注前期冷号的复苏及热号的衰竭

，只有冷热兼顾，才能在选取奖号时面面俱到。,何为&ldquo;交叉覆盖组注&rdquo;法,首先，选择最

有可能中奖的号码组成4注单式彩票（选择20-28个号码），因选择的号码多，比较容易圈定5-6个甚

至7个中奖号码。,然后，将每注前3个号编为前1、前2、前3，将后4个号编为后1、后2、后3、后

4，按一注的前1加另一注的后2、前1加后3、前1加后4、前2加后1、前2加后2⋯⋯交叉组注，全部交



叉换位组成12注新的单式彩票。,接着，将每注号码的1、3、5、7位编为前1、前2、前3、前4；将2、

4、6位编为后1、后2、后3，再全部交叉换位又组成12注新的单式彩票。,最后，两次交叉换位再加上

首选的4注，总计28注可以全部投注，也可以进行必要的筛选，因为初选号码时如果少于28个号，首

先组成的4注基础号码之中，肯定有重复使用的号码，交叉换位过程可能有7个号码完全相同的重复

注，应当删除，也可能有不太可能出现的组合，都可以删除。,应用此方法的关键是：选择20-28个号

码应最少含有5个中奖号码，并应集中在首先组成的（4注基础注之中的）2注之内。如果选中了7个

中奖号码，奖号分散也可能中小奖。当然，28注彩票的覆盖面积太小，彩民可以继续用按位分割的

12注彩票按前4后3分割，再交叉换位组成132注，覆盖面就大多了，保本略有盈利的概率高于30%,双

色球号码分析：深入了解和数值意义,在各种数字型彩票中，和值是大家经常参考和关注的一个技术

指标，但多数彩民都只是,在开奖后略微了解一下，或是在开奖前大概估计一个范围，而并没有真正

地仔细分析和值变,化特征及其内在本质。若是你对自己经常参与的彩票游戏过去的中奖号码加以研

究，你就能,发现一个趋势：随机摇出的数字或多或少地倾向于在整个数字群中均衡分布，而中奖号

码的,数字和值都倾向于在同一个数值范围以内。所以我们在决定购买一种彩票前，一定要了解哪,些

范围是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同时尽量去回避那些出现几率较低的范围。,双色球红球共有33个待选数

字，且每次摇奖仅产生6枚正选号码，这就决定了双色球开,奖号码的最小和数值为21点，即开奖结

果为01＋02＋03＋04＋05＋06，而6个奖号的最大和,值则为183点，即奖号为

28＋29＋30＋31＋32＋33，并且它们只有各自唯一的一注结果与其,和值相匹配。在33选6型的彩票游

戏中，中心和数值为最小值21点加最大值183点再除以,2后得102点，通过计算我们得知，在33个号码

全排的注组合中，共有注符,合中心和值102点，而和值符合101点和103点的组合各有注，和值符合

100点和10,4点的组合则各有注，我们依次将所有和值及其所对应的组合注数进行二维排列，便得,到

了一张完善的钟形曲线图表。其中102点位于曲线的中央顶点，21点和183点则位于曲线,的两个底端

。,我们通过对大部分数字彩票游戏进行比较后发现，在它们各自的中奖号码当中，70%以,上只对应

着所有和数值的27%或28%。如：在双色球彩票中，全部的号码组合为注,，其中有注号码的和数值

届于79至125点之间，也就是说，28.8%的和数值对应了71.9,%的组合注。那么，实际的开奖结果又是

如何呢？在已知的150期双色球摇奖结果中，最小,的和数值为41点，最大和数值为150点，大于125点

与小于79点和值的结果共有48期，而,和数值在79至125点之间的共有102期，占全部结果的68%，与

70%的临界值仅相差两点,，这不仅验证了我们前面提出的观点，也说明在近期内，双色球红球开奖

号码的和数值还会,主要集中于79至125点之间。,了解和值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圈定投注范围上，而且

对于我们的选号也有很大帮助。现在,许多彩民朋友都采用复式进行投注，但在这些复式组合中有许

多是不科学的，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一种复式和值检测法来进行有效地校验调整。我们只需将要购买

号码的个数乘以16.5所,得数值，与要购买号码的和值相比较即可，若它们相差的绝对值在5点以内

，则说明该复式,组合是基本上合理的，反之，就说明我们要适当地调整要购买的号码了。,双色球分

析：连号与多期重号后断区现象,说起双色球的特征与规律，我们常常想到一些与数字相关的数据

，如尾数、奇偶比、余,数等，这些数据在某一时段中的特征及规律性非常明显。一些资深彩民对某

个时段中的特征,与规律非常敏感也非常倚重，在选取号码时往往把这些与数字相关的数据及走势特

征当作首,要参考依据。,但这种选号方法过于片面也过于依赖数据的支持了，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按

其法推得出,的号码并非全出，而一些数据并不支持的号码却往往弹出。,造成这种选号结果的首要原

因是我们选号时取得的技术手段不够全面。因为选号不光要,参照各种奖号给出的数据，还应重视在

奖号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就是我们常,说的奖号相生相克现象。这种因果关系在通常

情况下为期段中的现象。任何一种相生相克的,数字或奖号都不是永远的，因果关系也是如此，它只

是在某一期段中表现较强的一种现象而已,，不会成为永恒的定理。 比如在近一个期段，奖号给出走

势中就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每当连号与多期重号单独或交叉出现时，就会有大的奖号拉空间隔或



出现断区。如04062期,至04066期中，当大数区出现了27、28、29三连号和27的多期重号后，小数区就

连续出现,两次断区；当27号多期重复并与23、24、25交叉出现后，接着的04067期全盘走势便出现,了

大的拉空间隔；当04060期的11号结束了多期重复后，紧接着的04061期小数区出现了断区,；在

04052期29号结束了多期重复后，中数区在04053期就出现了断区现象；在04043期1,0号多期重复后出

现了今年以来全盘走势中最大的拉空间隔；在04045期出现26、27、28三,连号后，中数区即出现断区

；在04041期的29号多期重复后，大数区也出现了断区；在0403,1期中，中数区给出连号19、20、

21，在接下来的04032期中就出现了15至31的大拉空间隔。,上面列举的这些奖号走势现象，在近一期

段中很有规律，关注这种现象和因果关系，就,等于掌握了近期特征规律所在，对今后几期再出现连

号或多期重号后选号很有帮助。按近期,规律特征，应特别留意中数区和大数区有大的拉空间隔和出

现新的断区现象的发生.,新浪体育讯说起双色球的特征与规律，我们常常想到一些与数字相关的数据

，如尾数,、奇偶比、余数等，这些数据在某一时段中的特征及规律性非常明显。一些资深彩民对某

个,时段中的特征与规律非常敏感也非常倚重，在选取号码时往往把这些与数字相关的数据及走,势特

征当作首要参考依据。,但这种选号方法过于片面也过于依赖数据的支持了，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按

其法推得出,的号码并非全出，而一些数据并不支持的号码却往往弹出。 造成这种选号结果的首要原

,因是我们选号时取得的技术手段不够全面。因为选号不光要参照各种奖号给出的数据，还应,重视在

奖号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就是我们常说的奖号相生相克现象。这种因,果关系在通常

情况下为期段中的现象。任何一种相生相克的数字或奖号都不是永远的，因果,关系也是如此，它只

是在某一期段中表现较强的一种现象而已，不会成为永恒的定理。,比如在近一个期段，奖号给出走

势中就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每当连号与多期重号单独,或交叉出现时，就会有大的奖号拉空间隔或

出现断区。如04062期至04066期中，当大数区,出现了27、28、29三连号和27的多期重号后，小数区就

连续出现两次断区；当27号多期重,复并与23、24、25交叉出现后，接着的04067期全盘走势便出现了

大的拉空间隔；当04060,期的11号结束了多期重复后，紧接着的04061期小数区出现了断区；在

04052期29号结束,了多期重复后，中数区在04053期就出现了断区现象；在04043期10号多期重复后出

现了今,年以来全盘走势中最大的拉空间隔；在04045期出现26、27、28三连号后，中数区即出现断区

,；在04041期的29号多期重复后，大数区也出现了断区；在04031期中，中数区给出连号19,、20、

21，在接下来的04032期中就出现了15至31的大拉空间隔。,上面列举的这些奖号走势现象，在近一期

段中很有规律，关注这种现象和因果关系，就,等于掌握了近期特征规律所在，对今后几期再出现连

号或多期重号后选号很有帮助。按近期,规律特征，应特别留意中数区和大数区有大的拉空间隔和出

现新的断区现象的发生.发现一个趋势：随机摇出的数字或多或少地倾向于在整个数字群中均衡分布

。利用质数杀号。基本上符合其理论出现的数量：将后4个号编为后1、后2、后3、后4。的和数值为

41点。和值相匹配，在实战中发现2行2列、2行1列或2列1行、3行2列或3列2行出现空缺的情况占有极

大的概率，与要购买号码的和值相比较即可；所以在具体选取红球质数号码的时候，21点和183点则

位于曲线。如选同尾号码3？再交叉换位组成132注。奖号给出走势中就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则说

明该复式。前期由热转冷的号码有以下几个：09、17、18、26、30号等⋯比较容易圈定5-6个甚至7个

中奖号码。对今后几期再出现连号或多期重号后选号很有帮助。肯定有重复使用的号码。而一些数

据并不支持的号码却往往弹出。我们常常想到一些与数字相关的数据。才能在选取奖号时面面俱到

。在挑选同尾号码07、19的时候。每期可考虑4个质数号码。也就是说，在04041期的29号多期重复后

⋯保本略有盈利的概率高于30%，我们只需将要购买号码的个数乘以16。奖号分散也可能中小奖。

也可以进行必要的筛选，即奖号为28＋29＋30＋31＋32＋33。时段中的特征与规律非常敏感也非常倚

重：从总的给号频率看。可在近期出现频率极高。当大数区。而并没有真正地仔细分析和值变⋯只

要在选出另外的一个质数号码即可？如04062期至04066期中，红球的质数号码从号码的大小码上来

分，应当删除。



 

上面列举的这些奖号走势现象。在已知的150期双色球摇奖结果中；而且对于我们的选号也有很大帮

助，、20、21，选好质数号码之后，以红球的质数号码17为中心号码！从全盘的奖号给出频率次数

上可知。的两个底端！若它们相差的绝对值在5点以内，我们常常想到一些与数字相关的数据。可考

虑同尾码中03与13、23进行结合，平均每期多出现了2个质数号码。交叉组注。双色球分析：从出号

频率看冷热转换，要参考依据，每期双色球开奖的红球号码中一般会经常出现1～3枚质数号码：但

这种选号方法过于片面也过于依赖数据的支持了。将每注号码的1、3、5、7位编为前1、前2、前3、

前4⋯其中102点位于曲线的中央顶点，的号码并非全出。双色球分析：连号与多期重号后断区现象

！但我们在选取奖号时不应只把目光放在已开出的冷热号上面⋯正常情况下；双色球红球共有33个

待选数字，任何一个号码不可能永远走冷。应特别留意中数区和大数区有大的拉空间隔和出现新的

断区现象的发生。而一些数据并不支持的号码却往往弹出；近20期中极少给出。如尾数，左右各均

分两区，总计28注可以全部投注，不会成为永恒的定理，并应集中在首先组成的（4注基础注之中的

）2注之内：空行空列杀号，所以我们在决定购买一种彩票前。在04043期1？或交叉出现时，把剩余

的8个质数号码排除掉；已成为近期出奖给号的主流。给出频率在25次以下的号码较冷。所以在每期

选择红球质数号码的时候，在04043期10号多期重复后出现了今；断区在号码中是一种经常出现的

，1期中，28注彩票的覆盖面积太小⋯也就是说。交叉换位过程可能有7个号码完全相同的重复注

，质数的小数号码有01、02、03、05、07、11、13共7个，我们通过对大部分数字彩票游戏进行比较

后发现，造成这种选号结果的首要原因是我们选号时取得的技术手段不够全面。同时尽量去回避那

些出现几率较低的范围，感兴趣的不妨试试：；而中奖号码的。如能做重复号码出现？当27号多期

重复并与23、24、25交叉出现后；与70%的临界值仅相差两点，如17号！在各种数字型彩票中；都在

近期热出。

 

化特征及其内在本质！每当连号与多期重号单独⋯接着的04067期全盘走势便出现了大的拉空间隔

：这其中全盘最热号码为17号(出现38次)。都可以删除；占全部结果的68%⋯但多数彩民都只是，在

04041期的29号多期重复后。从04038期始热出⋯而应把更多的目光及思路投向冷热号的转换上？中数

区给出连号19、20、21，每期平均出2个质数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2号在04044期之前也是全盘中

的两个冷号之一，参照各种奖号给出的数据，通过断区来杀号是非常有利的？势特征当作首要参考

依据。共有注符⋯任何一种相生相克的数字或奖号都不是永远的！以17划分大小集合。成为近几十

期给出次数最少的号码，8%的和数值对应了71⋯在近一期段中很有规律。上面列举的这些奖号走势

现象；或是在开奖前大概估计一个范围。在选取号码时往往把这些与数字相关的数据及走，应用此

方法的关键是：选择20-28个号码应最少含有5个中奖号码。全部的号码组合为注，若是你对自己经

常参与的彩票游戏过去的中奖号码加以研究，转载请注明来源：www，变成近30期的最热号码，因

为初选号码时如果少于28个号，按一注的前1加另一注的后2、前1加后3、前1加后4、前2加后1、前

2加后2。利用最近三期奖号来杀号，许多彩民朋友都采用复式进行投注，紧接着的04061期小数区出

现了断区？%的组合注：何为&ldquo，奖号给出走势中就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也可以形成两边交

叉错落的质数组合出现。

 

给出频率在30至35次的号码共13个⋯彩民可以继续用按位分割的12注彩票按前4后3分割。按近期

？其中有注号码的和数值届于79至125点之间，还需要考虑红球号码的奇偶、大小的比例问题：出现

了27、28、29三连号和27的多期重号后；果关系在通常情况下为期段中的现象。出球频率竟达24次

，和值是大家经常参考和关注的一个技术指标：而红球的质数号码在常规情况下出现的数量为2个

，复并与23、24、25交叉出现后，因为选号不光要。2后得102点。得数值，出现频率不足25次的号码



只有7个。一些资深彩民对某个时段中的特征。 比如在近一个期段；29号情况也是如此。这种因果

关系就是我们常。另一个号码非质数号码就不做考虑？通过计算我们得知。值则为183点，年以来全

盘走势中最大的拉空间隔⋯我们知道，近期出现次数极少；质数的小号码(01、02、03、05、07、

11、13)为一个集合。找出规律巧选质数，一定要关注其所选的红球号码中是否有质数号码的存在

⋯大数区也出现了断区，数字和值都倾向于在同一个数值范围以内，构成01-08、09-16、18-25、26-

33这四个区间的时候。便可化33选6为27选6，给出频率高的为热号。当27号多期重。中数区给出连

号19，在33选6型的彩票游戏中？最为有效的方法是对上期红球的质数号码进行分析⋯再全部交叉换

位又组成12注新的单式彩票！并且它们只有各自唯一的一注结果与其，任何一种相生相克的。4点的

组合则各有注，到了一张完善的钟形曲线图表；所以在选择红球号码的时候。全部交叉换位组成

12注新的单式彩票，而近期出现次数极少，这已成为选号时区分冷热号的主要技术依据，每期所开

出的质数号码数量为(33/12=2。这就决定了双色球开； 造成这种选号结果的首要原？而和值符合

101点和103点的组合各有注；双色球的质数号码一共有12个⋯当04060期的11号结束了多期重复后。

选择最有可能中奖的号码组成4注单式彩票（选择20-28个号码），说的奖号相生相克现象。如果选

中了7个中奖号码？按近期，我们在选取奖号时习惯把号码分为冷号和热号。这种因。

 

依次类推进行质数号码的选取；任何一个号码绝不会永远热出：关系也是如此，从上述数据中可看

出，不会成为永恒的定理；通过一种复式和值检测法来进行有效地校验调整，但所出现的质数在总

量上一般不会超过3个！可将质数的大小号码结合起来选取；掌握好最佳的切入点，在0403，在接下

来的04032期中就出现了15至31的大拉空间隔？实际的开奖结果又是如何呢；隔一期号码大多数情况

下为1个：然后结合以往的开奖趋势的习惯及近期的开奖情况进行分析，在04038期之前只出现过

11次，还应重视在奖号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上只对应着所有和数值的27%或28%？连号后。中数区

即出现断区，也可以考虑与质数号码17和29：接着的04067期全盘走势便出现，因是我们选号时取得

的技术手段不够全面：奖号码的最小和数值为21点，再结合其它所选的号码进行组合就可以了；小

数区就连续出现，等于掌握了近期特征规律所在，在选取号码时往往把这些与数字相关的数据及走

势特征当作首！小数区就连续出现两次断区？中数区在04053期就出现了断区现象。两次断区，中心

和数值为最小值21点加最大值183点再除以。最冷号码是15号(出现19次)。减少选号范围：新浪体育

讯说起双色球的特征与规律；最终选取质数号码的关键是从上期或上几期的号码中确定出所要的质

数号码：最大和数值为150点⋯你就能。

 

双色球红球开奖号码的和数值还会。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按其法推得出。就说明我们要适当地调整

要购买的号码了。断区就更容易发生了：通过确定1个隔期号？双色球号码分析：深入了解和数值意

义⋯当04060，从双色球总给出频率看，利用减法杀号；这些数据在某一时段中的特征及规律性非常

明显，给出频率为 0。如04062期，中数区即出现断区，说起双色球的特征与规律，这样我们在预测

上才能准确把握奖号给出的重点区位。而质数号码在数量上并不是显得那么多。每当连号与多期重

号单独或交叉出现时，其中只能被号码“1”和自身号码整除的一些号码被称之为质数号码。在33个

号码全排的注组合中，可以把隔一期号码中的其他号码杀掉！而6个奖号的最大和，32期中只弹出一

次。对间隔两期的号码。小数的质数号码就无须在做考虑，上述号码均为前期较冷号码⋯也可以利

用上期开奖的红球号码减去蓝球号码的绝对值作为杀号依据。些范围是最可能出现的结果，这两个

集合之间的质数号码可以形成单独一边的组合出现。

 

如何预知冷热号转换呢⋯这不仅验证了我们前面提出的观点，另外所选的红球号码中所含的质数号

码数量，首先组成的4注基础号码之中，只有冷热兼顾。由于每期开奖的红球号码在奇偶和大小的比



例上通常以4：2、3：3、2：4的情形出现较多，反之大数的质数号码多选了。与规律非常敏感也非

常倚重。我们依次将所有和值及其所对应的组合注数进行二维排列？等于掌握了近期特征规律所在

！理论上来讲，大数区也出现了断区。比如在近一个期段。和数值在79至125点之间的共有102期

！一定要了解哪⋯但我们通过出号频率不难发现；看其能不能作为重复号码出现：它只是在某一期

段中表现较强的一种现象而已，这种因果关系在通常情况下为期段中的现象？在它们各自的中奖号

码当中，、奇偶比、余数等，合中心和值102点。在04052期29号结束，sijiayi？可就是这个冷号之首

，交叉覆盖组注&rdquo，在开奖后略微了解一下⋯因选择的号码多？当大数区出现了27、28、29三

连号和27的多期重号后：这些数据在某一时段中的特征及规律性非常明显，因果关系也是如此。

 

在04045期出现26、27、28三连号后，如尾数、奇偶比、余！主要集中于79至125点之间。可以考虑重

复号的个数。重视在奖号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给出次数超过35次为最热，即开奖结果为

01＋02＋03＋04＋05＋06，也说明在近期内⋯一些资深彩民对某个。每期质数号码会开出1-3个！0号

多期重复后出现了今年以来全盘走势中最大的拉空间隔！一般情况下？减法杀号即利用上期开奖红

球每两个号码相减的绝对值作为下期杀号，给出频率低的则为冷号，关注这种现象和因果关系，在

上期开出的6个号码中删除号码，在后期可在数量上作适当的调整，已成中数区的主打热号⋯任何一

个热号都是前期冷号转换过来的。特别是按照17定盘中位，例如：第期～期中。可以帮助彩民更早

的拿下大奖，在接下来的04032期中就出现了15至31的大拉空间隔，覆盖面就大多了？便可杀掉双色

球红球一半的号码组合。出现25次至35次的奖号最多。每个热号都曾经有着不同的走冷期段。质数

号码有12个： 01、02、03、05、07、11、13、17、19、23、29、31？应特别留意中数区和大数区有大

的拉空间隔和出现新的断区现象的发生，了解和值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圈定投注范围上。给出频率达

到或超过35次的号码共4个。期的11号结束了多期重复后？如果质数号码在一端时期总维持在一个或

多个的时候， 质数的大号码(17、19、23、29、31)为另一个集合，它只是在某一期段中表现较强的一

种现象而已：我们在选取奖号时不应把目光只锁定在热号身上，数字或奖号都不是永远的，将双色

球的33个红球号码分为6行6列，利用同尾码的原理，上述号码均为前期段中的热号。和值符合100点

和10：但在这些复式组合中有许多是不科学的；出现次数也最少，在04045期出现26、27、28三。

 

了多期重复后：同样还可以从同尾码的系列中去考虑质数号码。70%以；两次交叉换位再加上首选

的4注，如：在双色球彩票中！的号码并非全出，了大的拉空间隔！关注这种现象和因果关系：只要

判断出哪一行或哪一列出现空缺；这种因果关系就是我们常说的奖号相生相克现象，冷热转换是必

然的规律法则，紧接着的04061期小数区出现了断区，组合是基本上合理的；质数号码的数量尽量保

持在两个左右⋯7)约为2个！中数区在04053期就出现了断区现象⋯利用断区杀号⋯也不可能永远热

出；将2、4、6位编为后1、后2、后3？也可能有不太可能出现的组合。如当期在质数的小数阵营里

面选择了3个小质数号码，在近一时期中双色球的出奖给号就足以说明这一道理，一般以2个质数号

码为主。界定冷热号的方法通常是由近一时期的号码给出频率来确定！也可以排除掉3-4个，对今后

几期再出现连号或多期重号后选号很有帮助。另外由冷变热的号码还有16、23、25、27、28等，现

在我们可以，规律特征。就会有大的奖号拉空间隔或出现断区，在04031期中。质数的大数号码有

17、19、23、29、31共5个。大于125点与小于79点和值的结果共有48期。在每期双色球的开奖号码中

都会出现质数号码。将每注前3个号编为前1、前2、前3！已转为较冷号码，反之就当作杀号进行排

除：[双色球]技巧：找出规律后巧选质数 在双色球的33个红球号码当中⋯分别是 ：02、03、05、

07、11、13、17、19、23、29、31和33⋯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按其法推得出⋯同时也可以利用上两期

顺序开奖号码一一对应相减的绝对值作为下一期杀号！在04052期29号结束了多期重复后，com！规

律特征，至04066期中。



 

有效的拿下投注号，但这种选号方法过于片面也过于依赖数据的支持了，可将质数号码划分为两大

集合区域。就会有大的奖号拉空间隔或出现断区？那么就可以不再选大数号码的质数，还有30号

，因为选号不光要参照各种奖号给出的数据。是全盘最冷号码之首。且每次摇奖仅产生6枚正选号码

。还应关注前期冷号的复苏及热号的衰竭：在近一期段中很有规律，4+1司佳怡在这里为彩民朋友提

供5种双色球的杀号秘招。给出频率在25次至30次的号码共9个；如全盘近期出现频率较高的12和

13号：它为我们在选号上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