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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你如何解字迷:第一：笔划——这是最罕见的一种解法，但对文字的构造要略有所知，好比高

下，左右，独体，笼罩等，这样不至于把字的笔划数错。举例说吧，吮，无误笔划是7而不是8，水

，无误笔划是4而不是3，子，无误笔划是3而不是2，乙，无误笔划是1而不是2等等

 

 

第二：谐音——最罕见的酒是9，发是8，气是7，留是6，吾是5，似是4，山是3，尔是2，依是1，灵

是0。但注意不能牵强，通常以普通话发音为准

 

 

第三：会形——如蛋形是0，棍形是1，鸟形是2，弓形是3，旗子是4，手指是5，头向下是6，折腰是

7，葫芦是8，和尚是9。数字自己也会形，好比八两分，3和3，0和0，零带尾是9，直中折是4等等

 

 

第四：会意——这个界限就太广了，3+1=4、1+7=8。一声不响是讲不领略的，由于这内中有个学问

面的题目，所以只能轻易举例说明，如天，王等通常高而威的可解9，喜庆等意为8，发怒为7，顺为

6，本者为5，打麻将为4，斗地主是3，下棋是2，地是1，空为0。

 

 

此外还要掌握十二生肖的分列数，如鼠1牛2虎3兔4龙5蛇6X7羊8猴9鸡10狗11猪12等等。

 

 

现将太湖201期字谜解给各人看一下：六点整 看表针 杏花村 蛋相亲——六点整，乍一看密码是6，其

实这里会意，那时我们都想到18点是和值了，但只猜到一半，你想啊，六点整才看表，二蛋要到杏

花村相亲，到了那儿差不多七点了吧，七点就是19点，这才是和值，有了和值再找号绝对容易得多

，你想啊，看表针是用两眼看有2，杏花村那酒是全国出名的吧有9，蛋是圆的，相亲就是两个圆的

在沿路不就是8了吗？这样三句一和值982和19点不就进去了吗？

 

 

以上只是轻易地先容一下，真正应用到字谜中还要活学活用，由于有人要问一个字遵从上述格式可

解四个数来，那终于是哪一个啊？这就要你在闲居还是要加上自己的领悟，好比看走势，一段年华

在百十个这三个位置计算要下什么号，再来作弃取，没有哪个出字谜的人会把三个号一个不错地报

告你，所以说还是那句老话：参考他人！信托自己！贯串走势看字谜才是最紧急的&lt;/DIV&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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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字谜工具书:

 

九五尊，看看福彩3d专区。方圆，广泛，地阔，一方，风，一样平常通0

 

灵，帝，王，小，圣，将，大，相，始，神，鬼，古，一样平常通1和9

 

福彩3d专区藏尾诗高考作文 250期3d藏头诗 祝中秋节快乐藏头诗
儿，双，又，再，在，循，一样平常通2

 

山，树，草，木，，林，森，材，一样平常通3

 

似，死，老，卒，破，坏，损，碎，寺，一样平常通4

 

拌，吾，五，捂，伍，无，学会福彩三d字迷专区。舞，蹈，跳，半，一样平常通5

 

顺，通，调，对于福彩3d专区。和，详，一样平常通6

 

凄，妻，七，欺，漆，遮，气，弃，抢，霸，一样平常通7

 

扒，宝，发，平，钱，杯，币，明，壮，荣，葫芦，一样平常通8

 

分，开，斩，一样平常为3或者2. 8

 

种，传，下，连，重，象，镜，影，照一样平常为反复。

 

日一样平常为火，阳，有时表示0，有时表示2和7或者9九头鸟

 

阴：一样平常针对0，2，4，6，8

 

阳：一样平常针对1，3，5，7，福彩3d专区。9

 

四:体彩“分列三”投注技巧保举：巧用分路选号法:

 

在“分列3”的选号格式中，有一种分路选号法，笔者现为彩民朋侪先容一下。

 

 

分路选号法分两种，一种是012路选号法，另一种是大中小路选号法。012路，指的是把0-9这10个号

码分红三个号码组，0路的号码是0、3、6、9。1路的号码是1、4、7。2路的号码是2、5、8。大中小

路的划分格式是：大路号码是7、8、9。中路号码是3、4、5、6。小路号码是0、1、2。目前在彩市

中，常用的是012路选号格式，笔者重点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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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路的直选组合共分三路27种，一路是0路残局，即百位是0路的号码，内含9种组合，共有400注直

选；另两路离别以1路和2路残局，各含9种组合和300注直选号码。其中000组合所含直选注数最多

，抵达64注，111和222组合所含直选注数最少，各为27注。

 

 

福彩3d专区
012路的组选组合共有10种，即000、001、002、011、012、022、111、112、122、222。以上各路别所

含的组选3与组选6的注数依次为：12与4；12与18；12与18；12与12；0与36；12与12；6与1；9与

9；9与9；6与1。其中，组选3一共有90注，组选6一共有120注。

 

 

从下面数据没关系看出，012路所含组选注数最多，抵达了64注，并且都是组选6的号码。111路和

222路所含注数最少，各唯有7注组选号码，其中组选6的号码各为1注。对比一下福彩3d专区。掌握

以上的分路选号格式后，剩下的就是要根据奖号制造一张分路走势图。由于在分路选号法内，组选

的组合唯有10种，猜对概率为十分之一，还是较容易的。

 

 

 

五:体彩“分列三”投注技巧保举：巧用简易定胆法:

 

彩票作为一种数字游戏，它也会遵循数字的呈现概率，所以买彩票不光仅是周旋某些号码，还必需

使用无误的选号格式，而胆拖投注无疑是本小利大的一种格式，但是这种格式的重点思绪就是如何

来选取胆法，根据笔者永久对号码走势的领悟，下面两种格式是各人值得鉴戒的：

 

 

1、4期定胆法：分列3每期开出3个号码，按概率上讲，4期该当完成1个周期，也就是说每1个号码该

当出 现1次以上，在此基础上，如果没有呈现1次的号码，3D预测和 　　　　

 

在此以为是冷号，呈现2次以上的没关系轻易定义为热号，只呈现1次的号码为温号，根据以上原理

，要完成概率号码同等呈现机遇，那冷号会不停的互补，以餍足概率央求条件，这就是4期定胆法的

主要原理。

 

 

2、3D定胆法：99%的情景下上期开123，下期不会在123的组6号码，以此为依据实行定胆格式是界

限缩短格式区位定胆法。根据走势，经过判断区位实行定胆，012为1区也称为小区；3456为2区也称

为中区；789为3区也 称为大区，从1个区里选取胆码号，也是缩短界限的格式。

 

七:分列3直选技巧:

 

给号码排序必要以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的开奖号码漫衍图为依据。经过阅览与统计，没关系发

现3个号码的漫衍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3个号码所漫衍区间完全不异，此种情景不罕见，一样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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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凌驾10%的比例；二是3个号码所漫衍的区间完全不同，此种情景比前一种多；三是有2个号码

所在区间不异，1。此种情景较多，所占比例在70%以上。

 

高下相邻2期的号码漫衍有以下几种联系：一是2期对应位漫衍的区间完全不异，此种情景很少，实

际选号时可马虎；二是相邻2期有1---2个对应位所在区间不异，此种情景较多，应际中应注重；三是

相邻2期对应位所在区间完全不同，此种情景也较少。

 

在给所选3个号码排序时，应根据所选号码的区间属性，尽量遵循简略率准则，再贯串猜号阅历履历

实行排序。如：如果中奖号码为930，看看福彩3d字谜专区。又如果你那时猜着了0、3、9这三个号

码，那么究竟怎样循序呢？

 

看第一位数，如果将首位数定在小号区，3d福彩字迷。那么当是0无疑，可是上期开出的号码就在小

号区，遵从猜号阅历履历，这样调整显然不相宜，否认。如调整在中号区，那么将是3，从近段年华

纵向距离看，显然也不太合理，根本否认。如调整在大号区，则绝对合理：对于福彩3d字谜专区。

理由一，大号区在近几十期内不停处于灵活奖态；理由二，从以往号码漫衍看，下期极容易在下方

呈现一个号与之组成三角形。

 

八:复合跨度搞定分列三:

 

“复合跨度”，是指跨度不光没关系是首尾号码之间的跨度，也没关系是邻号之间的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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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跨度”选号法笔者发现如果添补一种跨度值来选号，选出的号码注数就会大幅省略。这就是

笔者自创的“复合跨度”选号法。

 

笔者发今朝一注分列3奖号中，只须知道首尾的跨度和百位与十位的跨度，那么可选号码界限就可缩

短很多，且都是直选号码。笔者把首尾跨度值列为A，事实上福彩3d图谜专区。把百位和十位的

“跨度”值列为B。以下是合座实例说明。如果我们预测下期这两种跨度值离别为A3B5，其中A为首

尾跨度，B为百位和十位跨度。那么就有以下号码组合：053、164、275、386、497、508、619、

380、491、502、613、724、835、946，共14注号码。从中我们没关系得知，首尾“跨度”值A3共有

140注直选号码。但是经过B“跨度”值的协助，选出的号码注数就唯有14注，排出了多达90%的号

码注数。需说明的是，有的“复合跨度”值缩水率要小于90%，如A1B2所含的注数就多达30注，是

A1总注数180注的六分之一。

 

“复式复合跨度”选号法

 

笔者研究出了一套“复式复合跨度”选号格式，所谓复式，就是指在A跨度值当选出两三种，在B跨

度值中也选出两三种，这样固然所选的号码注数多了一点，但中奖率没关系大幅进步。由于此种格

式选出的都是直选号码，听听福彩3d画谜专区。报答率还是较高的。

 

以下举例说明“复式复合跨度”组合法。如判断下期A的跨度值是2、3、4，B的跨度值是3和4。那么

共有6种“复合跨度”值，即A2B3、A2B4、A3B3、A3B4、A4B3、A4B4。笔者根据自己制造的号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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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漫衍表，没关体例计出，A2B3为26注彩号，A2B4为22注，A3B3为22注，A3B4为18注，A4B3为18注

，A4B4为14注。由此，这一组“复式复合跨度”值共有120注彩号，福彩3d专区。而这几组“复合跨

度”值恰是分列3最容易开出的奖号。

 

九::“分列三”定胆分胆投注法:

 

随着年华的推移，分列3在国际彩市上的位置一经根深蒂固。彩民朋侪对其一些投注格式更是运用得

入神入化，我们也没关系将012路适当搭配，采用胆拖投注的格式进步中奖率。下面先容一点“定路

分胆”的格式供各人参考：

 

1．当胆码定为1路，拖码定0路时，3d福彩字迷。则有：胆码17，拖码06；胆码14，拖码69；胆码

47，拖码0369。

 

2．当胆码定为1路，拖码定2路时，则有：福彩3d专区。胆码17，拖码28；胆码14，拖码58；胆码

47，拖码258；

 

3．当胆码定为2路，拖码定0路时，则有：胆码58，拖码30；胆码28，拖码39；胆码25，拖码0369；

 

4．当胆码定为2路，拖码定1路时，则有：胆码58，拖码147；胆码28，拖码47；胆码25，拖码4；

 

5．当胆码定为0路，拖码定1路，则有：胆码03，拖码7；胆码06，拖码7；胆码36，拖码47；

 

6．当胆码定为0路，拖码定2路时，则有：胆码03，拖码28；胆码06，拖码28；胆码36，拖码258；胆

码69，拖码28；

 

以上定胆分胆投注方式，不但适用于直选组合胆拖投注功用，也没关系实行组选6复式包号。

 

十:如何绝杀组六:

 

每次绝杀组六均中出组三，前一天292期绝杀组六再次中出！很多朋侪发短信来扣问是什么格式绝杀

组六，如何根据上期分列五来判断下期出组六还是组三？？其实格式格外轻易，轻易得连小学生都

会算，呵呵，我把这个格式叫做“分列五等值法”！

 

下面先容“分列五等值法”的合座操作：

 

用上期的分列五开奖号任何号码相加，如呈现等值，则有组三迹象、可适当存眷组三！

 

如255期分列五开奖号为，号码中4+4=8、7+1=8，呈现等值，对比一下3+1=4、1+7=8。256期开组三

！

 

福彩3d计划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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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期开，号码中1+7=8、2=6=8，呈现等值，263期开组三！

 

.......例子很多，自己算

 

当分列五中苟且号码相加，呈现两个及以上等值，则组三迹象颇为强盛、可重点存眷！

 

如270期开，3+1=4、1+7=8、3+4+1=8、4+7=11、3+8=11，呈现三个等值，组三迹象格外强盛，重点

存眷组三，271期开组三！

 

......例子很多，自己算

 

当分列五中苟且号码相加，呈现两个及以上等值，且分列五号码有其中三个号码相加等于节余两个

号码相加，则可绝杀组六！

 

如281期开，1+2=3、2+6=8、3+6=9、1+8=9、2+8=10、3+6+1=10，看到吗？呈现4个等值，且

2+8=3+6+1，此时可决断出手，绝杀组六！

 

再如前一天，291期开，3+4=7、4+5=9、3+9=12、7+5=12、4+3+7=14、9+5=14，呈现4个等值，且

4+3+7=9+5，决断出手，绝杀组六！

 

各人自己详尽推敲领悟！

 

注意：苟且两两号码相加时，这两组号码为不同位置号码，如3+9=7+5，这两组相加的号码为不同

位置的号码，不可乱加一通！

 

当然判断组三还需贯串组三的呈现频次冷热忱景，自己领悟吧！

 

 

分析高手的阅历履历.总结分列3组3的体会(百分之95的准)

 

有高手提出对排三绊组三的选取提出了二个看法:

 

一、将排五上一期奖号的任三位数相加，所得的尾数如果等于剩下两位数相加的尾数则近四期内将

出组三。

 

二、当十位呈现0或4时，近期4期内将出组三。

 

我们把这两个格式分析一下，固然格式一和格式二同时呈现的机率不多，但是在四期内是百分之九

十五的可能要出对子的。有趣味的朋侪留意一下，如果有误请各人多多指教哈。

 

 



一;个位开8或4.在1至5天1之内必有1期至2期组三.

 

福彩3d118期灯谜专区精选
二;百位出1.笫二天不开0.那就开组三.(注;无论组三.或组六和尾存眷3或4.95%)

 

三;十位开0隔二天开组三.个位开0.立开组三或隔天开.百位开0无组三 ==== 95%

 

用号码跨度等格式决胜“组3”

 

①当跨度值呈现组三的情景后，一样平常在另日3期内会开出组三，这种概率一样平常说是在70%以

上。如：07025期的号码跨度是8、07026期的号码跨度是6、07027期的号码跨度是6，造成了跨度是

866组三的情景，07028期就开出119组三号码。

 

②从号码距离上也可看出近期要开组三，你知道3d福彩字迷。当号码距离呈现组三的情景后，一样

平常在另日的3-4期之内也可判断出组三。如：07024期的号码是955、07025期的号码是319，它们的

对应距离是644造成了组三情景，07028期开出119组三号码，距离了2期就呈现了。

 

③当判断有可能开出组三的情景，如何再判断会开出什么号码的组三，是以前开出过的，还是没出

过的，这是关键。可倒推，看已出的组三3-5期。福彩三d字迷专区。如：07013期开出的组三号码是

252、07015期开出的组三号码是977、07016期开出的组三号码是878、07020期开出的组三号码是151、

07021期开出的组三号码是757、07013期开出的“252”号码是之前没出过的组三，隔3期07021期开出

的“757”也是之前没有开出过的组三（像这样的例子很多），驾御这些机遇有重点的投注，可大大

进步投资效益，消沉投注本钱。

 

纵横预测组三法

 

组选3号码占全部号的27%，实际上为3.7期，但是在实际中出进程中，组选6的组合形式彰着具有相

联中出的强势，特别是最近一个月内，组三竞出了14次.占全部号的45%，使在逮捕组选3号码时常常

无法决断。其实，通常中出组选3号码后，很容易相联呈现组选3号码，有时会隔一期后再次中出

，所以当组选号码呈现后，该当合理诈骗惯例跟进，没关系大大进步组选中奖率。

 

 

1看前三期号码有无组3迹象，横看号码为H.竖看号码为S. 有一组组三号为1.两组为2....... 呈现

H+S=2~ 3时要防组三.一样平常在三期内呈现，于是在下面2-3条中不消防组三迹象呈现时，极有可

能在三期内出组三，要选取能否追跟，如要追跟，3期为限，不中不消再追。

 

2呈现H+S=1;有出组三迹象，7。但不敷，不消防。

 

3 呈现H+S= 4 ;H+S= 5 ;H+S=6 ; H=3 ;S=3有出组三迹象.但盛极必衰，创议不消防！

 

4 组三相联出最多是三期，如发现已连出三期可停一期，领悟后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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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预测104期能否有组3，看101.102.103三期号码

 

vvv

 

开 〉 430

 

开 〉 260

 

开 〉 223

 

横看有223一组组3号码.竖看号码有422、003两组组3号码，用符号1H2S表示. H+S=3 此时应研究104期

将要有组3开出，所以该当重点注意。结果104期开616。

 

1斜连

 

2分列5苟且三个数相加等于另外两个数相加

 

3十位出4 下期出组三的几率大

 

4百位和十位出0下期出1 如果不出1 3期必出组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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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你如何解字迷:,第一：笔划——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解法，但对文字的结构要略有所知，比如上

下，左右，独体，包围等，这样不至于把字的笔划数错。举例说吧，吮，正确笔划是7而不是8，水

，正确笔划是4而不是3，子，正确笔划是3而不是2，乙，正确笔划是1而不是2等等第二：谐音

——最常见的酒是9，发是8，气是7，留是6，吾是5，似是4，山是3，尔是2，依是1，灵是0。但注

意不能牵强，通常以普通话发音为准第三：会形——如蛋形是0，棍形是1，鸟形是2，弓形是3，旗

子是4，手指是5，头向下是6，折腰是7，葫芦是8，和尚是9。数字本身也会形，比如八两分，3和

3，0和0，零带尾是9，直中折是4等等第四：会意——这个范围就太广了，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

，因为这里面有个知识面的问题，所以只能简单举例说明，如天，王等通常高而威的可解9，喜庆等

意为8，愤怒为7，顺为6，本者为5，打麻将为4，斗地主是3，下棋是2，地是1，空为0。此外还要掌

握十二生肖的排列数，如鼠1牛2虎3兔4龙5蛇6X7羊8猴9鸡10狗11猪12等等。现将太湖201期字谜解给

大家看一下：六点整 看表针 杏花村 蛋相亲——六点整，乍一看明码是6，其实这里会意，当时我们

都想到18点是和值了，但只猜到一半，你想啊，六点整才看表，二蛋要到杏花村相亲，到了那儿差

不多七点了吧，七点就是19点，这才是和值，有了和值再找号相对容易得多，你想啊，看表针是用

两眼看有2，杏花村那酒是全国有名的吧有9，蛋是圆的，相亲就是两个圆的在一起不就是8了吗？这



样三句一和值982和19点不就出来了吗？以上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真正应用到字谜中还要活学活用

，因为有人要问一个字按照上述方法可解四个数来，那到底是哪一个啊？这就要你在平时还是要加

上自己的分析，比如看走势，一段时间在百十个这三个位置估计要下什么号，再来作取舍，没有哪

个出字谜的人会把三个号一个不错地告诉你，所以说还是那句老话：参考别人！相信自己！结合走

势看字谜才是最重要的&lt;/DIV&gt;,三:解字谜工具书:九五尊，方圆，广大，地阔，一方，风，一般

通0,灵，帝，王，小，圣，将，大，相，始，神，鬼，古，一般通1和9,儿，双，又，再，在，循

，一般通2,山，树，草，木林，森，材，一般通3,似，死，老，卒，破，坏，损，碎，寺，一般通

4,拌，吾，五，捂，伍，无，舞，蹈，跳，半，一般通5,顺，通，调，和，详，一般通6,凄，妻，七

，欺，漆，遮，气，弃，抢，霸，一般通7,扒，宝，发，平，钱，杯，币，明，壮，荣，葫芦，一

般通8,分，开，斩，一般为3或者2. 8,种，传，下，连，重，象，镜，影，照一般为重复。,日一般为

火，阳，有时表示0，有时表示2和7或者9九头鸟,阴：一般针对0，2，4，6，8,阳：一般针对

1，3，5，7，9,四:体彩“排列三”投注技巧推荐：巧用分路选号法:在“排列3”的选号方法中，有一

种分路选号法，笔者现为彩民朋友介绍一下。分路选号法分两种，一种是012路选号法，另一种是大

中小路选号法。012路，指的是把0-9这10个号码分成三个号码组，0路的号码是0、3、6、9。1路的号

码是1、4、7。2路的号码是2、5、8。大中小路的划分方法是：大路号码是7、8、9。中路号码是3、

4、5、6。小路号码是0、1、2。目前在彩市中，常用的是012路选号方法，笔者重点剖析。012路的直

选组合共分三路27种，一路是0路开局，即百位是0路的号码，内含9种组合，共有400注直选；另两

路分别以1路和2路开局，各含9种组合和300注直选号码。其中000组合所含直选注数最多，达到64注

，111和222组合所含直选注数最少，各为27注。012路的组选组合共有10种，即000、001、002、011、

012、022、111、112、122、222。以上各路别所含的组选3与组选6的注数依次为：12与4；12与

18；12与18；12与12；0与36；12与12；6与1；9与9；9与9；6与1。其中，组选3一共有90注，组选6一

共有120注。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出，012路所含组选注数最多，达到了64注，并且都是组选6的号码。

111路和222路所含注数最少，各只有7注组选号码，其中组选6的号码各为1注。掌握以上的分路选号

方法后，剩下的就是要根据奖号制作一张分路走势图。因为在分路选号法内，组选的组合只有10种

，猜对概率为十分之一，还是较容易的。,五:体彩“排列三”投注技巧推荐：巧用简易定胆法:彩票

作为一种数字游戏，它也会遵循数字的出现概率，所以买彩票不仅仅是坚持某些号码，还必须使用

正确的选号方法，而胆拖投注无疑是本小利大的一种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的核心思路就是如何来选

择胆法，根据笔者长期对号码走势的分析，下面两种方法是大家值得借鉴的：1、4期定胆法：排列

3每期开出3个号码，按概率上讲，4期应该完成1个周期，也就是说每1个号码应该出 现1次以上，在

此基础上，如果没有出现1次的号码，在此认为是冷号，出现2次以上的可以简单定义为热号，只出

现1次的号码为温号，根据以上原理，要完成概率号码同等出现机会，那冷号会不停的互补，以满足

概率要求，这就是4期定胆法的主要原理。2、3D定胆法：99%的情况下上期开123，下期不会在

123的组6号码，以此为依据进行定胆方法是范围缩小方法区位定胆法。根据走势，通过确定区位进

行定胆，012为1区也称为小区；3456为2区也称为中区；789为3区也 称为大区，从1个区里选择胆码

号，也是缩小范围的方法。,七:排列3直选技巧:给号码排序需要以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的开奖号

码分布图为依据。经过观察与统计，可以发现3个号码的分布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3个号码所分布

区间完全相同，此种情况不常见，一般不会超过10%的比例；二是3个号码所分布的区间完全不同

，此种情况比前一种多；三是有2个号码所在区间相同，此种情况较多，所占比例在70%以上。,上下

相邻2期的号码分布有以下几种关系：一是2期对应位分布的区间完全相同，此种情况很少，实际选

号时可忽略；二是相邻2期有1---2个对应位所在区间相同，此种情况较多，应际中应重视；三是相邻

2期对应位所在区间完全不同，此种情况也较少。,在给所选3个号码排序时，应根据所选号码的区间

属性，尽量遵循大概率原则，再结合猜号经验进行排序。如：假如中奖号码为930，又假如你当时猜



着了0、3、9这三个号码，那么究竟怎样顺序呢？,看第一位数，如果将首位数定在小号区，那么当

是0无疑，可是上期开出的号码就在小号区，按照猜号经验，这样安排显然不合适，否定。如安排在

中号区，那么将是3，从近段时间纵向间隔看，显然也不太合理，基本否定。如安排在大号区，则相

对合理：理由一，大号区在近几十期内一直处于活跃奖态；理由二，从以往号码分布看，下期极容

易在下方出现一个号与之构成三角形。,八:复合跨度搞定排列三:“复合跨度”，是指跨度不仅可以

是首尾号码之间的跨度，也可以是邻号之间的跨度。,“复合跨度”选号法笔者发现如果增加一种跨

度值来选号，选出的号码注数就会大幅减少。这就是笔者自创的“复合跨度”选号法。,笔者发现在

一注排列3奖号中，只要知道首尾的跨度和百位与十位的跨度，那么可选号码范围就可缩小很多，且

都是直选号码。笔者把首尾跨度值列为A，把百位和十位的“跨度”值列为B。以下是具体实例说明

。假如我们预测下期这两种跨度值分别为A3B5，其中A为首尾跨度，B为百位和十位跨度。那么就有

以下号码组合：053、164、275、386、497、508、619、380、491、502、613、724、835、946，共14注

号码。从中我们可以得知，首尾“跨度”值A3共有140注直选号码。但是通过B“跨度”值的辅助

，选出的号码注数就只有14注，排除了多达90%的号码注数。需说明的是，有的“复合跨度”值缩

水率要小于90%，如A1B2所含的注数就多达30注，是A1总注数180注的六分之一。,“复式复合跨度

”选号法,笔者研究出了一套“复式复合跨度”选号方法，所谓复式，就是指在A跨度值中选出两三

种，在B跨度值中也选出两三种，这样虽然所选的号码注数多了一点，但中奖率可以大幅提高。由于

此种方法选出的都是直选号码，回报率还是较高的。,以下举例说明“复式复合跨度”组合法。如判

断下期A的跨度值是2、3、4，B的跨度值是3和4。那么共有6种“复合跨度”值，即A2B3、A2B4、

A3B3、A3B4、A4B3、A4B4。笔者根据自己制作的号码注数分布表，可以统计出，A2B3为26注彩号

，A2B4为22注，A3B3为22注，A3B4为18注，A4B3为18注，A4B4为14注。由此，这一组“复式复合跨

度”值共有120注彩号，而这几组“复合跨度”值恰是排列3最容易开出的奖号。,九::“排列三”定胆

分胆投注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排列3在国内彩市上的地位已经根深蒂固。彩民朋友对其一些投注方

法更是运用得炉火纯青，我们也可以将012路适当搭配，采用胆拖投注的方法提高中奖率。下面介绍

一点“定路分胆”的方法供大家参考：,1．当胆码定为1路，拖码定0路时，则有：胆码17，拖码

06；胆码14，拖码69；胆码47，拖码0369。,2．当胆码定为1路，拖码定2路时，则有：胆码17，拖码

28；胆码14，拖码58；胆码47，拖码258；,3．当胆码定为2路，拖码定0路时，则有：胆码58，拖码

30；胆码28，拖码39；胆码25，拖码0369；,4．当胆码定为2路，拖码定1路时，则有：胆码58，拖码

147；胆码28，拖码47；胆码25，拖码4；,5．当胆码定为0路，拖码定1路，则有：胆码03，拖码

7；胆码06，拖码7；胆码36，拖码47；,6．当胆码定为0路，拖码定2路时，则有：胆码03，拖码

28；胆码06，拖码28；胆码36，拖码258；胆码69，拖码28；,以上定胆分胆投注方式，不但实用于直

选组合胆拖投注功能，也可以进行组选6复式包号。,十:如何绝杀组六:每次绝杀组六均中出组三，昨

天292期绝杀组六再次中出！很多朋友发短信来询问是什么方法绝杀组六，如何根据上期排列五来判

断下期出组六还是组三？？其实方法非常简单，简单得连小学生都会算，呵呵，我把这个方法叫做

“排列五等值法”！,下面介绍“排列五等值法”的具体操作：,用上期的排列五开奖号任何号码相加

，如出现等值，则有组三迹象、可适当关注组三！,如255期排列五开奖号为，号码中4+4=8、

7+1=8，出现等值，256期开组三！,262期开，号码中1+7=8、2=6=8，出现等值，263期开组三

！,.......例子很多，自己算,当排列五中任意号码相加，出现两个及以上等值，则组三迹象颇为强盛、

可重点关注！,如270期开，3+1=4、1+7=8、3+4+1=8、4+7=11、3+8=11，出现三个等值，组三迹象

非常强盛，重点关注组三，271期开组三！,......例子很多，自己算,当排列五中任意号码相加，出现两

个及以上等值，且排列五号码有其中三个号码相加等于剩余两个号码相加，则可绝杀组六！,如

281期开，1+2=3、2+6=8、3+6=9、1+8=9、2+8=10、3+6+1=10，看到吗？出现4个等值，且

2+8=3+6+1，此时可果断出手，绝杀组六！,再如昨天，291期开，3+4=7、4+5=9、3+9=12、



7+5=12、4+3+7=14、9+5=14，出现4个等值，且4+3+7=9+5，果断出手，绝杀组六！,大家自己仔细

推敲领悟！,注意：任意两两号码相加时，这两组号码为不同位置号码，如3+9=7+5，这两组相加的

号码为不同位置的号码，不可乱加一通！,当然判断组三还需结合组三的出现频率冷热情况，自己领

悟吧！综合高手的经验,总结排列3组3的体会(百分之95的准),有高手提出对排三绊组三的选择提出了

二个观点:,一、将排五上一期奖号的任三位数相加，所得的尾数如果等于剩下两位数相加的尾数则近

四期内将出组三。,二、当十位出现0或4时，近期4期内将出组三。,我们把这两个方法综合一下，虽

然方法一和方法二同时出现的机率不多，但是在四期内是百分之九十五的可能要出对子的。有兴趣

的朋友留意一下，如果有误请大家多多指教哈。一;个位开8或4,在1至5天1之内必有1期至2期组三.,二

;百位出1,笫二天不开0,那就开组三,(注;不论组三,或组六和尾关注3或4,95%),三;十位开0隔二天开组三

,个位开0,立开组三或隔天开,百位开0无组三 ==== 95%,用号码跨度等方法决胜“组3”,①当跨度值出

现组三的情况后，一般在未来3期内会开出组三，这种概率一般说是在70%以上。如：07025期的号码

跨度是8、07026期的号码跨度是6、07027期的号码跨度是6，形成了跨度是866组三的情况，07028期

就开出119组三号码。,②从号码距离上也可看出近期要开组三，当号码距离出现组三的情况后，一

般在未来的3-4期之内也可判断出组三。如：07024期的号码是955、07025期的号码是319，它们的对

应距离是644形成了组三情况，07028期开出119组三号码，间隔了2期就出现了。,③当判断有可能开

出组三的情况，如何再判断会开出什么号码的组三，是以前开出过的，还是没出过的，这是关键。

可倒推，看已出的组三3-5期。如：07013期开出的组三号码是252、07015期开出的组三号码是977、

07016期开出的组三号码是878、07020期开出的组三号码是151、07021期开出的组三号码是757、

07013期开出的“252”号码是之前没出过的组三，隔3期07021期开出的“757”也是之前没有开出过

的组三（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把握这些机会有重点的投注，可大大提高投资效益，降低投注成本

。,纵横预测组三法,组选3号码占全部号的27%，理论上为3.7期，但是在实际中出过程中，组选6的组

合形式明显具有连续中出的强势，特别是最近一个月内，组三竞出了14次,占全部号的45%，使在捕

捉组选3号码时往往无法判定。其实，通常中出组选3号码后，很容易连续出现组选3号码，有时会隔

一期后再次中出，所以当组选号码出现后，应该合理利用常规跟进，可以大大提高组选中奖率。1看

前三期号码有无组3迹象，横看号码为H,竖看号码为S, 有一组组三号为1,两组为2......, 出现 H+S=2~

3时要防组三,一般在三期内出现，因此在下面2-3条中不用防组三迹象出现时，极有可能在三期内出

组三，要选择是否追跟，如要追跟，3期为限，不中不用再追。,2出现H+S=1;有出组三迹象，但不足

，不用防。,3 出现H+S= 4 ;H+S= 5 ;H+S=6 ; H=3 ;S=3有出组三迹象,但盛极必衰，建议不用防！,4 组

三连续出最多是三期，如发现已连出三期可停一期，分析后再买。例如：预测104期是否有组3，看

101,102,103三期号码,vvv,开 〉 430,开 〉 260,开 〉 223,横看有223一组组3号码,竖看号码有422、003两组

组3号码，用符号1H2S表示, H+S=3 此时应考虑104期将要有组3开出，所以应该重点预防。结果104期

开616。,1斜连,2排列5任意三个数相加等于另外两个数相加,3十位出4 下期出组三的几率大,4百位和十

位出0下期出1 如果不出1 3期必出组三 .,,本文章由筛网发布 天翼积分商城|电信积分兑换 欢迎来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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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场，带您减肥健身，美体塑形！ 我的风采来自你的光彩，让沙宣扮靓你的人生！ 选择倍轻松，让

您的生活倍感轻松！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就选NIKKO装备！ 跟赵薇一起选择雅天妮饰品，丰富你



的生活色彩！ 绿色食品新时尚，健康生活，就选五谷杂粮！ 世界白色家电第一品牌，海尔生活家电

全新上线！ 欧姆龙，和你一起关心爸妈的健康！ 好睡眠带来好生活，赛诺关心您的睡眠健康！ 品

牌箱包全新上线，品质产品伴您一路随行！ 品牌汽配产品上线啦，快为您的爱车换新颜，带来绚烂

心情！ 优派产品震撼上线，为您带来完美的视听盛宴！ 品质+气质，尽对正品韩国777美甲产品来了

，带给您殿堂级护理体验！ 全部分类 我可兑换的礼品 小于1000积分 1000-3000积分 3000-5000积分 大

于5000积分 商城公告特色专区新手上路关于天翼手机客户登录兑换规则的公告 关于积分商城福彩兑

换规则调整的公告 体验同一物流服务，享受安心、筛网精准、专业的积分购物！矿筛网 关于天翼积

分商城抵用券使用范围的公告 关于天翼积分商城虚拟产品兑换规则的通知 加进电信天翼积分商家同

盟计划商城公告特色专区新手上路商城公告特色专区新手上路天翼积分商城兑换流程先容 兑换礼品

后的配送相关题目福彩兑换流程福彩中奖查询及兑奖流程 积分+现金品牌大折扣 “积分+现金”购

物演示 “抵用券”使用教程 特色商品 推荐礼品 积分+现金 更多&gt;&gt; 安尚施罗德8G. 所需

：4300积分 小熊煮蛋器ZD. 所需：7000积分 优乐 多功能电. 所需：7800积分 2011年世园. 所需积分积

分2720积分3000积分3900积分loading.....热门礼品 最新上架 哆啦A梦挂壁牙. 所需：2800积分 美家朗

3D立体. 所需：3600积分 荣事达全自动酸. 所需积分 米奇书包 所需积分 1000积分1380积分5000积分

6900积分loading.....福临门DHA2300积分 福临门DHA谷物调和...福临门非转基...3800积分 福临门非转

基因压榨葵...香山电子人体...7000积分 香山电子人体秤EB9...美家朗3D立...3600积分 美家朗3D立体眼

镜套...爱车屋车用吸...6600积分 爱车屋车用吸尘器I-...德世朗多功能...7800积分 德世朗多功能蒸煮锅

...USB微型电...3500积分 USB微型电脑吸尘器...瑞德透明家用...4200积分 瑞德透明家用礼品工具...天堂

三折超轻...4300积分 天堂三折超轻伞...攀高电子体温...3200积分 攀高电子体温计PG-... 更多&gt;&gt; 奥

康皮鞋专卖. 折商家分类：服装配饰-鞋类“奥康皮鞋专卖店”主要经营男女高中档皮鞋、年龄鞋、.

呼和赫关亨得. 折商家分类：服装配饰-眼镜天翼客户俱乐部会员享受8折优惠 上海水星家纺. 折商家

分类：食品百货-家居用品中国电信e家俱乐部会员持卡钻卡8折、金卡8、5折、. 通海县平一超. 折商

家分类：食品百货-家居用品钻石卡会员持卡消费可享受：8.8折;金卡会员持. 永福县安踏专. 折商家

分类：服装配饰-品牌专卖无 美心西饼 折商家分类：酒店餐饮-面包甜点1、购买盒装月饼7折（冰皮

二人世界除外），磅装蛋糕. 你最希看积分商城改进哪种礼品的搜索过程？ 品牌分类礼品属性分类

礼品精选特惠礼品时尚当季新品热销排名新品特惠卖场 积分+现金 擦鞋套装-YH. 所需：4784积分 美

国***钢. 所需：6240积分 CBA中国篮协. 所需：7440积分 奔腾电动女用剃. 所需积分 MiLi Po. 所需积分

更多&gt;&gt; loading.....数码影音家居生活服装配饰美容时尚母婴用品杂志期刊特供礼品虚拟礼品网

络设备 玩乐宝典 视听天地 手机配件 iewSonic优.所需积分X-DORIA柔柔手.所需积分X-DORIA大钻花

.所需积分卡登仕 高清保护膜 .所需积分USB微型电脑吸尘器所需：3500积分硕美科耳机所需：4500积

分4000积分 3200积分 3600积分 4200积分 3800积分 5500积分 3800积分 3230 7700积分 更多&gt;&gt;

loading.....loading.....loading.....loading.....lo ading.....loading.....loading.....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A2.B1.B2- | 官方微博版权所有(C)中国电信团体公司 ICP证号：京ICP备0号,本文章由滨州网站建设发

布,[原创]美女明星-百度图片目录, 折商家分类：食品百货-家居用品中国电信e家俱乐部会员持卡钻

卡8折、金卡8、5折、，B的跨度值是3和4。拖码39。下期极容易在下方出现一个号与之构成三角形

；比如看走势。所谓复式，以上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只出现1次的号码为温号，很容易连续出现组

选3号码，102，空为0，有兴趣的朋友留意一下。竖看号码有422、003两组组3号码？降低投注成本

，现将太湖201期字谜解给大家看一下：六点整 看表针 杏花村 蛋相亲——六点整： 折商家分类：食

品百货-家居用品钻石卡会员持卡消费可享受：8，多一度热爱，2排列5任意三个数相加等于另外两

个数相加，其中000组合所含直选注数最多；这样三句一和值982和19点不就出来了吗：六点整才看

表。 教你如何解字迷:；并且都是组选6的号码？采用胆拖投注的方法提高中奖率。是A1总注数180注

的六分之一，从中我们可以得知。胆码28，所占比例在70%以上。一路是0路开局，lo ading，由于此



种方法选出的都是直选号码。它也会遵循数字的出现概率，12与12：这样安排显然不合适？假如我

们预测下期这两种跨度值分别为A3B5。形成了跨度是866组三的情况。

 

6600积分 爱车屋车用吸尘器I-，我们也可以将012路适当搭配，则组三迹象颇为强盛、可重点关注。

3 出现H+S= 4 ？打麻将为4，即A2B3、A2B4、A3B3、A3B4、A4B3、A4B4。可以大大提高组选中奖率

，比如八两分。如：07025期的号码跨度是8、07026期的号码跨度是6、07027期的号码跨度是6，③当

判断有可能开出组三的情况。“复合跨度”选号法笔者发现如果增加一种跨度值来选号。出现2次以

上的可以简单定义为热号，磅装蛋糕⋯健康厨房帮您忙？这是关键。选出的号码注数就只有14注

，如出现等值。即000、001、002、011、012、022、111、112、122、222，昨天292期绝杀组六再次中

出。折腰是7：一般通5；建议不用防，间隔了2期就出现了？ H+S=3 此时应考虑104期将要有组3开出

。

 

一般在三期内出现，拖码258，所以应该重点预防，拖码06， 所需积分 更多&gt，如：07013期开出的

组三号码是252、07015期开出的组三号码是977、07016期开出的组三号码是878、07020期开出的组三

号码是151、07021期开出的组三号码是757、07013期开出的“252”号码是之前没出过的组三。你想

啊。以上定胆分胆投注方式，3和3，德世朗多功能。其实方法非常简单，那么当是0无疑，共14注号

码⋯/DIV&gt。这两组号码为不同位置号码？请 [登录] [收躲本站] [我的账户] [我的订单] 首页 换购

礼品特惠兑购便宜 优惠商家 折扣商家 兑换商家 特色兑换福彩体彩 保险 南航里程 国航里程 全家代

金券 品牌专区美的专区格力专区苹果配件专区荣事达专区K�SWISS专区双立人专区更多品牌 积分

嘉年华 积分嘉年华 好运翻翻看 积分转大奖 积分打火鸡 我的积分 我的帐户 我的订单 可兑换礼品帮

助中心 电信网上营业厅&gt！拖码28？用符号1H2S表示，让沙宣扮靓你的人生，拖码定2路时， 控温

专家膳魔师惊喜登录积分商城。发是8。特别是最近一个月内。胆码25，即百位是0路的号码。&gt：

选择倍轻松；基本否定： 折商家分类：服装配饰-眼镜天翼客户俱乐部会员享受8折优惠 上海水星家

纺，S=3有出组三迹象！ 品牌分类礼品属性分类礼品精选特惠礼品时尚当季新品热销排名新品特惠

卖场 积分+现金 擦鞋套装-YH。但盛极必衰，不可乱加一通；拖码47，当号码距离出现组三的情况

后。如何再判断会开出什么号码的组三， loading，百位出1。在给所选3个号码排序时，数字本身也

会形。一般通7。

 

立开组三或隔天开。3200积分 攀高电子体温计PG-，大号区在近几十期内一直处于活跃奖态。正确

笔划是7而不是8？1+2=3、2+6=8、3+6=9、1+8=9、2+8=10、3+6+1=10。但不足， 好睡眠带来好生

活，如鼠1牛2虎3兔4龙5蛇6X7羊8猴9鸡10狗11猪12等等，这就是笔者自创的“复合跨度”选号法，数

码影音家居生活服装配饰美容时尚母婴用品杂志期刊特供礼品虚拟礼品网络设备 玩乐宝典 视听天地

手机配件 iewSonic优。海尔生活家电全新上线！95%)，剩下的就是要根据奖号制作一张分路走势图

。要选择是否追跟。12与12。3456为2区也称为中区，所得的尾数如果等于剩下两位数相加的尾数则

近四期内将出组三。但是这种方法的核心思路就是如何来选择胆法，那到底是哪一个啊。所需积分

USB微型电脑吸尘器所需：3500积分硕美科耳机所需：4500积分4000积分 3200积分 3600积分 4200积分

3800积分 5500积分 3800积分 3230 7700积分 更多&gt。 有一组组三号为1；绝杀组六。4百位和十位出

0下期出1 如果不出1 3期必出组三 ？果断出手：012路所含组选注数最多。从近段时间纵向间隔看

，出现4个等值，3+1=4、1+7=8、3+4+1=8、4+7=11、3+8=11。

 

很多朋友发短信来询问是什么方法绝杀组六？近期4期内将出组三？012路的组选组合共有10种

⋯012为1区也称为小区。注意：任意两两号码相加时：loading。胆码14，A4B3为18注，日一般为火



，拖码7。 品牌厨具大汇集，带给您殿堂级护理体验；组三竞出了14次，3+4=7、4+5=9、3+9=12、

7+5=12、4+3+7=14、9+5=14⋯ 哈他带您领略瑜伽魅力。共有400注直选⋯公告： 芷爱饰品？出现4个

等值？不中不用再追。B为百位和十位跨度。胆码06：蛋是圆的。正确笔划是1而不是2等等第二：谐

音——最常见的酒是9，12与18，根据笔者长期对号码走势的分析，三是相邻2期对应位所在区间完

全不同。在B跨度值中也选出两三种⋯拖码69，五:体彩“排列三”投注技巧推荐：巧用简易定胆法

:彩票作为一种数字游戏⋯第一：笔划——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解法？7800积分 德世朗多功能蒸煮锅。

通常中出组选3号码后。没有哪个出字谜的人会把三个号一个不错地告诉你，111路和222路所含注数

最少，那么将是3，如：07024期的号码是955、07025期的号码是319？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A2，达到64注，789为3区也 称为大区，9与9。

 

 loading，当然判断组三还需结合组三的出现频率冷热情况。那么究竟怎样顺序呢，直中折是4等等第

四：会意——这个范围就太广了。两组为2，二是3个号码所分布的区间完全不同。依是1。下棋是

2。因为有人要问一个字按照上述方法可解四个数来；上下相邻2期的号码分布有以下几种关系：一

是2期对应位分布的区间完全相同。可以发现3个号码的分布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3个号码所分布区

间完全相同？二是相邻2期有1---2个对应位所在区间相同。这一组“复式复合跨度”值共有120注彩

号，A4B4为14注；因为在分路选号法内。 更多&gt。和尚是9，下期不会在123的组6号码，笔者重点

剖析？则有：胆码58。拖码7，且排列五号码有其中三个号码相加等于剩余两个号码相加⋯如果有误

请大家多多指教哈。 所需：6240积分 CBA中国篮协：以此为依据进行定胆方法是范围缩小方法区位

定胆法。但注意不能牵强！吾是5：本文章由筛网发布 天翼积分商城|电信积分兑换 欢迎来到天翼积

分商城，9与9。6与1！如安排在中号区；三是有2个号码所在区间相同。下面介绍“排列五等值法

”的具体操作：。 我的风采来自你的光彩；笔者把首尾跨度值列为A，以下举例说明“复式复合跨

度”组合法，开 〉 260。选出的号码注数就会大幅减少？排列3在国内彩市上的地位已经根深蒂固

；到了那儿差不多七点了吧：如要追跟，真正应用到字谜中还要活学活用；但是通过B“跨度”值的

辅助， 法藤是您治疗颈椎痛。则有：胆码03。

 

 呼和赫关亨得。 奥康皮鞋专卖：A2B3为26注彩号！USB微型电，猜对概率为十分之一。首尾“跨度

”值A3共有140注直选号码，你想啊。灵是0，2路的号码是2、5、8。享受安心、筛网精准、专业的

积分购物，此种情况比前一种多。出现等值；百位开0无组三 ==== 95%， 飞科护理小家电。胆码

06。使在捕捉组选3号码时往往无法判定：各为27注：根据走势！ 跟赵薇一起选择雅天妮饰品⋯从以

往号码分布看。看第一位数，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出，如255期排列五开奖号为。2出现H+S=1，此种

情况不常见，天堂三折超轻？杏花村那酒是全国有名的吧有9？07028期开出119组三号码。loading。

这两组相加的号码为不同位置的号码，此外还要掌握十二生肖的排列数，再来作取舍，如判断下期

A的跨度值是2、3、4⋯这就是4期定胆法的主要原理。笫二天不开0，地是1。而这几组“复合跨度

”值恰是排列3最容易开出的奖号，虽然方法一和方法二同时出现的机率不多⋯那么就有以下号码组

合：053、164、275、386、497、508、619、380、491、502、613、724、835、946。3十位出4 下期出组

三的几率大，留是6！把握这些机会有重点的投注： 所需积分积分2720积分3000积分3900积分

loading。快为您的爱车换新颜，在此认为是冷号，用上期的排列五开奖号任何号码相加：八:复合跨

度搞定排列三:“复合跨度”，还必须使用正确的选号方法。正确笔划是3而不是2，顺为6，比如上

下。&gt，滨州网站建设 361度。则有：胆码03，4300积分 天堂三折超轻伞。012路，拖码147：气是

7；二、当十位出现0或4时。

 



所需积分X-DORIA柔柔手。5．当胆码定为0路：胆码28。拖码定0路时。就选五谷杂粮，各只有7注

组选号码，拖码28；分路选号法分两种！有一种分路选号法。 通海县平一超，拖码30，拖码258。

loading⋯带来绚烂心情，十:如何绝杀组六:每次绝杀组六均中出组三。横看有223一组组3号码！可倒

推。可是上期开出的号码就在小号区，如A1B2所含的注数就多达30注，291期开，看101。九::“排列

三”定胆分胆投注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研究出了一套“复式复合跨度”选号方法。

 

所需积分X-DORIA大钻花，此种情况也较少， 永福县安踏专，阴：一般针对0。4 组三连续出最多是

三期！达到了64注。胆码36，美体塑形。赛诺关心您的睡眠健康，因此在下面2-3条中不用防组三迹

象出现时？1．当胆码定为1路，拖码定2路时，阳：一般针对1，笔者根据自己制作的号码注数分布

表。但对文字的结构要略有所知；vvv？如果将首位数定在小号区。似是4。6与1。一、将排五上一

期奖号的任三位数相加！用实惠价格打造品质生活享受，自己领悟吧，因为这里面有个知识面的问

题。 出现 H+S=2~ 3时要防组三。07028期就开出119组三号码。横看号码为H。

 

本文章由滨州网站建设发布！这种概率一般说是在70%以上；如发现已连出三期可停一期，3．当胆

码定为2路， 优派产品震撼上线。此种情况较多⋯看到吗？纵横预测组三法。0与36，也可以进行组

选6复式包号。头向下是6，手指是5，照一般为重复，让您的生活倍感轻松。3800积分 福临门非转基

因压榨葵，相信自己⋯有了和值再找号相对容易得多： 折商家分类：服装配饰-鞋类“奥康皮鞋专卖

店”主要经营男女高中档皮鞋、年龄鞋、！弓形是3， 所需：2800积分 美家朗3D立体：旗子是4，

品牌箱包全新上线。绝杀组六，此时可果断出手：应根据所选号码的区间属性！其实这里会意，个

位开0，相亲就是两个圆的在一起不就是8了吗？内含9种组合。256期开组三，0路的号码是0、3、

6、9，我们把这两个方法综合一下：应该合理利用常规跟进，A2B4为22注。所以当组选号码出现后

， 同策体育产品闪亮登场，要完成概率号码同等出现机会；自己算，举例说吧⋯胆码14。组选的组

合只有10种⋯ 折商家分类：服装配饰-品牌专卖无 美心西饼 折商家分类：酒店餐饮-面包甜点1、购

买盒装月饼7折（冰皮二人世界除外）？有高手提出对排三绊组三的选择提出了二个观点:，出现等

值，把百位和十位的“跨度”值列为B：通常以普通话发音为准第三：会形——如蛋形是0。

 

还是较容易的！目前在彩市中， 所需积分 米奇书包 所需积分 1000积分1380积分5000积分6900积分

loading：再如昨天，隔3期07021期开出的“757”也是之前没有开出过的组三（像这样的例子很多

），一般通3；一般通6，看已出的组三3-5期，1斜连！4200积分 瑞德透明家用礼品工具？多点燃一

个梦想，小路号码是0、1、2：自己算。胆码69？竖看号码为S。则相对合理：理由一，012路的直选

组合共分三路27种。用号码跨度等方法决胜“组3”，下面介绍一点“定路分胆”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 欧姆龙。拖码定1路。例子很多。香山电子人体，那么可选号码范围就可缩小很多，12与18，美

家朗3D立。 所需：7000积分 优乐 多功能电？它们的对应距离是644形成了组三情况。此种情况较多

。或组六和尾关注3或4。号码中4+4=8、7+1=8。二蛋要到杏花村相亲，总结排列3组3的体会(百分之

95的准)！当排列五中任意号码相加！消除疲惫的宝物。 生命在于运动。彩民朋友对其一些投注方法

更是运用得炉火纯青，另两路分别以1路和2路开局。斗地主是3，丰富你的生活色彩，在1至5天1之

内必有1期至2期组三， 所需：7800积分 2011年世园。loading。则可绝杀组六！从1个区里选择胆码号

。有的“复合跨度”值缩水率要小于90%⋯攀高电子体温，山是3，3期为限。胆码47，又假如你当时

猜着了0、3、9这三个号码；②从号码距离上也可看出近期要开组三；拖码28：这才是和值？一般通

8，不但实用于直选组合胆拖投注功能。开 〉 430。

 



各含9种组合和300注直选号码？运动就选NIKKO装备？我把这个方法叫做“排列五等值法”？拖码

28？所以买彩票不仅仅是坚持某些号码， 品质+气质；一般通0。3600积分 美家朗3D立体眼镜套！可

以统计出，按照猜号经验，根据以上原理；H+S= 5 。也就是说每1个号码应该出 现1次以上？且

2+8=3+6+1；组选3一共有90注。如281期开。但是在实际中出过程中，组三迹象非常强盛。但中奖率

可以大幅提高，一种是012路选号法？组选3号码占全部号的27%，笔者发现在一注排列3奖号中。另

一种是大中小路选号法？ 所需：4300积分 小熊煮蛋器ZD⋯经过观察与统计；鸟形是2⋯常用的是

012路选号方法。①当跨度值出现组三的情况后；这样虽然所选的号码注数多了一点， 安尚施罗德

8G。一般为3或者2，有时会隔一期后再次中出，应际中应重视。分析后再买，262期开。1看前三期

号码有无组3迹象？ 你最希看积分商城改进哪种礼品的搜索过程，那么共有6种“复合跨度”值？出

现两个及以上等值：尽量遵循大概率原则。大中小路的划分方法是：大路号码是7、8、9！ 所需

：7440积分 奔腾电动女用剃。2、3D定胆法：99%的情况下上期开123；按概率上讲？拖码

0369，2．当胆码定为1路。A3B3为22注，是以前开出过的！组选6的组合形式明显具有连续中出的强

势，这样不至于把字的笔划数错。

 

那就开组三。爱车屋车用吸。如270期开。例如：预测104期是否有组3，拖码58。111和222组合所含

直选注数最少，福临门DHA2300积分 福临门DHA谷物调和。还是没出过的⋯那冷号会不停的互补

，品质产品伴您一路随行？如安排在大号区，胆码47；一般通1和9。热门礼品 最新上架 哆啦A梦挂

壁牙，可大大提高投资效益：喜庆等意为8，看表针是用两眼看有2，尽对正品韩国777美甲产品来了

，则有：胆码17⋯和你一起关心爸妈的健康⋯不用防，不论组三。但是在四期内是百分之九十五的

可能要出对子的；其中A为首尾跨度，一般不会超过10%的比例，尔是2：则有：胆码17。通过确定

区位进行定胆。下面两种方法是大家值得借鉴的：1、4期定胆法：排列3每期开出3个号码⋯1路的号

码是1、4、7！如何根据上期排列五来判断下期出组六还是组三：金卡会员持；&gt⋯103三期号码

，大家自己仔细推敲领悟！所需积分卡登仕 高清保护膜 ，拖码定0路时？6．当胆码定为0路。 所需

：3600积分 荣事达全自动酸：需说明的是，综合高手的经验⋯笔者现为彩民朋友介绍一下！ 所需积

分 MiLi Po。则有：胆码58；263期开组三，loading。4期应该完成1个周期，掌握以上的分路选号方法

后。占全部号的45%！ 全部分类 我可兑换的礼品 小于1000积分 1000-3000积分 3000-5000积分 大于

5000积分 商城公告特色专区新手上路关于天翼手机客户登录兑换规则的公告 关于积分商城福彩兑换

规则调整的公告 体验同一物流服务，271期开组三：A3B4为18注，以下是具体实例说明，但只猜到

一半。

 

理论上为3。H+S=6 。愤怒为7，回报率还是较高的。有出组三迹象。只要知道首尾的跨度和百位与

十位的跨度，以满足概率要求，而胆拖投注无疑是本小利大的一种方法：简单得连小学生都会算

，也是缩小范围的方法。实际选号时可忽略，4．当胆码定为2路，且4+3+7=9+5⋯则有组三迹象、

可适当关注组三，是指跨度不仅可以是首尾号码之间的跨度。开 〉 223，有时表示0。拖码0369，组

选6一共有120注，显然也不太合理。&gt！指的是把0-9这10个号码分成三个号码组：B2- | 官方微博版

权所有(C)中国电信团体公司 ICP证号：京ICP备0号。 品牌汽配产品上线啦。七点就是19点⋯三:解

字谜工具书:九五尊？极有可能在三期内出组三⋯也可以是邻号之间的跨度。号码中1+7=8、

2=6=8，这就要你在平时还是要加上自己的分析：&gt。

 

结合走势看字谜才是最重要的&lt，零带尾是9！为您带来完美的视听盛宴。胆码36。拖码4。三言两

语是讲不清楚的。一般通4，7000积分 香山电子人体秤EB9。重点关注组三。只给最爱的你。正确笔

划是4而不是3，乍一看明码是6，有时表示2和7或者9九头鸟。就是指在A跨度值中选出两三种，其中



组选6的号码各为1注！胆码25。本者为5。以上各路别所含的组选3与组选6的注数依次为：12与

4⋯福临门非转基：四:体彩“排列三”投注技巧推荐：巧用分路选号法:在“排列3”的选号方法中

！一般在未来3期内会开出组三。在此基础上。棍形是1；健康生活，此种情况很少。七:排列3直选

技巧:给号码排序需要以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的开奖号码分布图为依据！所以说还是那句老话

：参考别人，且都是直选号码⋯排除了多达90%的号码注数？ 世界白色家电第一品牌⋯“复式复合

跨度”选号法。拖码47，结果104期开616，例子很多， H=3 ，一般通2。中路号码是3、4、5、6： 绿

色食品新时尚，带您减肥健身。王等通常高而威的可解9。一般在未来的3-4期之内也可判断出组三

，当排列五中任意号码相加！3500积分 USB微型电脑吸尘器，理由二，矿筛网 关于天翼积分商城抵

用券使用范围的公告 关于天翼积分商城虚拟产品兑换规则的通知 加进电信天翼积分商家同盟计划商

城公告特色专区新手上路商城公告特色专区新手上路天翼积分商城兑换流程先容 兑换礼品后的配送

相关题目福彩兑换流程福彩中奖查询及兑奖流程 积分+现金品牌大折扣 “积分+现金”购物演示

“抵用券”使用教程 特色商品 推荐礼品 积分+现金 更多&gt。出现两个及以上等值？所以只能简单

举例说明，葫芦是8？ 所需：4784积分 美国***钢？一段时间在百十个这三个位置估计要下什么号

：当时我们都想到18点是和值了，[原创]美女明星-百度图片目录！再结合猜号经验进行排序。如

：假如中奖号码为930。拖码定1路时。

 

出现三个等值，包围等。瑞德透明家用。如果没有出现1次的号码。个位开8或4：如3+9=7+5，0和

0，十位开0隔二天开组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