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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杀红一绝招 双色球奖池长期高达亿元，选中6个红号可获百万左右的大奖，对此，彩民朋侪

各显神通，捕杀红号，笔者在这里向公共先容一种杀红方法，虽不能说万万精确，但其捕杀精确率

在90％左右，普通杀14红可能会错杀1个，运气好也许全部杀对。但此方法用来做过滤条件就极端好

，它可以大大淘汰因错杀一红而痛失大奖。 其步骤如下：第一步，准备好上一期红球在每一行的出

球情况，双色球定胆杀红。其陈设是： ① 01、07、13、19、25、31 ② 02、08、14、20、26、32 ③

03、09、15、21、27、33 ④ 04、10、16、22、28 ⑤ 05、11、17、23、29 ⑥ 06、12、18、24、30 第二

步：举座杀红方法按“型”进行，我们将33个红球按型归类： 型号 所杀红球 型号 所杀红球 01型 01

10 19 28 02型 02 11 20 29 10型 03 12 21 30 11型 04 13 22 31 12型 05 14 23 32 20型 06 15 24 33 21型 07 16 25

22型 08 17 26 00型 09 18 27 如当期开奖号在一行中大于2的数（最多为6个，即只有一行出6个号，其他

5行都是空号，这种情况实在是不可能的），双色球定胆杀红。如行中有3个就变成12型，有4个就变

成112型，有5个5就变成122型，有6个就变成1122型。 第三步： 举座方法举例如下：双色球定胆杀红

。 期 号 出球情况 每行出球数 04074 05 06 15 19 26 29 ＋ 13 1 1 1 0 2 1 ：1 每行出球数第04074期统计数

据为：1、1、1、0、2、1。想知道双色球定胆杀红。那么得出的杀红型号有：11型，10型，双色球

定胆杀红。02型，21 型。即11型杀04、13、22、31；10型杀03、12、21、30；02型杀02、11、20、

29；21型杀07、16、25。 第04075期被杀红球为：02、03、04、07、11、12、13、16、20、21、22、

25、29、30、31 但为了保险起见，所杀红球中大多半情况会错杀一红（没错杀当然更好），那奈何

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缩水软件中的号码相克功能了。 假若你自身断定的红球复式中有上面

所杀红球（假定有02、03、04、07），那么你不要把他们杀掉后才去过滤缩水，而是蕴涵他们去缩

水后投注。方法很简单，在软件中找到号码相克那一项，用02、03、04、07相克去过滤，即出02就

不出03、04、07；出03就不出02、04、07⋯⋯等等。 末了你再使用其他的过滤（如奇偶比、和值、

差值、AC值、大小比、除3、4、5等余数以及、热号、温号、冷号等）方法过滤完后，以扩充注数

投注，如果条件设置恰当，那么离中大奖就不远了。双色球定胆杀红。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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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民朋侪可以试一试这种杀红绝招。也许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欣喜。实在扫数的偶都看得动只有

这句话很模糊，不理解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是1.1.1.0.2.1

 

哥们这是一项和庞大的历程而且结果也不如人意，所以不要管那么多了。放平心态 

 

01，02，03，04，05*，06*  07，08，09，双色球定胆杀红。

10，11，1213，14，15*，16，17，1819*，20，21，对比一下双色球定胆杀红。

22，23，2425，26*，27，28，29*，3031，想知道双色球定胆杀红。32，331   1   1    0   2   1看这个图该

当就明白了吧,这个方法对照庞大，而且对待普通人不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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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SB看看这个吧？你还杀红！杀你自身吧！别忽悠公共了！你中几次一等奖了？双色球公正吗?首先

声明此贴是从别的网站转来的.义愤诽谤双色球？？骗局在103期再次穿帮！彩民们又被以国家的名

义被愚弄和诈骗！   自信全国至多有100万观众在公元2005年9月4日20：30分呆头呆脑！所谓的中国

教育电视台双色球2005年第103期开奖电视直播在20：30分与以往不同的是遽然间接变成了直播蓝色

球的历程，全部红色球出球历程和上期彩票贩卖都没有播放进去！！！公正人员仍然一本正直地发

表此次开奖确凿有效！   这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所谓的双色球开奖直播其实是播放的录像带，由于

工作人员的疏忽招致录像带被提前播放而导播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仍然以为会在8：30分准时播出

早就炮制好的录像带，而所谓的第103期有7个一等奖中奖确凿性完全令人狐疑是化为乌有！期开奖

，我20点27分隔隔离分散始收看CETV-1，8864双色球定胆杀红。守候20点30分隔隔离分散始的“双

色球期”开奖直播，post/14.html。没想到20点29分时，对于双色球。原本的广告画面遽然间接切换

到了双色球的开奖情况，而且是间接在开蓝球了，根本没有红球的开奖情况，更没有往天直播时候

罗嗦半天的“前提回忆”了！ 福彩中央所谓的“现场直播”，居然还没到8点半就完全“播完”了

，最可气的是，明明看到摇出的蓝球是01，可随后增援人重复奖号时却间接给改成了07！ 这种光秃

秃的作假，托付福彩中央，要假本领也要假得高贵点吧？？！往后，节目继续进行，你看双色球定

胆杀红。《福彩助学》节目。20:39左右，画面遽然运动，稍候，又播出了摇奖节目。屏幕打出滚动

字幕：（大意是）由于信号传输阻碍，耽误您收看《当前开奖》节目，本台深表歉意！本台于

20:40重播。——既然是信号传输阻碍，只能将开奖历程拖后，双色球。为什么反而提前了？福彩中

央的一群笨猪居然连撒谎都撒不圆！双色球往往宣称自身开出了多少个500万大奖，可是，彩民朋侪

们，你见过自身身边谁中过一等奖？中国已经有上亿网民，从来无一网民宣称自身中过大奖！可以

联想，双色球的500万大奖都是给谁中去了！！！对此，双色球定胆杀红。我们要求福彩中央给出两

点解释： 第一、将双色球500万大奖得主的全部名单交给国家审计总署，彻查500万大奖得主的确凿

身份——看看究竟?结果是不是内部员工！第二、在CCTV—1现场直播双色球开奖结果，公证员要期

期换，要无条件地允许任何彩民仰视渴念景仰直播开奖历程！当然，我的提议无异于与虎谋皮，彩

票游戏本来是两边愿赌服输的互动历程，但是，庄家一方不能打着国家和公益的旗帜，明目张胆地

出“老千”，完全轻视恢弘彩民的利益！如果刚愎自用，那和祸国殃民的公开“六合彩”有何区别

？？！别忘记了，人民的气力是强壮的，欺压人民的败类，必将被人民狠狠地摔在地上！！激烈呼

吁国家纪委和国家审计局彻查福彩中央的欺诈行为！！末了，呼吁恢弘彩民再不要买任何彩票，不

要买双色球，事实上双色球定胆杀红。让那帮官老爷去死吧！！！其实每次双色球开奖都是假的

，是人为制造开奖结果的骗局！！！原理很简单，事前（普通是当日下午13:30--15:00）再开奖背景

前录10次开奖历程得到10个号（以前是20次，自后发现没必要10个足矣）。在当日18:30贩卖截至后

汇总数据。查看10个号的中奖情况，计算中奖率、中奖金额。然后根据需要播出一个号作为当日开

奖号，以此把握中奖结果和中奖率。双色球500万正常中奖概率是1800万分之一，把握后概率为1.8亿

分之一。实在不可能有人中奖。为什么有时有一期中7、8个500万的情况呢？道理也简单：总没人中

会打击彩民购置的积极性，对比一下双色球。影响贩卖额，长此上去就没搞头了。所以必需要有人

中奖，必须有穷汉一夜变富翁的传奇，少女隔日赢千金的神化。究竟肥了那些人你自身猜吧。反正

你没法去说明，保护隐私权嘛也是老天有眼，终于当着恢弘彩民面把这一幕丑剧揭开了一角。看看

103期双色球开奖吧!!!   去年双色球就爆发过一次彩票中央炮制录像画面招致大小画面球轨迹不划一

的情况，如果不是彩民眼尖，中国福利彩票中央是不会认可这个“不对“的！   我的天呀，心灵遭

到要紧伤害，这就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全国性直播摇奖 ？这还能用机器阻碍和事故敷衍恢弘彩民

诈骗他们的血汗钱吗？ 国家啊国家 ？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义以行 ？   激烈要求103期双色球开奖结

果有效，严厉惩处所谓的公正人员和相关做假团体！实行真正的电视同步直播！有多少人指望通过



在公正的规则下在贡献爱心的同时获得一些报答改善自身的生活？多少仁爱的渴望被无情的事实一

次次击碎 ？   中国福利彩票中央双色球！ 你去死吧！   以下为历史材料   2004年2月11日，北京《京华

时报》报道，学习双色球定胆杀红。“2月5日福利彩票双色球期开奖的现场实况录像中，开奖现场

的微观画面与停球点的微观画面并非出自同时拍摄的图像”。 消息传出，“福彩摇奖有人作弊”的

说法一时传遍全国。媒体曝光后次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央召开情况通报会。福彩中央认可

，由于录制摇奖历程特写镜头的摄像机出现阻碍，彩票双色球中奖人。当期摇奖录像的特写镜头确

为自后补拍。“但整个摇奖历程有公证员公证，精确无误，开奖结果确凿有效。你知道双色球定胆

杀红。”   但是据彩票公证人员透露的情况，福彩中央人为把握彩池里的奖金数用两种方法：一是

开奖画面是前期制作，现实每期五六次开奖，采用一次中奖最少的播出。把彩池里的奖金数堆集到

几千万以上以增添中国福彩的吸收力。双色球定胆杀红。二是臆造中奖彩票，当彩池里的奖金数堆

集过多时臆造中奖彩票，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彩池里抽出大量奖金后，私底下分脏。中国福彩中央认

可彩票摇奖画面系前期炮制。   一名彩票公证人员暗里透露，为了掩饰真相，每个参加中国福彩摇

奖的公证人员每次私底下得到一万元！   直到当前，福彩发行的两大监管部门——财政部和民政部

尚未对变乱正式定论。   我狐疑彩票开奖录象在打时间差：色球。先摇进去号码（在开奖前几天

），然后他们就去买这些能中奖的号码（为了欲盖弥彰他们到外地去买）！真正到开奖哪天早晨他

们又摇一次奖，但是这个摇进去的号码和历程只是录下来，并不在当晚的电视里播放！当晚的电视

里播放的是他们前几天就早就摇进去的号码及摇奖历程的录象！然后开奖哪天早晨他们摇进去的号

码和历程只是录下来，然后他们又去买这些号码的彩票（为了欲盖弥彰他们还是到外地去买）！下

一次开奖播放的是上一次摇进去的号码和历程的录象！循环不息！在摇奖现场的扫数的人他们会安

排好每次是谁去买中奖的彩票！   当然他们会安排好一切：每次他们不会把能中奖的彩票都买光

，省得露馅！他们总会在奖池里留下一些钱，以便吸收彩民继续买彩票！   而且他们这种作弊方法

实在是不可能查进去的！当双色球彩票摇奖现场的十几私人每私人都得到几百万后，谁也不会进去

揭破的！   双色球彩票摇奖现场不就是只有十几私人吗！他们完全可以团结起来！中彩中央在媒体

上先容情况时说过，双色球彩票开奖现场约十几私人参加，绝对牢固。这十几私人员包括：公证人

员、民政部门人员、在外邀请的公司摄录人员等。试想，每次开奖既不直播也不允许彩民到现场观

看，学会福彩官网。而就是这十几私人在一间屋里进行开奖，双色球定胆杀红。久而久之这十几私

人已很熟谙，谁能保证这十几私人不联手作假！   请公共防卫：有谁见到彩球是经过当场称过分量

的？如果彩球的分量是不划一的，你知道双色球定胆杀红。那么依据轻重顺序，最轻的球就必然先

被吹进，顺序类推，就万万可以任性把握号码！彩球作假很容易：1.分量上把握。2.彩球内涂金属粉

，可以遥控。3.尺寸上可以把要开的彩球略微作小，其他的稍大根本进不了洞。4.打开洞门的时间上

可以把握，8864双色球定胆杀红。使用电脑可以断定几号球刚好掉到洞边时开门。   另外，电脑可以

很便利的排出没有人买的号码，然后体彩中央就可以将绸缪好的该号码分量的彩球拿进去开！而这

时坐在电视机前，睁大眼睛的不幸的彩民还在惋惜奈何就差那么一点就中大奖了，于是下次就投入

更多的钱，真是不幸可悲啊！当然，如果体彩中央敢每次当场对扫数的球称过分量后再置入摇奖机

才是可信的，但是体彩中央敢如此做吗？当然要做到确凿可信也很容易，就是看他们愿不欢跃了。

有谁可以说你的熟人中有中过大奖的，所以至今为止，双色球定胆杀红。所谓有中大奖的全是化为

乌有，是欺骗！如果你还自信你可能中大奖去买彩票，那你就是法式的傻瓜！！问题是如果是这样

的话也好：如果他们预先摇出号码再去买，那也行！由于你也有可能碰巧（买彩票本来就是碰巧

）买到那个号码。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他们使用卖彩票截止时到开奖的时间之间的时间差

，学会双色球定胆杀红。算出哪个号全国彩民都没有买（电脑可以很便利的排出没有人买的号码

），他们使用电话告诉他们已经在外地安排好的人在卖彩票截止时之前马上买哪个号码（谁买，买

几注，他们会把握好，以便保证不会出问题，当然钱还要够分！）末了用先辈的摇奖机（几百万一



台的摇奖机难道不可以想出什么号就出什么号）把握哪个全国彩民都没有买的号码出现作为最高奖

。（当然也可以让某个彩民成为庆幸儿：开出多个500万）！那你就别想中大奖了！！！   七星彩开

奖时，公证员拿中奖球号卡片在中奖号刚出的刹时就拿进去了，真是太同步了！有七组0—9个号码

卡片，两个公证员居然都不消找就很快拿出，扑克牌都要找一下，公证员真神！你们说：这是否有

预先内定之嫌疑？！   双色球开奖时爽性就不放公证员的画面，这是最聪慧的！   要显示彩票的确凿

性，听听双色球定胆杀红。彩票的闭市时间和开奖时间隔断不能太长，双色球下午六点半松手购置

，早晨8点半所谓的现场直播开奖；体彩下午四点半就松手购置，早晨10点才录播开奖。留出这么长

时间有电脑检索解析之嫌疑。隔断时间10分钟左右才合理。   录播也好，直播也好，不论出现什么问

题，双色球定胆杀红。在彩票业中都严禁补拍！由于彩球只能出一次，来回的摇奖，捣乱了彩球的

出球次序。技术彩民就无法适当，无法查究。彩民报纸就无法推选。彩球的封存就没蓄谋义，更谈

不上现场对彩球的质量和体积进行丈量了！要紧抗议录播或直播的补拍（或称之为技术处理）！

据财政部官员先容，彩票法迟迟不能出台，与各部委的利益不能摆平相关。财政部的国库、税务局

的税款、民政部的老年福利、公安部的救助站、水利部的抗洪救灾、体委的全民健身等都眼盯着

，双色球。当前又冒出个未成年人教育设施也要分一羹！！！！！都觉得不够！所以还要加肆意度

“圈钱”、骗钱。所以还要发更多种类、更能吸收老百姓加入的彩票。 

 

每个球出现的几率为33份之一，能预测的了吗/ 

 

这个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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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杀红一绝招 ,双色球奖池长期高达亿元，选中6个红号可获百万左右的大奖，对此，彩民朋友

各显神通，捕杀红号，笔者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种杀红方法，虽不能说绝对准确，但其捕杀准确率

在90％左右，一般杀14红可能会错杀1个，运气好也许全部杀对。但此方法用来做过滤条件就非常好

，它可以大大减少因错杀一红而痛失大奖。 ,其步骤如下：第一步，准备好上一期红球在每一行的出

球情况，其排列是： ,① 01、07、13、19、25、31 ② 02、08、14、20、26、32 ,③ 03、09、15、21、

27、33 ④ 04、10、16、22、28 ,⑤ 05、11、17、23、29 ⑥ 06、12、18、24、30 ,第二步：具体杀红方

法按“型”进行，我们将33个红球按型归类： ,型号 所杀红球 型号 所杀红球 ,01型 01 10 19 28 02型 02

11 20 29 ,10型 03 12 21 30 11型 04 13 22 31 ,12型 05 14 23 32 ,20型 06 15 24 33 21型 07 16 25 ,22型 08 17 26

00型 09 18 27 ,如当期开奖号在一行中大于2的数（最多为6个，即只有一行出6个号，其他5行都是空

号，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如行中有3个就变成12型，有4个就变成112型，有5个5就变成122型

，有6个就变成1122型。 ,第三步： 具体方法举例如下： ,期 号 出球情况 每行出球数 ,04074 05 06 15 19

26 29 ＋ 13 1 1 1 0 2 1 ：1 ,每行出球数第04074期统计数据为：1、1、1、0、2、1。那么得出的杀红型

号有：11型，10型，02型，21 型。即11型杀04、13、22、31；10型杀03、12、21、30；02型杀02、

11、20、29；21型杀07、16、25。 ,第04075期被杀红球为：02、03、04、07、11、12、13、16、20、

21、22、25、29、30、31 ,但为了保险起见，所杀红球中大多数情况会错杀一红（没错杀当然更好

），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缩水软件中的号码相克功能了。 ,假如你自己确定的红球复

式中有上面所杀红球（假设有02、03、04、07），那么你不要把他们杀掉后才去过滤缩水，而是包

含他们去缩水后投注。方法很简单，在软件中找到号码相克那一项，用02、03、04、07相克去过滤

，即出02就不出03、04、07；出03就不出02、04、07⋯⋯等等。 ,最后你再利用其他的过滤（如奇偶



比、和值、差值、AC值、大小比、除3、4、5等余数以及、热号、温号、冷号等）方法过滤完后

，以缩减注数投注，如果条件设置恰当，那么离中大奖就不远了。彩民朋友不妨试一试这种杀红绝

招。也许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几乎所有的偶都看得动只有这句话很模糊，不知道为什么这

样：,为什么是1.1.1.0.2.1,哥们这是一项和复杂的过程而且结果也不如人意，所以不要管那么多了。放

平心态 ,01，02，03，04，05*，06*

,07，08，0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

，30,31，32，331  1  1  0  2  1看这个图应该就明白了吧,这个方法比较复杂，而且对于一般人不好操作

。 ,个SB看看这个吧？你还杀红！杀你自己吧！别忽悠大家了！你中几次一等奖了？,双色球公正吗

?,首先声明此贴是从别的网站转来的.愤怒谴责双色球？？骗局在103期再次穿帮！彩民们又被以国家

的名义被愚弄和诈骗！  相信全国至少有100万观众在公元2005年9月4日20：30分目瞪口呆！所谓的中

国教育电视台双色球2005年第103期开奖电视直播在20：30分与以往不同的是突然直接变成了直播蓝

色球的过程，全部红色球出球过程和上期彩票销售都没有播放出来！！！公正人员仍然一本正经地

宣布此次开奖真实有效！  这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所谓的双色球开奖直播其实是播放的录像带，由于

工作人员的疏忽导致录像带被提前播放而导播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仍然以为会在8：30分准时播出

早就炮制好的录像带，而所谓的第103期有7个一等奖中奖真实性完全令人怀疑是子虚乌有！期开奖

，我20点27分开始收看CETV-1，等待20点30分开始的“双色球期”开奖直播，没想到20点29分时

，原本的广告画面突然直接切换到了双色球的开奖情况，而且是直接在开蓝球了，根本没有红球的

开奖情况，更没有往天直播时候罗嗦半天的“前提回顾”了！ 福彩中心所谓的“现场直播”，居然

还没到8点半就完全“播完”了，最可气的是，明明看到摇出的蓝球是01，可随后支持人重复奖号时

却直接给改成了07！ 这种赤裸裸的作假，拜托福彩中心，要假手段也要假得高明点吧？？！此后

，节目继续进行，《福彩助学》节目。20:39左右，画面突然静止，稍候，又播出了摇奖节目。屏幕

打出滚动字幕：（大意是）由于信号传输故障，耽误您收看《现在开奖》节目，本台深表歉意！本

台于20:40重播。——既然是信号传输故障，只能将开奖过程拖后，为什么反而提前了？福彩中心的

一群笨猪居然连撒谎都撒不圆！双色球经常宣称自己开出了多少个500万大奖，可是，彩民朋友们

，你见过自己身边谁中过一等奖？中国已经有上亿网民，从来无一网民宣称自己中过大奖！可以想

象，双色球的500万大奖都是给谁中去了！！！对此，我们要求福彩中心给出两点解释： 第一、将

双色球500万大奖得主的全部名单交给国家审计总署，彻查500万大奖得主的真实身份——看看到底

是不是内部员工！第二、在CCTV—1现场直播双色球开奖结果，公证员要期期换，要无条件地允许

任何彩民参观直播开奖过程！当然，我的建议无异于与虎谋皮，彩票游戏本来是双方愿赌服输的互

动过程，但是，庄家一方不能打着国家和公益的旗号，明目张胆地出“老千”，完全无视广大彩民

的利益！如果一意孤行，那和祸国殃民的地下“六合彩”有何区别？？！别忘记了，人民的力量是

强大的，欺压人民的败类，必将被人民狠狠地摔在地上！！强烈呼吁国家纪委和国家审计局彻查福

彩中心的欺诈行为！！最后，呼吁广大彩民再不要买任何彩票，不要买双色球，让那帮官老爷去死

吧！！！其实每次双色球开奖都是假的，是人为制造开奖结果的骗局！！！原理很简单，事先（一

般是当日下午13:30--15:00）再开奖背景前录10次开奖过程得到10个号（以前是20次，后来发现没必

要10个足矣）。在当日18:30销售截至后汇总数据。查看10个号的中奖情况，计算中奖率、中奖金额

。然后根据需要播出一个号作为当日开奖号，以此控制中奖结果和中奖率。双色球500万正常中奖概

率是1800万分之一，控制后概率为1.8亿分之一。几乎不可能有人中奖。为什么有时有一期中7、8个

500万的情况呢？道理也简单：总没人中会打击彩民购买的积极性，影响销售额，长此下去就没搞头

了。所以必须要有人中奖，必须有穷汉一夜变富翁的传奇，少女隔日赢千金的神化。究竟肥了那些

人你自己猜吧。反正你没法去证实，保护隐私权嘛也是老天有眼，终于当着广大彩民面把这一幕丑

剧揭开了一角。看看103期双色球开奖吧!!!  去年双色球就发生过一次彩票中心炮制录像画面导致大



小画面球轨迹不一致的情况，如果不是彩民眼尖，中国福利彩票中心是不会承认这个“错误“的！

我的天呀，心灵受到严重挫伤，这就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全国性直播摇奖 ？这还能用机器故障和

事故敷衍广大彩民诈骗他们的血汗钱吗？ 国家啊国家 ？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义以行 ？  强烈要求

103期双色球开奖结果无效，严厉惩罚所谓的公正人员和相关做假集团！实行真正的电视同步直播

！有多少人指望通过在公正的规则下在奉献爱心的同时获得一些回报改善自己的生活？多少善良的

愿望被无情的事实一次次击碎 ？  中国福利彩票中心双色球！ 你去死吧！  以下为历史资料  2004年

2月11日，北京《京华时报》报道，“2月5日福利彩票双色球期开奖的现场实况录像中，开奖现场的

宏观画面与停球点的微观画面并非出自同时拍摄的图像”。 消息传出，“福彩摇奖有人舞弊”的说

法一时传遍全国。媒体曝光后次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召开情况通报会。福彩中心承认

，由于录制摇奖过程特写镜头的摄像机出现故障，当期摇奖录像的特写镜头确为后来补拍。“但整

个摇奖过程有公证员公证，准确无误，开奖结果真实有效。”  但是据彩票公证人员透露的情况，福

彩中心人为控制彩池里的奖金数用两种方法：一是开奖画面是后期制作，实际每期五六次开奖，选

择一次中奖最少的播出。把彩池里的奖金数积累到几千万以上以增加中国福彩的吸引力。二是伪造

中奖彩票，当彩池里的奖金数积累过多时伪造中奖彩票，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彩池里抽出大量奖金后

，私底下分脏。中国福彩中心承认彩票摇奖画面系后期炮制。  一名彩票公证人员私下透露，为了掩

盖真相，每个参加中国福彩摇奖的公证人员每次私底下得到一万元！  直到现在，福彩发行的两大监

管部门——财政部和民政部尚未对事件正式定论。  我怀疑彩票开奖录象在打时间差：先摇出来号码

（在开奖前几天），然后他们就去买这些能中奖的号码（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到外地去买）！真正到

开奖哪天晚上他们又摇一次奖，但是这个摇出来的号码和过程只是录下来，并不在当晚的电视里播

放！当晚的电视里播放的是他们前几天就早就摇出来的号码及摇奖过程的录象！然后开奖哪天晚上

他们摇出来的号码和过程只是录下来，然后他们又去买这些号码的彩票（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还是到

外地去买）！下一次开奖播放的是上一次摇出来的号码和过程的录象！周而复始！在摇奖现场的所

有的人他们会安排好每次是谁去买中奖的彩票！  当然他们会安排好一切：每次他们不会把能中奖的

彩票都买光，以免露馅！他们总会在奖池里留下一些钱，以便吸引彩民继续买彩票！  而且他们这种

作弊方法几乎是不可能查出来的！当双色球彩票摇奖现场的十几个人每个人都得到几百万后，谁也

不会出来揭露的！  双色球彩票摇奖现场不就是只有十几个人吗！他们完全可以勾结起来！中彩中心

在媒体上介绍情况时说过，双色球彩票开奖现场约十几个人参加，相对固定。这十几个人员包括

：公证人员、民政部门人员、在外聘请的公司摄录人员等。试想，每次开奖既不直播也不允许彩民

到现场观看，而就是这十几个人在一间屋里进行开奖，长此以往这十几个人已很熟悉，谁能保证这

十几个人不联手作假！  请大家注意：有谁见到彩球是经过当场称过重量的？如果彩球的重量是不一

致的，那么按照轻重顺序，最轻的球就必定先被吹进，依次类推，就绝对可以随意控制号码！彩球

作假很容易：1.重量上控制。2.彩球内涂金属粉，可以遥控。3.尺寸上可以把要开的彩球稍微作小

，其他的稍大根本进不了洞。4.打开洞门的时间上可以控制，利用电脑可以确定几号球刚好掉到洞

边时开门。  另外，电脑可以很方便的排出没有人买的号码，然后体彩中心就可以将预备好的该号码

重量的彩球拿出来开！而这时坐在电视机前，睁大眼睛的可怜的彩民还在惋惜怎么就差那么一点就

中大奖了，于是下次就投入更多的钱，真是可怜可悲啊！当然，如果体彩中心敢每次当场对所有的

球称过重量后再置入摇奖机才是可信的，但是体彩中心敢如此做吗？当然要做到真实可信也很容易

，就是看他们愿不愿意了。  有谁可以说你的熟人中有中过大奖的，所以至今为止，所谓有中大奖的

全是子虚乌有，是欺骗！如果你还相信你可能中大奖去买彩票，那你就是标准的傻瓜！！问题是如

果是这样的话也好：如果他们预先摇出号码再去买，那也行！因为你也有可能碰巧（买彩票本来就

是碰巧）买到那个号码。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他们利用卖彩票截止时到开奖的时间之间的时

间差，算出哪个号全国彩民都没有买（电脑可以很方便的排出没有人买的号码），他们利用电话告



诉他们已经在外地安排好的人在卖彩票截止时之前赶快买哪个号码（谁买，买几注，他们会控制好

，以便保证不会出问题，当然钱还要够分！）最后用先进的摇奖机（几百万一台的摇奖机难道不可

以想出什么号就出什么号）控制哪个全国彩民都没有买的号码出现作为最高奖。（当然也可以让某

个彩民成为幸运儿：开出多个500万）！那你就别想中大奖了！！！  七星彩开奖时，公证员拿中奖

球号卡片在中奖号刚出的瞬间就拿出来了，真是太同步了！有七组0—9个号码卡片，两个公证员居

然都不用找就很快拿出，扑克牌都要找一下，公证员真神！你们说：这是否有预先内定之嫌疑？！

双色球开奖时索性就不放公证员的画面，这是最聪明的！  要体现彩票的真实性，彩票的闭市时间和

开奖时间间隔不能太长，双色球下午六点半停止购买，晚上8点半所谓的现场直播开奖；体彩下午四

点半就停止购买，晚上10点才录播开奖。留出这么长时间有电脑检索分析之嫌疑。间隔时间10分钟

左右才合理。  录播也好，直播也好，不管出现什么问题，在彩票业中都严禁补拍！因为彩球只能出

一次，来回的摇奖，破坏了彩球的出球规律。技术彩民就无法适应，无法研究。彩民报纸就无法推

荐。彩球的封存就没有意义，更谈不上现场对彩球的质量和体积进行测量了！严重抗议录播或直播

的补拍（或称之为技术处理）！  据财政部官员介绍，彩票法迟迟不能出台，与各部委的利益不能摆

平有关。财政部的国库、税务局的税款、民政部的老年福利、公安部的救助站、水利部的抗洪救灾

、体委的全民健身等都眼盯着，现在又冒出个未成年人教育设施也要分一羹！！！！！都觉得不够

！因此还要加大力度“圈钱”、骗钱。因此还要发更多种类、更能吸引老百姓加入的彩票。 ,每个球

出现的几率为33份之一，能预测的了吗/ ,这个还可以 ,  这只有一个解释，双色球500万正常中奖概率

是1800万分之一，准备好上一期红球在每一行的出球情况，③ 03、09、15、21、27、33 ④ 04、10、

16、22、28 ，杀你自己吧。事先（一般是当日下午13:30--15:00）再开奖背景前录10次开奖过程得到

10个号（以前是20次：  有谁可以说你的熟人中有中过大奖的，晚上8点半所谓的现场直播开奖。相

对固定。如果条件设置恰当，谁也不会出来揭露的。其排列是： ？捕杀红号，06* ，谁能保证这十

几个人不联手作假，当然钱还要够分。要假手段也要假得高明点吧？21型杀07、16、25，全部红色

球出球过程和上期彩票销售都没有播放出来，选择一次中奖最少的播出⋯以此控制中奖结果和中奖

率：影响销售额：每次开奖既不直播也不允许彩民到现场观看，为什么是1。10型杀03、12、21、

30：所以必须要有人中奖，福彩发行的两大监管部门——财政部和民政部尚未对事件正式定论。双

色球奖池长期高达亿元；而且对于一般人不好操作。

 

准确无误⋯心灵受到严重挫伤，后来发现没必要10个足矣）。不管出现什么问题？那你就别想中大

奖了；这还能用机器故障和事故敷衍广大彩民诈骗他们的血汗钱吗。在彩票业中都严禁补拍， 这种

赤裸裸的作假。明明看到摇出的蓝球是01。  强烈要求103期双色球开奖结果无效。实行真正的电视

同步直播，因为彩球只能出一次，又播出了摇奖节目，别忽悠大家了：彻查500万大奖得主的真实身

份——看看到底是不是内部员工，私底下分脏，于是下次就投入更多的钱！他们总会在奖池里留下

一些钱。公证员真神！只能将开奖过程拖后？可以想象。让那帮官老爷去死吧。强烈呼吁国家纪委

和国家审计局彻查福彩中心的欺诈行为。02型杀02、11、20、29。）最后用先进的摇奖机（几百万

一台的摇奖机难道不可以想出什么号就出什么号）控制哪个全国彩民都没有买的号码出现作为最高

奖。二是伪造中奖彩票，而是包含他们去缩水后投注，  当然他们会安排好一切：每次他们不会把能

中奖的彩票都买光！双色球公正吗，别忘记了，道理也简单：总没人中会打击彩民购买的积极性

，真正到开奖哪天晚上他们又摇一次奖，把彩池里的奖金数积累到几千万以上以增加中国福彩的吸

引力？然后开奖哪天晚上他们摇出来的号码和过程只是录下来，仍然以为会在8：30分准时播出早就

炮制好的录像带，这个方法比较复杂⋯这是最聪明的，为什么有时有一期中7、8个500万的情况呢

？但是体彩中心敢如此做吗；其实每次双色球开奖都是假的。愤怒谴责双色球。  据财政部官员介绍

！所谓的中国教育电视台双色球2005年第103期开奖电视直播在20：30分与以往不同的是突然直接变



成了直播蓝色球的过程，第二、在CCTV—1现场直播双色球开奖结果，其步骤如下：第一步。为什

么反而提前了：  直到现在。

 

  去年双色球就发生过一次彩票中心炮制录像画面导致大小画面球轨迹不一致的情况，不要买双色球

，那么你不要把他们杀掉后才去过滤缩水！  而且他们这种作弊方法几乎是不可能查出来的；但其捕

杀准确率在90％左右。几乎所有的偶都看得动只有这句话很模糊。（当然也可以让某个彩民成为幸

运儿：开出多个500万），20:39左右。等待20点30分开始的“双色球期”开奖直播。第三步： 具体方

法举例如下： 。我们将33个红球按型归类： ！原理很简单。查看10个号的中奖情况。那么离中大奖

就不远了，中国福彩中心承认彩票摇奖画面系后期炮制！  我的天呀，中彩中心在媒体上介绍情况时

说过。所谓有中大奖的全是子虚乌有。福彩中心人为控制彩池里的奖金数用两种方法：一是开奖画

面是后期制作。为了掩盖真相，从来无一网民宣称自己中过大奖，你还杀红⋯《福彩助学》节目

，每行出球数第04074期统计数据为：1、1、1、0、2、1；庄家一方不能打着国家和公益的旗号。它

可以大大减少因错杀一红而痛失大奖，期 号 出球情况 每行出球数 。而就是这十几个人在一间屋里

进行开奖。个SB看看这个吧！有多少人指望通过在公正的规则下在奉献爱心的同时获得一些回报改

善自己的生活，能预测的了吗/ 。呼吁广大彩民再不要买任何彩票，间隔时间10分钟左右才合理？福

彩中心承认？10型 03 12 21 30 11型 04 13 22 31 ，01型 01 10 19 28 02型 02 11 20 29 ，02型。

 

他们利用电话告诉他们已经在外地安排好的人在卖彩票截止时之前赶快买哪个号码（谁买。“福彩

摇奖有人舞弊”的说法一时传遍全国！ 你去死吧，拜托福彩中心。当双色球彩票摇奖现场的十几个

人每个人都得到几百万后。“2月5日福利彩票双色球期开奖的现场实况录像中，  双色球彩票摇奖现

场不就是只有十几个人吗？22型 08 17 26 00型 09 18 27 。晚上10点才录播开奖。彩票法迟迟不能出台

！那么得出的杀红型号有：11型。即只有一行出6个号。这十几个人员包括：公证人员、民政部门人

员、在外聘请的公司摄录人员等。29*，节目继续进行。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导致录像带被提前播放

而导播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其他的稍大根本进不了洞，有5个5就变成122型！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义以行 ，笔者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种杀红方法。虽不能说绝对准确。10型。那么按照轻重顺序。就

绝对可以随意控制号码。以免露馅。少女隔日赢千金的神化。彩民朋友不妨试一试这种杀红绝招

，就是看他们愿不愿意了！12型 05 14 23 32 ，真是太同步了。他们会控制好。

 

方法很简单，这就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全国性直播摇奖 ，用02、03、04、07相克去过滤。每个球

出现的几率为33份之一。技术彩民就无法适应，可随后支持人重复奖号时却直接给改成了07。严重

抗议录播或直播的补拍（或称之为技术处理）。哥们这是一项和复杂的过程而且结果也不如人意

；我20点27分开始收看CETV-1，放平心态 。运气好也许全部杀对，  要体现彩票的真实性。然后体

彩中心就可以将预备好的该号码重量的彩球拿出来开。在摇奖现场的所有的人他们会安排好每次是

谁去买中奖的彩票。  以下为历史资料  2004年2月11日。算出哪个号全国彩民都没有买（电脑可以很

方便的排出没有人买的号码），居然还没到8点半就完全“播完”了！买几注，那你就是标准的傻瓜

。北京《京华时报》报道，最轻的球就必定先被吹进！而这时坐在电视机前。——既然是信号传输

故障。  中国福利彩票中心双色球，选中6个红号可获百万左右的大奖。周而复始⋯公证员要期期换

⋯因为你也有可能碰巧（买彩票本来就是碰巧）买到那个号码？在软件中找到号码相克那一项。然

后他们又去买这些号码的彩票（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还是到外地去买），必将被人民狠狠地摔在地上

。① 01、07、13、19、25、31 ② 02、08、14、20、26、32 。假如你自己确定的红球复式中有上面所

杀红球（假设有02、03、04、07），都觉得不够，原本的广告画面突然直接切换到了双色球的开奖

情况⋯如果一意孤行，  七星彩开奖时。长此下去就没搞头了，在当日18:30销售截至后汇总数据，完



全无视广大彩民的利益？  相信全国至少有100万观众在公元2005年9月4日20：30分目瞪口呆，你见过

自己身边谁中过一等奖，那也行。屏幕打出滚动字幕：（大意是）由于信号传输故障。来回的摇奖

，当然要做到真实可信也很容易！看看103期双色球开奖吧，画面突然静止。我们要求福彩中心给出

两点解释： 第一、将双色球500万大奖得主的全部名单交给国家审计总署，双色球杀红一绝招 。当

期摇奖录像的特写镜头确为后来补拍：即11型杀04、13、22、31？如果不是彩民眼尖。彩民朋友们

，是人为制造开奖结果的骗局？真是可怜可悲啊。首先声明此贴是从别的网站转来的。一般杀14红

可能会错杀1个，电脑可以很方便的排出没有人买的号码。

 

保护隐私权嘛也是老天有眼，彩票的闭市时间和开奖时间间隔不能太长，更没有往天直播时候罗嗦

半天的“前提回顾”了；终于当着广大彩民面把这一幕丑剧揭开了一角⋯”  但是据彩票公证人员透

露的情况，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召开情况通报会，彩球内涂金属粉。财政部的国库、税务局

的税款、民政部的老年福利、公安部的救助站、水利部的抗洪救灾、体委的全民健身等都眼盯着

！由于录制摇奖过程特写镜头的摄像机出现故障：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缩水软件中的号码相克功

能了，其他5行都是空号。控制后概率为1。因此还要加大力度“圈钱”、骗钱。计算中奖率、中奖

金额⋯“但整个摇奖过程有公证员公证？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彩池里抽出大量奖金后；公证员拿中奖

球号卡片在中奖号刚出的瞬间就拿出来了，以缩减注数投注？  双色球开奖时索性就不放公证员的画

面。更谈不上现场对彩球的质量和体积进行测量了，但此方法用来做过滤条件就非常好，骗局在

103期再次穿帮，中国福利彩票中心是不会承认这个“错误“的，福彩中心的一群笨猪居然连撒谎都

撒不圆⋯出03就不出02、04、07。反正你没法去证实⋯如果你还相信你可能中大奖去买彩票。他们

完全可以勾结起来。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媒体曝光后次日。双色球的500万大奖都是给谁中

去了。有4个就变成112型。公正人员仍然一本正经地宣布此次开奖真实有效。明目张胆地出“老千

”。所以不要管那么多了。有七组0—9个号码卡片，依次类推！几乎不可能有人中奖。开奖现场的

宏观画面与停球点的微观画面并非出自同时拍摄的图像”。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如果彩球的重量

是不一致的：  我怀疑彩票开奖录象在打时间差：先摇出来号码（在开奖前几天）。那怎么办呢，欺

压人民的败类。但为了保险起见。本台深表歉意，与各部委的利益不能摆平有关；体彩下午四点半

就停止购买。型号 所杀红球 型号 所杀红球 ，有6个就变成1122型。331  1  1  0  2  1看这个图应该就明

白了吧：而且是直接在开蓝球了，实际每期五六次开奖！扑克牌都要找一下；你中几次一等奖了。

可以遥控。要无条件地允许任何彩民参观直播开奖过程。期开奖，所以至今为止，彩民朋友各显神

通。

 

严厉惩罚所谓的公正人员和相关做假集团！26*。21 型。彩球的封存就没有意义⋯05*，双色球彩票

开奖现场约十几个人参加。8亿分之一。本台于20:40重播，如当期开奖号在一行中大于2的数（最多

为6个⋯而所谓的第103期有7个一等奖中奖真实性完全令人怀疑是子虚乌有？根本没有红球的开奖情

况，因此还要发更多种类、更能吸引老百姓加入的彩票。而是他们利用卖彩票截止时到开奖的时间

之间的时间差，中国已经有上亿网民。那和祸国殃民的地下“六合彩”有何区别？留出这么长时间

有电脑检索分析之嫌疑！现在又冒出个未成年人教育设施也要分一羹。最可气的是。 国家啊国家

；你们说：这是否有预先内定之嫌疑。

 

19*，双色球经常宣称自己开出了多少个500万大奖：双色球下午六点半停止购买，当晚的电视里播

放的是他们前几天就早就摇出来的号码及摇奖过程的录象。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彩票游戏本来是

双方愿赌服输的互动过程。利用电脑可以确定几号球刚好掉到洞边时开门，如行中有3个就变成12型

；开奖结果真实有效：必须有穷汉一夜变富翁的传奇，也许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多少善良



的愿望被无情的事实一次次击碎 ，即出02就不出03、04、07。第二步：具体杀红方法按“型”进行

。但是这个摇出来的号码和过程只是录下来。以便吸引彩民继续买彩票，没想到20点29分时，睁大

眼睛的可怜的彩民还在惋惜怎么就差那么一点就中大奖了。每个参加中国福彩摇奖的公证人员每次

私底下得到一万元，并不在当晚的电视里播放。

 

所杀红球中大多数情况会错杀一红（没错杀当然更好）。彩民报纸就无法推荐。打开洞门的时间上

可以控制。就是所谓的双色球开奖直播其实是播放的录像带，下一次开奖播放的是上一次摇出来的

号码和过程的录象⋯15*⋯究竟肥了那些人你自己猜吧，耽误您收看《现在开奖》节目！两个公证员

居然都不用找就很快拿出；问题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好：如果他们预先摇出号码再去买。如果不是

这样。  录播也好，彩民们又被以国家的名义被愚弄和诈骗，04074 05 06 15 19 26 29 ＋ 13 1 1 1 0 2 1 ：1

：如果体彩中心敢每次当场对所有的球称过重量后再置入摇奖机才是可信的。彩球作假很容易

：1，以便保证不会出问题，重量上控制。  一名彩票公证人员私下透露。我的建议无异于与虎谋皮

。这个还可以 。20型 06 15 24 33 21型 07 16 25 ⋯然后他们就去买这些能中奖的号码（为了掩人耳目他

们到外地去买）。⑤ 05、11、17、23、29 ⑥ 06、12、18、24、30 ！直播也好⋯无法研究。是欺骗。

福彩中心所谓的“现场直播”，破坏了彩球的出球规律，当彩池里的奖金数积累过多时伪造中奖彩

票。长此以往这十几个人已很熟悉，尺寸上可以把要开的彩球稍微作小，第04075期被杀红球为

：02、03、04、07、11、12、13、16、20、21、22、25、29、30、31 ，  请大家注意：有谁见到彩球是

经过当场称过重量的， 消息传出，最后你再利用其他的过滤（如奇偶比、和值、差值、AC值、大

小比、除3、4、5等余数以及、热号、温号、冷号等）方法过滤完后：然后根据需要播出一个号作为

当日开奖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