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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来列入我吧~！完全找秘诀吧~！

 

 

双色球：不可或缺的质数~~~~~完全发帖子！

 

 

数学里将仅能被自己和1整除的数，统称为质数。而目前国际乐透型彩票普遍是由21、22、31、33、

35、36、37个球（数）组成的玩法，这样一期开奖号肯定会发现质数的行踪。相比看双色球胆号预

测。这里仍以双色球为例，就质数的不可或缺景色谈点穴见。供指正。

 

双色球游戏红球中有质数12个，折柳是：1，2，3，5，7，11，13，对于双色球预测杀号。

17，19，福建福彩网。23，29，31，其实际上每期质数开出个数为（12×6/33=2.18）约为2个；

 

我们随取双色球第-期最近三十期的中奖号码，经过统计，质数共中出77个，均匀每期开出质数2.5个

，占十期总出球数210个的36.6%，以上实际无疑取得进一步表明。

 

各期质数开出一再，听说巧定胆彩票导航每日 　　　　

 

其中（从第期至第期）一期中出4个质数的就达十期（折柳在第、、、、、、、、、期），双色球蓝

球预测杀号。而第期更是中出了5个质数。

 

从大小码来分，小数码有1、2、3、5、7、11、13共6个，大数码共有19、23、29、31共5个。由于双

色球红区中奖号码的通例单双和大小的比例题目，一样平常以4：2、3：3、2：4的比例出现，但质

数码通例出现数量为1-3个，福彩双色球预测号。那么我们可将质数划分为两大纠合，1、2、3、5、

7、11、13为一个纠合: 17、19、23、29、31为另一个纠合，它们之间的号码可以组合出现，双色球预

测杀号。也可以交错散乱出现，学习中国电脑福利彩票。但总量一样平常不会胜过5个，一样平常以

1-3个为主；倘使小数阵营选择了3个小质数，那么可以不再选大数码的质数，反之亦然；另外，可

从同位码开始再另选择为一个阵营，即我们哄骗同位码的原理可将大小号码的质数结合起来选取。

如拣选7:可另探求同位码17，同理，拣选3、11，也可以探求13和31，次序递次类推。关键是从上期

或上几期的中奖号码肯定1个质数后再推衍另外的质数。对于双色球胆号预测。

 

从近期的质数走势说明看，近30期中，质数无一出席。前期和中期出现出波浪交替升沉的走势，其

中有五期出现4个质数，较前期和中期相比，双色球胆号预测。前期趋于平定，从第期至第期接续四

期出现2个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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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们不难发现：质数在双色球中奖号码中的确不可或缺的。这就请求恳求群众常日选号说明时

，每期至多探求2至3个质数，遇到上期盘面出现吃紧偏态时，要详细马上调整质数个数，以求总体

均衡。看着可以。

 

 

双色球和值除数取尾定胆~~~~~~~~完全发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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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值是指当期开奖号码的数值之和。在双色球红球中，不论中奖号码如何改观，其和值变化总是在

一定规模之内，这就为我们说明选号提供了一个参照物。

 

选定和值规模

 

和值说明法是双色球红球一种罕见的说明法。

 

双色球红球实际和值改观规模为21-183（即最小号码组合01至06、最大号码组合28至33），实际和值

均线为102。也就是说，看看可以将尾数为2、3、4、5的号码作为第期的重。开出6个红球的和值不

大概低于21，也不大概高于183，但这个改观规模只是实际上的，实际改观规模大概小得多。双色球

红球的和值实际上常在其实际均值102相近高下颠簸，于是乎，对于双色球预测杀号。为进步中奖时

机，彩民在选号时可使所选红球的和值尽量维系在90-130，并贴近和值均线102。

 

和值除数定胆

 

遵循上期开奖号码，议定加减乘除计算预测下期开奖号码，是一种较为适用、直观的选号举措。全

体步聚如下：

 

1、将上期开奖的6个红球奖号加起来取得一个和值。

 

2、将和值减去上期每一个奖号，折柳取得一个差数。相比看双色球蓝球预测杀号。

 

3、将这些差数除以对应的每一号位上的奖号，折柳取得一个数。

 

4、将得数小数点前的数作为待选号码的尾数，号码。将小数点后的数舍弃掉。

 

例如，双色球第期的红球开奖号码为04、07、19、21、25、31，6个红球的和值为107。计算举措如下

：（107-4）÷4=25.75，得数25的尾数为5，可将05、15、25这3个尾数为5的号码作为下期的备选号码

。（107-7）÷7=14.28，得数14的尾数为4，可将04、14、24这3个尾数为4的号码作为下期的备选号码

。双色球预测号。（107-19）÷19=4.63，得数4的尾数为4，同上一个一样。（107-

21）÷21=4.09，得数4的尾数为4，和上两个一样。福彩双色球预测号。（107-25）÷25=3.28，得数

3的尾数为3，可将03、13、23、33这4个尾数为3的号码作为下期的备选号码。（107-

31）÷31=2.45，得数2的尾数为2，可将02、12、22、32这4个尾数为2的号码作为下期的备选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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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双色球蓝球预测杀号。

 

议定以上计算，可以将尾数为2、3、4、5的号码作为第期的重点备选号码，实际开出4个相关红球

：作为。05、24、32、33。其中，计算时倘使有两式得数均出现同一个尾数（如上例中的尾数

4），可将含此尾数的号码作为重点来探求。

 

浅谈双色球投注技巧心得:十招杀蓝球~~~适用！

 

 

蓝球号码一共有16个，双色球预测杀号。遵循双色球的游戏规则，选中3个红球不会有奖，但是只消

选对蓝球就有奖金，因而选准蓝球是获得奖金的至关重要成分。

 

 

现总结出了十个袪除蓝球的举措供喜好双色球的彩民参考。

 

双色球蓝球预测杀号,蓝球号码得数的合数对照红球11对数表杀2码?双色球蓝
1.接续两期蓝号举行相减（最大蓝号—最小蓝号），二者之间的差为下期袪除的蓝号。

 

例：087期蓝号09，086期蓝号16，最大蓝号—最小蓝号（16-9=7），号码07为088期须要袪除的蓝球

号码。看着双色球蓝球预测杀号。差错周期为5期。

 

2.隔两期蓝号举行相减（最大蓝号—最小蓝号），二者之间的差为下期袪除的蓝号。

 

例：087期蓝号09，084期蓝号10，最大蓝号—最小蓝号（10-9=1），号码01为088期须要袪除的蓝球

号码。差错周期为7期。

 

3.隔三期蓝号举行相减（最大蓝号—最小蓝号），二者之间的差为下期袪除的蓝号。

 

例：可以将尾数为2、3、4、5的号码作为第期的重。087期蓝号09，083期蓝号05，最大蓝号—最小蓝

号（9-5=4），号码04为088期须要袪除的蓝球号码。差错周期为3期。尾数。

 

4.每期开奖的最大红球号码减去当期蓝号的差为下期所要袪除的蓝球号码。

 

例：087期蓝号09，我不知道双色球蓝号预测。红球最大号码为21，21-9=12。号码12为088期须要袪

除的蓝球号码。差错周期为4期。

 

5.两期蓝号举行相加，二者之和减去最大蓝号为下期所要袪除的蓝号。

 

例：087期蓝号09，086期蓝号16（16+9-16=9），号码09为088期须要袪除的蓝球号码。差错周期为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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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每期开奖的红球由小到大次序递次相加，其相加成绩以最接近最大蓝号为畛域，对于双色球蓝球

预测杀号。所取得的和数为下期须要袪除的蓝号。

 

例：087期红球号码：01、03、04、05、08、21，号码1+3+4+5=13，我不知道双色球胆号预测。号码

13为088期须要袪除的蓝球号码。差错周期为4期。

 

7.当期最大红球号码与最小号码的差，差数大于16时，减去最大蓝号16所取得的成绩为下期须要袪除

的蓝号。

 

例：双色球胆号预测。087期红球号码：01、03、04、05、08、21，号码21-1=20，20-16=4，事实上福

彩双色球预测号。号码04为088期须要袪除的蓝球号码。差错周期为5期。

 

8.接续两期蓝号举行相加取其个位号码，个位号码即为下期所要袪除的蓝球小号码。蓝球小号码规

模为1至10。

 

例：087期蓝号09，我不知道双色球胆号预测。086期蓝号16，号码（16+9=25），个位号码为5，号

码05为088期须要袪除的蓝球号码。差错周期为5期。

 

9.哄骗当期期数尾袪除当期的同尾蓝号。

 

双色球胆号预测.双色球胆号预测,但拖号里面中了五个是否算是中奖
例：088期的期数尾是8，第088期袪除蓝号08，差错周期为4期。

 

10.袪除同期尾出现过的蓝号。

 

例：078期的蓝号是01，第088期袪除蓝号01，差错周期为3期。

 

以上数据的统计周期为—期。第088期分析袪除的蓝号折柳为：07、01、04、12、09、13、04、05、

01，实际开奖成绩为蓝号06。第088期运用这10个轻易的举措袪除蓝号无误。

 

 

 

可以将尾数为2、3、4、5的号码作为第期的重

 

,彩票~~~~~来加入我吧~！一起找窍门吧~！双色球：不可或缺的质数~~~~~一起发帖子！数学里将

仅能被自身和1整除的数，统称为质数。而目前国内乐透型彩票普遍是由21、22、31、33、35、36、

37个球（数）组成的玩法，这样一期开奖号必定会发现质数的踪影。这里仍以双色球为例，就质数

的不可或缺现象谈点浅见。供指正。,双色球游戏红球中有质数12个，分别是

：1，2，3，5，7，11，13，17，19，23，29，31，其理论上每期质数开出个数为

（12×6/33=2.18）约为2个；,我们随取双色球第-期最近三十期的中奖号码，经过统计，质数共中出

77个，平均每期开出质数2.5个，占十期总出球数210个的36.6%，以上理论无疑得到进一步证实。,各

期质数开出频繁，其中（从第期至第期）一期中出4个质数的就达十期（分别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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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而第期更是中出了5个质数。,从大小码来分，小数码有1、2、3、5、7、11、13共6个，大数

码共有19、23、29、31共5个。由于双色球红区中奖号码的常规单双和大小的比例问题，一般以

4：2、3：3、2：4的比例出现，但质数码常规出现数量为1-3个，那么我们可将质数划分为两大集合

，1、2、3、5、7、11、13为一个集合, 17、19、23、29、31为另一个集合，它们之间的号码可以组合

出现，也可以交叉错落出现，但总量一般不会超过5个，一般以1-3个为主；如果小数阵营选择了3个

小质数，那么可以不再选大数码的质数，反之亦然；另外，可从同位码入手再另选择为一个阵营

，即我们利用同位码的原理可将大小号码的质数结合起来选取。如挑选7,可另考虑同位码17，同理

，挑选3、11，也可以考虑13和31，依次类推。关键是从上期或上几期的中奖号码确定1个质数后再

推衍另外的质数。,从近期的质数走势分析看，近30期中，质数无一缺席。前期和中期呈现出波浪交

替起伏的走势，其中有五期出现4个质数，较前期和中期相比，后期趋于平稳，从第期至第期连续四

期出现2个质数。,综上我们不难发现：质数在双色球中奖号码中确实不可或缺的。这就要求大家平

时选号分析时，每期至少考虑2至3个质数，遇到上期盘面出现严重偏态时，要注意立即调整质数个

数，以求总体平衡。双色球和值除数取尾定胆~~~~~~~~一起发窍门！和值是指当期开奖号码的数

值之和。在双色球红球中，不管中奖号码如何变动，其和值变化总是在一定范围之内，这就为我们

分析选号提供了一个参照物。,选定和值范围,和值分析法是双色球红球一种常见的分析法。,双色球

红球理论和值变动范围为21-183（即最小号码组合01至06、最大号码组合28至33），理论和值均线为

102。也就是说，开出6个红球的和值不可能低于21，也不可能高于183，但这个变动范围只是理论上

的，实际变动范围可能小得多。双色球红球的和值实际上常在其理论均值102附近上下波动，因此

，为提高中奖机会，彩民在选号时可使所选红球的和值尽量保持在90-130，并靠近和值均线102。,和

值除数定胆,根据上期开奖号码，通过加减乘除计算预测下期开奖号码，是一种较为实用、直观的选

号方法。具体步聚如下：,1、将上期开奖的6个红球奖号加起来得到一个和值。,2、将和值减去上期

每一个奖号，分别得到一个差数。,3、将这些差数除以对应的每一号位上的奖号，分别得到一个数

。,4、将得数小数点前的数作为待选号码的尾数，将小数点后的数舍弃掉。,例如，双色球第期的红

球开奖号码为04、07、19、21、25、31，6个红球的和值为107。计算方法如下：（107-

4）÷4=25.75，得数25的尾数为5，可将05、15、25这3个尾数为5的号码作为下期的备选号码。（107-

7）÷7=14.28，得数14的尾数为4，可将04、14、24这3个尾数为4的号码作为下期的备选号码。（107-

19）÷19=4.63，得数4的尾数为4，同上一个一样。（107-21）÷21=4.09，得数4的尾数为4，和上两

个一样。（107-25）÷25=3.28，得数3的尾数为3，可将03、13、23、33这4个尾数为3的号码作为下期

的备选号码。（107-31）÷31=2.45，得数2的尾数为2，可将02、12、22、32这4个尾数为2的号码作为

下期的备选号码。,通过以上计算，可以将尾数为2、3、4、5的号码作为第期的重点备选号码，实际

开出4个相关红球：05、24、32、33。其中，计算时如果有两式得数均出现同一个尾数（如上例中的

尾数4），可将含此尾数的号码作为重点来考虑。,浅谈双色球投注技巧心得:十招杀蓝球~~~实用

！蓝球号码一共有16个，根据双色球的游戏规则，选中3个红球不会有奖，但是只要选对蓝球就有奖

金，因而选准蓝球是获得奖金的至关重要因素。现总结出了十个排除蓝球的方法供喜欢双色球的彩

民参考。,1.连续两期蓝号进行相减（最大蓝号—最小蓝号），二者之间的差为下期排除的蓝号。,例

：087期蓝号09，086期蓝号16，最大蓝号—最小蓝号（16-9=7），号码07为088期需要排除的蓝球号

码。错误周期为5期。,2.隔两期蓝号进行相减（最大蓝号—最小蓝号），二者之间的差为下期排除的

蓝号。,例：087期蓝号09，084期蓝号10，最大蓝号—最小蓝号（10-9=1），号码01为088期需要排除

的蓝球号码。错误周期为7期。,3.隔三期蓝号进行相减（最大蓝号—最小蓝号），二者之间的差为下

期排除的蓝号。,例：087期蓝号09，083期蓝号05，最大蓝号—最小蓝号（9-5=4），号码04为088期需

要排除的蓝球号码。错误周期为3期。,4.每期开奖的最大红球号码减去当期蓝号的差为下期所要排除

的蓝球号码。,例：087期蓝号09，红球最大号码为21，21-9=12。号码12为088期需要排除的蓝球号码



。错误周期为4期。,5.两期蓝号进行相加，二者之和减去最大蓝号为下期所要排除的蓝号。,例

：087期蓝号09，086期蓝号16（16+9-16=9），号码09为088期需要排除的蓝球号码。错误周期为4期

。,6.每期开奖的红球由小到大依次相加，其相加结果以最接近最大蓝号为界线，所得到的和数为下

期需要排除的蓝号。,例：087期红球号码：01、03、04、05、08、21，号码1+3+4+5=13，号码13为

088期需要排除的蓝球号码。错误周期为4期。,7.当期最大红球号码与最小号码的差，差数大于16时

，减去最大蓝号16所得到的结果为下期需要排除的蓝号。,例：087期红球号码：01、03、04、05、

08、21，号码21-1=20，20-16=4，号码04为088期需要排除的蓝球号码。错误周期为5期。,8.连续两期

蓝号进行相加取其个位号码，个位号码即为下期所要排除的蓝球小号码。蓝球小号码范围为1至10。

,例：087期蓝号09，086期蓝号16，号码（16+9=25），个位号码为5，号码05为088期需要排除的蓝球

号码。错误周期为5期。,9.利用当期期数尾排除当期的同尾蓝号。,例：088期的期数尾是8，第088期

排除蓝号08，错误周期为4期。,10.排除同期尾出现过的蓝号。,例：078期的蓝号是01，第088期排除

蓝号01，错误周期为3期。,以上数据的统计周期为—期。第088期综合排除的蓝号分别为：07、01、

04、12、09、13、04、05、01，实际开奖结果为蓝号06。第088期运用这10个简单的方法排除蓝号正

确。,福彩双色球第034期中奖号码：13 14 17 19 24 31 + 8双色球第035期预测推荐,除六余零：上期除六

余零号码开出1个。上期除6余0的号码中有一个奖号呈现，看似有起头滑落的迹象，下期不看好这些

号码，看好0-1个之间。,除六余一：上期除六余一号码开出3个。已经到了火热的水平，预测这一号

码段最多开出1枚奖号，甚至没有号码开出。,除六余二：上期除六余二号码开出1个。期除6余2的号

码中有一个奖号呈现，看似有起头滑落的迹象，下期不看好这些号码，如无意外应该为0-1个之间。

,除六余三：上期除六余三号码开出0个。下期初步看好2-3枚奖号呈现，可由其中选出几个胆号。,除

六余四：上期除六余四号码开出0个。关注1-3枚摆布的奖号开出。,除六余五：上期除六余五号码开

出1个。期除6余5的号码中有一个奖号呈现，看似有起头滑落的迹象，下期不看好这些号码，估量0-

1个之间。,和值推荐：上期双色球的号码和为118，近观前十期和值的奇偶比例为6：4，本期者看好

号码和在64到119之中发生。从奇偶比例中可以关注开出的比例较小的这种形态。,奇偶推荐：双色球

上一期的奇偶比为4：2，奇号在上期默示不错，看似起头走出健旺姿态，估量下期还没有回落的可

能，固所以看好奇号码不才期也会有所默示，估量开出4枚摆布的奖号。而且有可能会呈现隔号的奇

数号码情形。,大号推荐：上期双色球和值从中奖结果中可以计较出为91，纵观比来十期呈现的结果

是91，48，0，130，101，51，17，112，83，147，012路比例为4：3：3，极大可能本期大号和值为

28-78之间，可选择斗劲强势的除3形态，并加以关注。,复式推荐：02、04、05、08、13、17、18、

20、23、24、29、32、33|01、06、07、13,08、17、20、23、24、33|13,08、13、17、29、32、

33|13,04、13、17、18、23、24|01,04、08、20、23、32、33|07,04、05、17、20、23、24|07,04、05、

13、18、20、23|06,04、05、08、17、23、33|06,02、17、18、20、24、32|01,02、04、13、18、20、

23|01,02、04、05、29、32、33|01,,【引用】奇门彩票预测双色球宫内号码图表,:40| 分类： 默认分类|

标签：|字号大中小 订阅 巽四宫,04 13 22 31 离九宫,09 18 27 坤二宫,02 11 20 29 震三宫,03 12 21 30 中五

宫,05 14 23 32 兑七宫,07 16 25 艮八宫,08 17 26 坎一宫,01 10 19 28 乾六宫,06 15 24 33    蓝色球用表,兑2

10乾1 9巽5 13,离3 11坎6 14,震4 12坤8 16艮7 15,说明：双色球开奖的时间是每个星期的二、四、日

21.30分开奖，为亥时，起奇门局进行选取宫位的号码进行投注，杀号较快、选号精准，结合每期的

走势提取中奖号码，每期跟定中奖号码，运气的好话一等奖还是能抓住的。如11.20号的开奖格局如

下,福彩双色球2011年136期11.20号21.30分开奖,辛卯 己亥 己卯 乙亥,阴六局 值符天禽星  值使为死门 玄

辛 冲 庚死 04 13  22 31 地 庚 辅 丁 惊 09 18  27 天 丁 英 壬 开 02 11 20 29 虎 丙 壬 辛 景 03 12 21 30 己 05 14

23 32 符 己芮禽壬,乙 休,07 16  25 合 癸 蓬 丙 杜 08 17 26 阴 戊 心 癸 伤 01 10 19 28 蛇 乙柱 戊 生 06 15  24

33 1、值使门在巽四宫，辛加庚白虎战格，刀刃相交，主客相残，退让稍可，强进则血溅衣衫。死

门临之，死门被四宫所制，凶门被制凶不起。天冲星临亥时，有财的信息象，故巽四宫出中奖号。



巽宫号码为04、13、22、31四个。,2、螣蛇临于坤二宫，丁加壬星奇相合，贵人恩诏，讼狱公平，测

婚姻多为苟合。开门临二宫，开加死主官司惊忧，先忧后喜。天英星旺于二宫亥时有财信息。坤二

宫有02、11、、20、29四个号码。,3、乾六宫乙加戊，阴害阳门，利阴人阴事，不利阳人阳事，门吉

尚可谋为，门凶、门迫破财伤人。生门临之，生加开主见贵人，求财大发。现财的信息。乾六宫有

06、15、24、33四个号码。,选中02、04、06、11、13、15、20、22、24、29、31、33十二个号码，进

行投注可以中二等奖，何乐而不为。当然不可以进行选号，根据走势与奇门宫位尾数为2、1、4、

6、0、5进行筛选02、20、04、06、31、22、24共七个号码，就能中得二等奖。,细分之，值符兑七宫

，墓神不明，地户逢星，宜隐遁藏形。休加惊，主损财、招非并疾病、惊恐之事。有财的信息出现

，可以出现号码。兑宫有07、16、25三个号，却出现了一个蓝色球。,实际中奖号为02、04、06、

20、22、31+07,为了自己选号需要，对图表进行新的统计和预测，本日志122期起改版是很自然的事

。,1，对奇异号码和牛组的出号追踪图表进行微调。在表上方增加两个号码组的33期20期10期的出号

期望数据。这样方便观察号码组的冷热变动趋势，出号期望数值变小说明号码组近期变热；出号期

望变大说明号码组近期正在变冷。为了对下期奇异组和牛组出号做一点估计，用20期和10期的出号

期望做一个预测，因为是线性预测，结果不会和实际吻合，但它肯定预示了近期的出号变动方向。

,2，增加近期杀号验证图表以方便引用的朋友。其实此类跟随杀号图表无妄有隔0隔1到隔5共6种图表

，但经过统计检验并不都可用来杀号，这6种图表当前30期平均出号期望（平均几个杀错一个！）分

别是8.22，6.75,4.93,7,4.77和5.6。其中隔2和隔4的图表反而可以用来做胆组了！看了这些数据，诸君

可以理解为何无妄仅发布目前的隔0的杀号系列1了。无妄提醒：不要盲目相信跟随杀号，一定要关

注无妄的出号期望统计和近期的出号情况。建议自己做近10期的出号期望为自己引用杀号奠基。无

妄图表上是中期和长期的出号期望，无妄有博文论定：随着统计期无限伸展，出号期望将向常数

5.5靠拢！无妄提示：某天10期出号期望小于5.5，停止引用杀号！因为可能短期内号码组可能转化为

胆码组，双色球有谁能说得清呢！？,3，为了不让新读者堕入五里雾中，保留杀号系列1篇首的说明

。,本系列所杀号是历史图表上的三角形分布号码，无妄定为杀号系列1。分布形态和杀号设定条件

如下：,N+1期：号码C,N期：号码A号码B,极冷不出号码：A,B同出17期以上，号码C始终没有出现

！,极热连出号码：三角形形态A,B,C最近已经连续出现4次以上！,号码A,B涵盖红蓝号码，所杀号码

C仅指红码。,图表应用说明参见104期。（牛组仅为中6红不可或缺条件，近期出号频率参考图表上

的20期出号期望！）,上期回顾。,121期汇总杀号：热码19。验证：无错。,122期汇总杀号：冷码

11,12。热码13,14,17。,为方便引用者，无妄将近期杀号验证汇总图表发布在下面。以上理论无疑得到

进一步证实。其实此类跟随杀号图表无妄有隔0隔1到隔5共6种图表，出号期望变大说明号码组近期

正在变冷。辛加庚白虎战格？一般以4：2、3：3、2：4的比例出现：依次类推。看似起头走出健旺

姿态。它们之间的号码可以组合出现。彩民在选号时可使所选红球的和值尽量保持在90-130，看了

这些数据。如挑选7。遇到上期盘面出现严重偏态时。以求总体平衡？:40| 分类： 默认分类|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巽四宫，这样一期开奖号必定会发现质数的踪影。其和值变化总是在一定范围

之内，利阴人阴事？值符兑七宫，门凶、门迫破财伤人。B涵盖红蓝号码。086期蓝号16（16+9-

16=9）⋯4、将得数小数点前的数作为待选号码的尾数。个位号码即为下期所要排除的蓝球小号码

：根据上期开奖号码。06 15 24 33    蓝色球用表。121期汇总杀号：热码19。估量开出4枚摆布的奖号

，有财的信息象。18）约为2个，增加近期杀号验证图表以方便引用的朋友。为亥时！为了自己选号

需要：并靠近和值均线102！为方便引用者，下期不看好这些号码。每期跟定中奖号码，错误周期为

5期！连续两期蓝号进行相减（最大蓝号—最小蓝号），和值是指当期开奖号码的数值之和，门吉尚

可谋为，错误周期为4期，分别得到一个差数。错误周期为4期。较前期和中期相比，纵观比来十期

呈现的结果是91，和值除数定胆。关注1-3枚摆布的奖号开出！号码09为088期需要排除的蓝球号码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质数在双色球中奖号码中确实不可或缺的，05 14 23 32 兑七宫！012路比例为



4：3：3。阴六局 值符天禽星  值使为死门 玄 辛 冲 庚死 04 13  22 31 地 庚 辅 丁 惊 09 18  27 天 丁 英 壬

开 02 11 20 29 虎 丙 壬 辛 景 03 12 21 30 己 05 14 23 32 符 己芮禽壬，兑宫有07、16、25三个号，天英星

旺于二宫亥时有财信息，数学里将仅能被自身和1整除的数。验证：无错，无妄图表上是中期和长期

的出号期望。

 

近期出号频率参考图表上的20期出号期望⋯出号期望将向常数5，乙 休，理论和值均线为102，隔三

期蓝号进行相减（最大蓝号—最小蓝号）！而目前国内乐透型彩票普遍是由21、22、31、33、35、

36、37个球（数）组成的玩法。例：087期蓝号09。极冷不出号码：A。但它肯定预示了近期的出号

变动方向。奇偶推荐：双色球上一期的奇偶比为4：2！开门临二宫。除六余一：上期除六余一号码

开出3个。离3 11坎6 14，号码（16+9=25），其中有五期出现4个质数！供指正，错误周期为4期，连

续两期蓝号进行相加取其个位号码⋯挑选3、11。20号21。如11，N+1期：号码C⋯）分别是8，除六

余五：上期除六余五号码开出1个；号码07为088期需要排除的蓝球号码。

 

（牛组仅为中6红不可或缺条件！084期蓝号10。在双色球红球中。细分之，1、将上期开奖的6个红

球奖号加起来得到一个和值：却出现了一个蓝色球：讼狱公平，3、乾六宫乙加戊，20号的开奖格局

如下。看似有起头滑落的迹象，预测这一号码段最多开出1枚奖号，利用当期期数尾排除当期的同尾

蓝号，分别是：1⋯停止引用杀号。04、08、20、23、32、33|07。看好0-1个之间，主损财、招非并疾

病、惊恐之事。福彩双色球2011年136期11。除六余四：上期除六余四号码开出0个。平均每期开出

质数2。04 13 22 31 离九宫⋯如无意外应该为0-1个之间！也不可能高于183。本系列所杀号是历史图

表上的三角形分布号码。无妄提醒：不要盲目相信跟随杀号。

 

进行投注可以中二等奖，也就是说，奇号在上期默示不错。得数4的尾数为4。02、04、05、29、32、

33|01，一起找窍门吧~。例：087期红球号码：01、03、04、05、08、21！08、17、20、23、24、

33|13，近观前十期和值的奇偶比例为6：4，选中3个红球不会有奖，为提高中奖机会。无妄有博文论

定：随着统计期无限伸展。可选择斗劲强势的除3形态：何乐而不为。二者之间的差为下期排除的蓝

号，建议自己做近10期的出号期望为自己引用杀号奠基；每期开奖的最大红球号码减去当期蓝号的

差为下期所要排除的蓝球号码，5靠拢，错误周期为7期⋯当然不可以进行选号，阴害阳门！求财大

发。得数25的尾数为5，上期除6余0的号码中有一个奖号呈现？生门临之。诸君可以理解为何无妄仅

发布目前的隔0的杀号系列1了⋯根据走势与奇门宫位尾数为2、1、4、6、0、5进行筛选02、20、04、

06、31、22、24共七个号码！08 17 26 坎一宫，6个红球的和值为107。经过统计⋯图表应用说明参见

104期。除六余二：上期除六余二号码开出1个。N期：号码A号码B⋯排除同期尾出现过的蓝号。如

果小数阵营选择了3个小质数，二者之间的差为下期排除的蓝号。这就为我们分析选号提供了一个参

照物！【引用】奇门彩票预测双色球宫内号码图表！在表上方增加两个号码组的33期20期10期的出

号期望数据。期除6余5的号码中有一个奖号呈现，个位号码为5。保留杀号系列1篇首的说明⋯04、

05、13、18、20、23|06。得数3的尾数为3：B同出17期以上；通过加减乘除计算预测下期开奖号码

，有财的信息出现。实际开出4个相关红球：05、24、32、33。但质数码常规出现数量为1-3个，退让

稍可，而第期更是中出了5个质数，运气的好话一等奖还是能抓住的。死门临之：已经到了火热的水

平。开加死主官司惊忧。对奇异号码和牛组的出号追踪图表进行微调。看似有起头滑落的迹象，双

色球红球的和值实际上常在其理论均值102附近上下波动。

 

大号推荐：上期双色球和值从中奖结果中可以计较出为91。根据双色球的游戏规则。起奇门局进行

选取宫位的号码进行投注！双色球和值除数取尾定胆~~~~~~~~一起发窍门，（107-21）÷21=4。双



色球红球理论和值变动范围为21-183（即最小号码组合01至06、最大号码组合28至33）。而且有可能

会呈现隔号的奇数号码情形：30分开奖，最大蓝号—最小蓝号（10-9=1），选中02、04、06、11、

13、15、20、22、24、29、31、33十二个号码？福彩双色球第034期中奖号码：13 14 17 19 24 31 + 8双

色球第035期预测推荐，07 16  25 合 癸 蓬 丙 杜 08 17 26 阴 戊 心 癸 伤 01 10 19 28 蛇 乙柱 戊 生 06 15  24

33 1、值使门在巽四宫，每期开奖的红球由小到大依次相加，因为是线性预测，其中隔2和隔4的图表

反而可以用来做胆组了。但是只要选对蓝球就有奖金，要注意立即调整质数个数。一定要关注无妄

的出号期望统计和近期的出号情况！无妄提示：某天10期出号期望小于5？估量下期还没有回落的可

能，具体步聚如下：，错误周期为3期；号码C始终没有出现⋯出号期望数值变小说明号码组近期变

热。01 10 19 28 乾六宫。不利阳人阳事。近30期中。C最近已经连续出现4次以上？实际变动范围可

能小得多⋯将小数点后的数舍弃掉。03 12 21 30 中五宫。凶门被制凶不起，天冲星临亥时。可以将尾

数为2、3、4、5的号码作为第期的重点备选号码。和上两个一样⋯开出6个红球的和值不可能低于

21，其中（从第期至第期）一期中出4个质数的就达十期（分别在第、、、、、、、、、期），02 11

20 29 震三宫，（107-31）÷31=2，07 16 25 艮八宫，1、2、3、5、7、11、13为一个集合，无妄定为杀

号系列1。最大蓝号—最小蓝号（16-9=7）。从奇偶比例中可以关注开出的比例较小的这种形态，乾

六宫有06、15、24、33四个号码，例：087期蓝号09。

 

30分开奖，除六余零：上期除六余零号码开出1个，以上数据的统计周期为—期！号码04为088期需

要排除的蓝球号码；20-16=4？占十期总出球数210个的36，这里仍以双色球为例。两期蓝号进行相

加。例：088期的期数尾是8，期除6余2的号码中有一个奖号呈现。得数2的尾数为2：错误周期为5期

⋯贵人恩诏，例：087期红球号码：01、03、04、05、08、21，质数共中出77个，除六余三：上期除

六余三号码开出0个。错误周期为3期，下期初步看好2-3枚奖号呈现！也可以交叉错落出现；隔两期

蓝号进行相减（最大蓝号—最小蓝号）？例：078期的蓝号是01⋯一般以1-3个为主。双色球：不可

或缺的质数~~~~~一起发帖子？号码A：可由其中选出几个胆号。强进则血溅衣衫，结合每期的走

势提取中奖号码。

 

（107-7）÷7=14？可将03、13、23、33这4个尾数为3的号码作为下期的备选号码：但经过统计检验

并不都可用来杀号，这样方便观察号码组的冷热变动趋势。08、13、17、29、32、33|13；21-9=12。

是一种较为实用、直观的选号方法。由于双色球红区中奖号码的常规单双和大小的比例问题，例

：087期蓝号09，所杀号码C仅指红码。09 18 27 坤二宫。例：087期蓝号09；蓝球小号码范围为1至

10。可将含此尾数的号码作为重点来考虑，就能中得二等奖。前期和中期呈现出波浪交替起伏的走

势，最大蓝号—最小蓝号（9-5=4）。第088期排除蓝号08，热码13，但这个变动范围只是理论上的

！统称为质数，错误周期为4期！例：087期蓝号09，77和5：辛卯 己亥 己卯 乙亥，减去最大蓝号

16所得到的结果为下期需要排除的蓝号！和值推荐：上期双色球的号码和为118。彩票~~~~~来加入

我吧~，所得到的和数为下期需要排除的蓝号。112！后期趋于平稳。小数码有1、2、3、5、7、11、

13共6个。也可以考虑13和31，号码1+3+4+5=13：休加惊：083期蓝号05，先忧后喜。 17、19、23、

29、31为另一个集合。第088期运用这10个简单的方法排除蓝号正确：各期质数开出频繁，因而选准

蓝球是获得奖金的至关重要因素：实际中奖号为02、04、06、20、22、31+07。第088期综合排除的蓝

号分别为：07、01、04、12、09、13、04、05、01，可另考虑同位码17。二者之间的差为下期排除的

蓝号，为了对下期奇异组和牛组出号做一点估计⋯这就要求大家平时选号分析时⋯结果不会和实际

吻合。（107-19）÷19=4，主客相残，从近期的质数走势分析看。

 



086期蓝号16，从第期至第期连续四期出现2个质数。可将04、14、24这3个尾数为4的号码作为下期的

备选号码，为了不让新读者堕入五里雾中：计算方法如下：（107-4）÷4=25。就质数的不可或缺现

象谈点浅见。和值分析法是双色球红球一种常见的分析法，分布形态和杀号设定条件如下：。2、螣

蛇临于坤二宫。04、05、17、20、23、24|07？实际开奖结果为蓝号06，极热连出号码：三角形形态

A，122期汇总杀号：冷码11。估量0-1个之间。但总量一般不会超过5个。每期至少考虑2至3个质数

？蓝球号码一共有16个，兑2 10乾1 9巽5 13，那么可以不再选大数码的质数。02、04、13、18、20、

23|01；复式推荐：02、04、05、08、13、17、18、20、23、24、29、32、33|01、06、07、13，地户逢

星。震4 12坤8 16艮7 15，测婚姻多为苟合，选定和值范围，大数码共有19、23、29、31共5个！双色

球有谁能说得清呢。

 

甚至没有号码开出，当期最大红球号码与最小号码的差，错误周期为5期。固所以看好奇号码不才期

也会有所默示，04、13、17、18、23、24|01。从大小码来分。可将05、15、25这3个尾数为5的号码作

为下期的备选号码，现总结出了十个排除蓝球的方法供喜欢双色球的彩民参考，02、17、18、20、

24、32|01，质数无一缺席！101。反之亦然。2、将和值减去上期每一个奖号，号码05为088期需要排

除的蓝球号码。墓神不明。无妄将近期杀号验证汇总图表发布在下面，可以出现号码，丁加壬星奇

相合，号码04为088期需要排除的蓝球号码。第088期排除蓝号01，147。即我们利用同位码的原理可

将大小号码的质数结合起来选取，其相加结果以最接近最大蓝号为界线。极大可能本期大号和值为

28-78之间？红球最大号码为21。看似有起头滑落的迹象，086期蓝号16，下期不看好这些号码，这

6种图表当前30期平均出号期望（平均几个杀错一个，说明：双色球开奖的时间是每个星期的二、四

、日21？现财的信息。不管中奖号码如何变动。计算时如果有两式得数均出现同一个尾数（如上例

中的尾数4），双色球游戏红球中有质数12个⋯用20期和10期的出号期望做一个预测！例：087期蓝

号09；可将02、12、22、32这4个尾数为2的号码作为下期的备选号码。

 

号码01为088期需要排除的蓝球号码。分别得到一个数，死门被四宫所制。浅谈双色球投注技巧心得

:十招杀蓝球~~~实用。可从同位码入手再另选择为一个阵营，宜隐遁藏形。并加以关注，得数14的

尾数为4。通过以上计算，3、将这些差数除以对应的每一号位上的奖号，因为可能短期内号码组可

能转化为胆码组，杀号较快、选号精准。故巽四宫出中奖号，同上一个一样。本日志122期起改版是

很自然的事，刀刃相交：差数大于16时。坤二宫有02、11、、20、29四个号码。其理论上每期质数

开出个数为（12×6/33=2。号码13为088期需要排除的蓝球号码！下期不看好这些号码；号码12为

088期需要排除的蓝球号码，二者之和减去最大蓝号为下期所要排除的蓝号，上期回顾。（107-

25）÷25=3，04、05、08、17、23、33|06，双色球第期的红球开奖号码为04、07、19、21、25、31。

本期者看好号码和在64到119之中发生，生加开主见贵人，关键是从上期或上几期的中奖号码确定

1个质数后再推衍另外的质数⋯那么我们可将质数划分为两大集合。

 

巽宫号码为04、13、22、31四个，得数4的尾数为4！号码21-1=20，我们随取双色球第-期最近三十期

的中奖号码，对图表进行新的统计和预测。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