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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在规定的周期内达到预定的涨幅合作方式一般在2

 

亿博团队-必胜的团(重庆往你看福彩6 1开奖规则往彩)---请务必先看下谢谢

 

相比看福彩6 1开奖结果（注解：出去拉人的滚.出去参考计划的滚.参观3内没开户充值的请.是玩重庆

往往彩）

 

规定亿博团队完全复出拉！每天计划让你稳赚

 

期内保证日赚500保底!按我们计划.感性投资-稳

 

想知道保证在规定的周期内达到预定的涨幅合作方式一般在2亿博团队QQ1群

 

亿博团队QQ2群

 

福彩东方6 1开奖
周期亿博团队QQ3群

 

亿博团队QQ4群

 

24事实上保证小时计划让你稳赚

 

没玩过往往彩的不妨进群了解--接待QQ保证在规定的周期内达到预定的涨幅合作方式一般在2群号

进入了解

 

全国公认第一家敢做到稳赚不亏的往往彩团队

 

[相比看福彩东方6 1开奖老手两天为限]保证让你学会

 

福彩6 1开奖时间玩往往彩的不妨进群潜水!参观几天在你看福彩6 1开奖结果开户

 

只消跟着我们团队的计划，保证让你每天稳赚不亏！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让你每天日支出在千元.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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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福彩6 1开奖时间为了证明本公司的实力！不妨进群了解

 

达到收费为你推选往往彩号码！在最短的工夫带你得到最大的成本

 

我们一般寄托团队的协作，福彩东方6 1开奖。经过议定技术剖判，市场调研，业务公关等门路

 

加上结实的操盘实力和丰富的资金首先为合营者提供准确操作福彩6 1开奖结果讯息

 

保证在划定规矩的周期内抵达预定的涨幅合营方式普通在2个贸易日涨幅

 

你看福彩6 1开奖号码在95%的短线中奖！让你收益在先，你知道。赢利在先的合营方式

 

方式为你俭省工夫费事又费心，

 

福利彩票6 1开奖
我们不会像你要一分钱！收费为你规划计划作为参考下注，

 

涨幅可再次日查询计划走势[95%精准]，不信你就试试？

 

预定亿博团队QQ1群

 

亿博团队QQ2群

 

福彩6 1开奖结果亿博团队QQ3群

 

亿博团队QQ4合作方群

 

 

95%想知道福彩6 1开奖的正确度.入群接洽次日既可晓得我们的实力-日上！

 

 浙江福利彩票6+1规则浙江福利彩票6+1规则2008年8月
 

你看福彩6 1开奖时间事实上福彩6 1开奖时间

 

福彩生肖6 1开奖

 

保证在规定的周期内达到预定的涨幅合作方式一般在2

 

亿博团队-必胜的团(重庆时时彩)---请务必先看下谢谢,（注明：进来拉人的滚,进来参考计划的滚,观

察3内没开户充值的请,是玩重庆时时彩）,亿博团队绝对复出拉！每天计划让你稳赚,保证日赚500保底

!按我们计划,理性投资-稳,亿博团队QQ1群,亿博团队QQ2群,亿博团队QQ3群,亿博团队QQ4群,24小时

计划让你稳赚,没玩过时时彩的可以进群了解--欢迎QQ群号进入了解,全国公认第一家敢做到稳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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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的时时彩团队,[新手两天为限]保证让你学会,玩时时彩的可以进群潜水!观察几天在开户,只要跟着

我们团队的计划，保证让你每天稳赚不亏！,让你每天日收入在千元,不是梦！,为了证明本公司的实

力！可以进群了解,免费为你推荐时时彩号码！在最短的时间带你获得最大的利润,我们依靠团队的协

作，通过技术分析，市场调研，业务公关等途径,加上扎实的操盘实力和雄厚的资金首先为合作者提

供准确操作信息,保证在规定的周期内达到预定的涨幅合作方式一般在2个交易日涨幅,在95%的短线

中奖！让你收益在先，赚钱在先的合作方式,为你节约时间省事又省心，,我们不会像你要一分钱！免

费为你策划计划作为参考下注，,可再次日查询计划走势[95%精准]，不信你就试试？,亿博团队

QQ1群,亿博团队QQ2群,亿博团队QQ3群,亿博团队QQ4群%的精确度.入群咨询次日既可知晓我们的

实力-日上！,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本规则依据财政部《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和《中国福利

彩票(电脑型)联合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制定。,第二条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以下简称“双色球”)是一种联合发行的“乐透型”福利彩票。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发

行销售，定期电视开奖。,第三条 “双色球”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福彩中心)统

一组织发行，在全国销售。,第四条 参与“双色球”销售的省级行政区域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以下称

省中心)在中福彩中心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对本地区的“双色球”销售活动实施具体的组织和管理。

,第五条 “双色球”彩票实行自愿购买，凡购买者均被视为同意并遵守本规则。,第二章 游 戏,第六条

“双色球”彩票投注区分为红色球号码区和蓝色球号码区。,第七条 “双色球”每注投注号码由6个

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红色球号码从1-33中选择；蓝色球号码从1—16中选择。,第八条

“双色球”每注2元。,第九条 “双色球”采取全国统一奖池计奖。,第十条 “双色球”每周销售两期

，期号以开奖日界定，按日历年度编排。,第三章 投 注,第十一条 “双色球”的投注方法可分为自选

号码投注和机选号码投注；其投注方式有单式投注和复式投注。,第十二条 自选号码投注是指投注者

自行选定投注号码的投注。,第十三条 机选号码投注是指由投注机为投注者随机产生投注号码的投注

。,第十四条 单式投注是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6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组合为一注投

注号码的投注。,第十五条 复式投注有三种：,(一)红色球号码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20个号码

，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二)蓝色球号码复式：从红色球号码

中选择6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16个号码，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三)全复式：从红色

球号码中选择7-20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16个号码，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第四章

设 奖,第十六条 “双色球”设奖奖金为销售总额的50%，其中当期奖金为销售总额的49%，调节基金

为销售总额的1%。,第十七条 “双色球”奖级设置分为高等奖和低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为高等奖

，三至六等奖为低等奖。高等奖采用浮动设奖，低等奖采用固定设奖。当期奖金减去当期低等奖奖

金为当期高等奖奖金。设奖如下：,一等奖：奖金总额为当期高等奖奖金的70%与奖池中积累的奖金

之和；,二等奖：奖金总额为当期高等奖奖金的30%；,三等奖：单注奖金额固定为3000元；,四等奖

：单注奖金额固定为200元；,五等奖：单注奖金额固定为10元；,六等奖：单注奖金额固定为5元；,第

十八条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双色球”彩票单注奖金封顶的最高限额为500万元。,第十九条 “双色

球”设立奖池。奖池资金来源：未中出的高等奖奖金和超出单注封顶限额部分的奖金。奖池资金计

入下期一等奖。,第二十条 当一等奖的单注奖额低于二等奖的单注奖额时，将一、二等奖的奖金相加

，由一、二等奖中奖者平分；当一、二等奖的单注奖额低于三等奖奖额时，补足为三等奖奖额。当

期奖金不足部分由调节基金补充，调节基金不足时，从发行费列支。,第五章 开 奖,第二十一条 “双

色球”由中福彩中心统一开奖，每周开奖二次。开奖前，省中心将当期投注的全部数据刻入不可改

写的光盘，作为查验的依据。,第二十二条 “双色球”通过摇奖器确定中奖号码。摇奖时先摇出6个

红色球号码，再摇出1个蓝色球号码，摇出的红色球号码按从小到大的顺序和蓝色球号码一起公布。

,第二十三条 开奖公告在各地主要媒体公布，并在各投注站张贴。,第二十四条 “双色球”的开奖结

果以中福彩中心公布的开奖公告为准。,第六章 中 奖,第二十五条 “双色球”彩票以投注者所选单注



投注号码(复式投注按所覆盖的单注计)与当期开出中奖号码相符的球色和个数确定中奖等级：,一等

奖：7个号码相符(6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红色球号码顺序不限，下同)；,二等奖：6个红色

球号码相符；,三等奖：5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四等奖:5个红色球号码或4个红色球号

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五等奖：4个红色球号码或3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六等奖

：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有无红色球号码相符均可)。,第二十六条 一等奖和二等奖中奖者按各奖级的

中奖注数均分该奖级的奖金；三至六等奖按各奖级的单注固定奖额获得奖金。,第二十七条 当期每注

投注号码只有一次中奖机会，不能兼中兼得(另行设奖按设奖规定执行)。,第七章 兑 奖,第二十八条

“双色球”彩票兑奖当期有效。每期开奖次日起，兑奖期限为30天，逾期未兑奖者视为弃奖，弃奖

奖金进入调节基金。,第二十九条 中奖人须提交完整的兑奖彩票，因玷污、损坏等原因造成不能正确

识别的，不能兑奖。,第三十条 一等奖中奖者，需持中奖彩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在兑奖期限内到

各地省中心验证、登记和兑奖。其它奖级的兑奖办法由省中心规定并公布。,第三十一条 按国家有关

规定，单注奖金额超过一万元者，须缴纳个人偶然所得税。,第八章 附 则,第三十二条 本规则未尽事

宜，均按《管理办法》和有关规定执行。,第三十三条 本规则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游戏规则补充说明：,2007年11月22日，财政部下发了《

关于调整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规则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在两方面对双色球的游戏规则

做了调整,一，将双色球游戏规则第二十条调整为：当一等奖的单注奖金低于二等奖的单注奖金额时

，将一、二等奖的奖金相加，由一、二等奖中奖者平分；当二等奖单注奖金额低于三等奖单注奖金

额的两倍时，补足为三等奖单注奖金额的两倍。当期奖金不足部分由调节基金补充，调节基金不足

时，用发行费垫支。,二，为了更好发挥双色球游戏调节基金的作用，取消快乐星期天特别奖活动。

,二等奖最低奖金6000元,与原第二十条规则对照，双色球在二等奖最低奖金进行了调整，根据双色球

原第二十条游戏规则⋯⋯当一、二等奖的单注奖额低于三等奖奖额时，补足为三等奖奖额⋯⋯，这

样就有了双色球的二等奖最低奖金为3000元。,双色球除一、二等奖为浮动奖外，其余三、四、五、

六等奖均为固定奖，所以，在返奖金额一定的情况下，一、二等奖的单注奖金受中奖情况影响，中

奖数量多，浮动奖奖金低，相反，中奖数量少，浮动奖金高。据统计，双色球四年里累计中出二等

奖注，其中单注奖金最高为433万元，最低金额为3000元，而单注奖金达3000元的有546注。3000元二

等奖多是在固定奖和二等奖“井喷”的压力下，由调节基金补足产生的。,规则调整后，双色球二等

奖的单注奖金最低将为6000元。根据调整后的规则⋯⋯当二等奖单注奖金额低于三等奖单注奖金额

的两倍时，补足为三等奖单注奖金额的两倍⋯⋯，按照双色球三等奖3000元奖金来说，当双色球二

等奖的单注奖金低于6000元时，二等奖单注奖金将补足到6000元。那么二等奖的最低奖金将调整到

6000元，另外，如果当期返奖奖奖金不足，根据规则，补足奖金将从双色球调节基金支出。,快乐星

期天退役,调整后的规则从即日实施，而快乐星期天特别奖活动也将在本周日即12月2日双色球第期

正式退役。,第一期快乐星期天特别奖活动也是双色球上市的第一期开奖，据统计，与双色球同步的

特别奖活动在四年里陪伴全国彩民度过了221个快乐的星期天。期间，累计有注特别奖派送出去，派

送奖金达2.3亿元。,一周一次的快乐星期天的派送活动资金全部由双色球调节基金支付，在双色球上

市初期带来了良好的市场效果，随着市场的发展，由快乐星期天衍生而来的快乐十一，快乐新春

，快乐假日假日派奖活动，更密集的投向彩民，除了回报彩民，提出了打造彩票节日文化的理念

，将快乐特别奖系列,随着市场的发展，快乐星期天已经不能跟上双色球的脚步，同时为了发挥调节

基金的作用，快乐星期天将光荣退役。=================================全中：一等,红

的全中：二等,五个红的加蓝的：三等,中任意五个：四等,中任意四全：五等,中蓝的：六等,每张票 中

,三千以下的，任意彩票站可领。,三千到九千九百九十九的，到市民政局，记得带身份证。,达到一

万的，到省民政厅，记得带身份证。一等奖：6+1 小于或等于500万二等奖：6红 6000元-500万，三等

奖：5+1 3000元四等奖：5红或4+1 200五等奖：4红或3+1或2+1或1+1 10六等奖：蓝球 5元



====================================六等奖：中一个蓝号或1-2个红号加一个蓝号为

：5元；,五等奖：中3个红号加1个蓝号或中4个红号为：10元；,四等奖：中4个红号加1个蓝号或中

5个红号为：200元；,三等奖：中5个红号加1个蓝号为：3000元；,二等奖：中6个红号为二等奖（当奖

池资金低于1亿元时，奖金总额为当期高等奖金的30%，当奖池资金高于1亿元时，奖金总额为当期

高等奖金的70%）,一等奖：中6个红号加1个蓝号，为一等奖（当奖池资金低于1亿元时，奖金总额为

当期高等奖金的70%加奖池累积奖金之和，当奖池资金高于1亿元时，奖金总额为当期高等奖金的

30%加奖池累积奖金之和，单注最高封顶为500万元）,冷子秋八卦预测生肖高层次技法,原创人：冷子

秋雨后的南宁市，呈现出一片清秀景象。连续多日无雨，树木都快耐不住了，何况人呼？炎热的酷

暑真是受不了。现在终于有了一丝凉爽。无独有偶，一朋友给我发个邮件，说是XX君在网上大谈

“八卦奇门五行与六合彩票之辩证”，叫我帮看一下是否可行。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差点没

让我笑死。XX君居然是从网上复制八卦纳甲法的一点基础文章，加上玄空风水的基础文章，再加一

点奇门遁甲皮毛，杂合组成论彩票与五行之关系。还特别加上我以前写的基础预测彩票稚形技法。

挂上他本人独创玄学预测彩票之名义。以惑人民众。殊不知，网上命理网站多如牛毛，各种术数基

础文章大把存在。随便找几点组成“独门测彩文章”。权当笑柄。我刚从失意生活中振作出来，想

想，停笔也好久了。现在重出江湖，先带给大家一个较高层次的技法学习。目前网上易友以四柱

，八卦，奇门，梅花易数，等预测福利彩票的特别号码。甚至连玄空风水之法也用来预测彩票。一

时间传为笑谈。同时也显示了这个研究领域渐渐风行高涨。看过之后，多是不切实际，故做玄虚的

文章居多。本人将以实事就是，踏踏实实起步，也来论证一下。预测彩票号码，分为预测平码，和

特别号码。现在我主要是讲预测特别号码。以八卦纳甲法为主。这个简单扼要，容易看得懂。预测

特号，实际上是一项综合的预测结果。号码有的时候常常不能一次性就能预测出来。而是要先分属

性，比如划分肖，行，波，尾，单双，大小，合数等属性。可以先分别预测。再综合，当大部份预

测直指同一结果的时候，就是一码中之时。我现在不讲如何一码中，我只是讲如何预测生肖之法。

此法分二个层次，一是如何选大范围（一般是4至6肖）。二是精选一肖。第一步，要先明了现年所

有号码的生肖分配。哪个肖包含有哪些号码。每年都不同的。以立春为界而变更。明白了这些。才

能进入以下章节。本文章内所述的技术，是针对有较好八卦预测基础的朋友学习的。如果你没有基

础，则请你先学好基础。如果你已经有基础了，则请加强练习判断用神的旺衰程度。同时进入本文

高级理论学习。任何预测，都不能按公式类型的思路去死取，而是要符合易理，易者灵活多变也。

在预测的第一步，就是起卦，要先起得预测彩票最直接的卦象，才能更准确的预测到结果。冷子秋

常用起卦法是，开奖时间加信息数42来起卦，这已不是什么大密秘。上卦：（年+月+日）/8下卦

：（年+月+日+时+42）/8动爻：（年+月+日+时+42）/6冷子秋八卦预测生肖高层次技法简介：一

，取用神。以妻财为用。兼看动爻信息。（其它辅助略）二，分析用神的旺衰。三，分出喜忌。四

，查出病因（重要）五，寻找良药（重要），冷氏用药八绝招：克法，泄法，禁法，亢法，扶法

，合法，破禁法，破合法！六，找到药后，一般就有几个药，此时就要看用以上八法中的哪一法

，有的时候同时适合二个法以上的。则按最适合的用药法。直指一肖命中。如果再配合单双断法

，或波色，或大小断法。一码中的概率就相当大！综上所述，冷子秋八卦预测生肖高层次心法，就

是一句话：看病，找药，用药。其过程有以下几点关键：一是看有没有暗动之爻。二是准确断定妻

财的旺衰程度。三是注重动爻变化。四是注重三合，六合，半合局的用法。五是用药的“副作用

”，有的药能去病（忌神），但同时也会对喜神有些伤害。能去病，对喜神伤害越少的“药”，就

必定是一肖命中！（为了让读者能更快速的学好本技术内容，我省略去命理技术的专用术语，而用

“病”和“药”来比喻。）下面，我先来举一个例子，再进行分项技术解说！例：【第72期】公历

时间：2007年6月21日20时35分 【加信息数42起卦法】农历时间：丁亥年五月初七日戊戌时四柱干支

：丁亥年丙午月 丙戌日 戊戌时(旬空：午未)震宫:地风升震宫:水风井青龙 官鬼癸酉金▅▅父母戊子



水▅▅玄武 父母癸亥水×妻财戊戍土▅世伏子孙庚午火 白虎 妻财癸丑土▅▅世官鬼戊申金▅▅螣

蛇 官鬼辛酉金▅官鬼辛酉金▅伏兄弟庚寅木 勾陈 父母辛亥水▅父母辛亥水▅应朱雀 妻财辛丑土

▅▅应妻财辛丑土▅▅分析:以妻财癸丑土为用神。 丑土得日月生扶，卦中无制克，以偏旺论。偏旺

，则喜克泄耗。木克土，金泄土，水耗土。故：木，金，水的生肖为喜神生肖。此时先看卦中，没

有暗动之爻。接着看病，查出整个卦病有三种。一是有父母癸亥水弱发动化回头戍土克害。因为亥

水是喜神，土来克之。土就是忌神。这个格局就是本卦最明显的病，这是格局之病。第二个病是喜

神亥水极弱，发挥不了喜的作用，这是病之一。第三个病是喜神木肖不上卦。卦中只有寅弱有救伏

于二爻之下。先用排除法，喜神亥水，因为极弱，发挥不了喜的作用，不能救治，它死了救不了就

让它死吧。杀之。现在看最大的病是有戍土明显旺来克喜神亥水。这个病该用什么药呢？ 一是可以

用克法，用木去克土，二是用泄法，用金去放到中间形成土生金生水之势化敌为友。三是用生扶法

，用金生水。但水太弱了，不受生。所以泄法和生扶法用不到。亥水不墓不破不合不冲，所以也用

不到禁法合法破禁破合法之类。综上所述，只能用到克法。用木去克土。才能医好这个病。再看第

二个病是寅木弱伏不上卦，出现和旺相之时必应验。前面说过水弱死绝无用，所以水没能力去救木

。只能木本身自救。综合以上二个药。相同。医好整个卦的病的药就是木。木有寅卯二肖。（喜神

酉金申金，得日生旺。为无病。则略）先看卯肖，如果轮到卯日，因为现在是午月金死，再有卯冲

破酉金的话，主卦中二个酉金就没救了。所以，可以再排除卯。综上所述，只余寅一肖。本期开虎

寅22号。举此例纯粹是为了显示本文技术的基本思路走向。大家可细细仿之。以此类推！技术详解

：1：取用神。以妻财为用。兼看动爻信息。同时要看有没有暗动之爻。卦爻不妄动，它动就必有一

定道理和玄机所在。若用神二现，则取持世者为先，若用神旬空，以不空者为先。用神发动，以动

者为先。若一破一旺，以旺者为用。2：分用神的旺衰，一般用五行时令旺衰法。分四层。极旺：喜

生扶，忌克泄耗。偏旺：喜克泄耗，忌生扶。偏弱：喜生扶，忌克泄耗。极弱：喜克泄耗，忌生扶

。同时此步在特别关注，用神入墓（注，火入戍墓，和金入丑墓，为得生养），破，合，旬空的特

殊性。先以日月分给用神的旺衰为基础，再配合卦中别的爻对用神的生克关系，才能最终定出真正

的旺衰程度。其较深入之法，大家可以查看相关书籍。3：以上定出用神旺衰后，就可以马上定出喜

忌了。喜神和忌神只是一般的定喜忌之法。最重要的喜神是整个卦的格局运势，所谓格局就是以动

爻为中心之变化。有的格局，忌神也能变成喜神。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同时，用神伏藏的情况下

，和动爻的关系定位。这个更加微妙。、4：经以上步骤，分出敌我两阵后，就可以看基本的喜神

，是否有病，有则医。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整个卦的格局的病。能导致整个卦用神失败的病才是根

本的病，才能找出真正的药。5：找病之后，药就出来了。此步讲如何用药，有了良药，用法不当也

医不了病。冷氏八法：克法：这是最基本的方法，去克忌神。泄法：这是通关之法。比如木是喜神

，有忌神金动来克木。则我们用水放到二者中间，形成金生水生木之势。让它们化敌为友。这就是

泄法。也称为通关法。禁法：即入墓库之法。墓库法又分有二种，其一是将忌神收入墓库，不能让

它克害喜神。其二是如果忌神凶猛。收制不住。则可以把弱的喜神收藏起来到墓库中不受别人伤害

。亢法：即用物极必反之招，当用神喜极旺，就用最强之生扶，让它旺过头而转化成新物质。当用

极弱，就用最强之克制，克死它死绝，死到极点就转新旺的开始。物极必反之变新之法。扶法：就

是一般的普通生扶之法。适合用于用神弱有救之态。合法：当用神不宜化退，或不宜入墓库的情况

，可以用合法来牵制。合它的生肖，就是特肖。破禁法： 有二种，当用神旺，又不宜入墓库时，宜

冲出来。这就是破禁法之一。其二，当特殊情况要用到旺的忌神时，偏偏忌神入墓库，则把此忌神

冲出墓来做事，这是高级破禁法。破合法：当喜神逢合，被其它爻牵制而不能正常行动者，比如化

进神之时逢合受阻。则可用破合法。以上是冷氏最基本的法则，大家要熟记。综合整个卦，一般都

有一种病以上，也就是说同时可以用几种药。可同时用到以上几种用药法。这个时候，就要按顺序

先后，找出最好的用药法则。即是一肖命中。以上只做为抛砖引玉，大家可以把一个卦当成你的病



人，详细的找出病因，就明白如何取药了。再选择最好的用药法。就是一肖命中的分析过程。这是

一种高层次的预测。多练习才能发现精华。此法符合易理。把预测溶入你的生活法则。卦技就会越

高。准确率也会更高。例一：【第57期】公历时间：2007年5月15日20时35分【信息数起卦法】农历

时间：丁亥年三月廿九日甲戌时四柱干支：丁亥年乙巳月 己酉日 甲戌时(旬空：寅卯)坤宫:雷天大壮

(六冲卦)震宫:雷风恒勾陈 兄弟庚戍土▅▅兄弟庚戍土▅▅应朱雀 子孙庚申金▅▅子孙庚申金▅▅青

龙 父母庚午火▅世父母庚午火▅玄武 兄弟甲辰土▅子孙辛酉金▅世白虎 官鬼甲寅木▅妻财辛亥水

▅螣蛇 妻财甲子水○应兄弟辛丑土▅▅分析:以妻财子水为用神。 没有暗动之爻。 用神子水有日生

旺，在卦中被丑合克。总体以偏弱论。喜生扶，忌克害。喜神为金肖和水肖。看卦中的病在于，用

神子水弱而病，卦中又有旺丑土来克合，这是大病。格局之病。喜神金旺无病。看出病了，很明了

，必需让水旺起来。因为水喜神宜生扶嘛。 卦中有丑来克水之格局。要破解这个病格，用克法克去

丑土好呢，还是用金通关？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用木去克丑土，木是忌神，弱而土旺，木去克土不

会有效果反而木必死。所以不能用克法。丑去合子水，那么，能不能用破合之法呢？午去冲子水

，害子水，所以不能用午冲。如果用未去冲丑土，同为土旺，不是冲去，而是相扶助让丑更有克力

去克害子水。所以不能用破合法。那有喜神金旺。就只能用泄法了。用金去通关。形成土生金生水

之势。化敌为友。一举两得。此卦一举定药为金。金有酉申二肖。均可以用。若分优先的话，本日

刚好是酉日，当天必应。以酉为先。本期开酉肖15。例二：【第58期】公历时间：2007年5月17日

20时35分【信息数起卦法】农历时间：丁亥年四月初一日戊戌时四柱干支：丁亥年乙巳月 辛亥日 戊

戌时(旬空：寅卯)离宫:天水讼(游魂卦)离宫:风水涣螣蛇 子孙壬戍土▅父母辛卯木▅勾陈 妻财壬申金

▅兄弟辛巳火▅世朱雀 兄弟壬午火○世子孙辛未土▅▅伏官鬼己亥水 青龙 兄弟戊午火▅▅兄弟戊

午火▅▅玄武 子孙戊辰土▅子孙戊辰土▅应白虎 父母戊寅木▅▅应 父母戊寅木▅▅分析:以妻财申

金为用神，卦中没有暗动。 用神在日月为弱。 卦中四爻午火动而被未土合，不来克金。妻财申金以

偏弱论。偏弱则喜生扶。以土金之肖为喜神生肖。看卦中有没有病？ 四爻忌神午火旺动克金，幸好

有变爻未土合绊它。才不来克害金。这是喜事。没病。没有暗动。则看静爻。有三爻午火克害申金

，但本日为亥，日月同功，压住午火平等力量。没太大伤害。喜神土旺没病。 综合看整个卦的病就

只是金弱了。弱则喜生扶。得土金之肖中特。本卦还有一个特殊性的暗格就是，巳月刚好逢亥日

，亥可以冲巳旺来暗克申金。这个是防不胜防的因为是格局形势所定。防不了。惹不起，就要躲。

让用神申金躲起来。让申金入丑墓。即得生扶，又得入库不被克害。一举两得。以土肖为优先。且

丑为先。（结果开丑肖。35号）本例是用到禁法。例三：【第62期】公历时间：2007年5月29日20时

35分【信息数起卦法】农历时间：丁亥年四月十三日壬戌时四柱干支：丁亥年乙巳月癸亥日壬戌时

(旬空：子丑)艮宫:风泽中孚(游魂卦)艮宫:天泽履白虎 官鬼辛卯木▅兄弟壬戍土▅伏妻财丙子水螣蛇

父母辛巳火▅子孙壬申金▅世勾陈 兄弟辛未土×世父母壬午火▅伏子孙丙申金 朱雀 兄弟丁丑土

▅▅兄弟丁丑土▅▅青龙 官鬼丁卯木▅官鬼丁卯木▅应玄武 父母丁巳火▅应父母丁巳火▅分析:以

妻财丙子水为用神。 子水临日旺，但旬空，不受克。以偏弱论。偏弱，则喜生扶。看卦中，有二个

父母巳火暗动生土。卦中有忌神未土旺动克害子水之势。只要子水一浮出就要被未土吃掉。这就是

本卦最大之病。那这个病如何治？用神为水，土来克水，如果用泄法，用金来通关，但是金在这个

时间是弱的。不能通关旺土生水。（因为土太旺了）。用不了泄法。更不用说用到克法了。如果用

木去克土，木弱土重，木必折。所以也不能用克法。如果用禁法，让未土入辰墓，但妻财子水是喜

生扶，用辰的话，这药会有副作用，也同时让水弱入辰墓而受克害。（如果水旺入辰库刚是不一样

的）。所以也不能用禁法。那么，卦中无破，无合，也用不到破合之法等。只有亢法亢法能用吗？

且看未土好旺，它来克土。 此卦的暗格就是有二个旺旺的父母巳火动来生未土，而未土又动化旺午

火来生。已达到极旺，物极必反的程度。就像太极拳一样，我们可以用物极必反这一招，顺势一推

。让三个火更猛烈的来生旺未土。让未土极旺物极必反。由旺极旺变为弱状态。只要未土弱了就减



小了克水之力度。这就是病好的现象。所以。我们就要让未土旺过度。用火来猛生。所以，本卦的

药就是火。火有二肖巳和午。到底是哪一个呢？因为子水旬空，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正是因为它处

于旬空状态才不受未土之克害。所以，如果用午的话，午将子水冲出空。也是冲克害了子水，冲出

子水，水必被未土之重克前面讲过子水是喜生扶的。所以，决不能用午。可杀午肖。综上所述，就

只剩余巳肖为良药可用了。（本期开巳肖07号。）因为时间和条件的限制，匆匆忙中，我只能写出

以上思路。大家看到后，可以仿之触类旁通。多加练习，你将会发现，最精良的技术原来已经呈现

在你面前！一技在身，终生受益。如果你有什么疑惑，请到我的博客提出！ 另外，我这里有专门的

起卦软件配合使用提供下载。是我自个写的程序。挺方便的。,木去克土不会有效果反而木必死

，XX君居然是从网上复制八卦纳甲法的一点基础文章。比如化进神之时逢合受阻：你将会发现⋯水

的生肖为喜神生肖。上卦：（年+月+日）/8下卦：（年+月+日+时+42）/8动爻：（年+月+日+时

+42）/6冷子秋八卦预测生肖高层次技法简介：一？随着市场的发展。我们不会像你要一分钱⋯土就

是忌神。记得带身份证。让它旺过头而转化成新物质。三等奖：单注奖金额固定为3000元，土来克

水，规则调整后，二等奖：6个红色球号码相符，从发行费列支，亿博团队绝对复出拉，亿博团队-

必胜的团(重庆时时彩)---请务必先看下谢谢；泄法：这是通关之法。二是用泄法，最精良的技术原

来已经呈现在你面前；可以再排除卯，快乐新春。在95%的短线中奖。三千到九千九百九十九的。

第十五条 复式投注有三种：。如果你已经有基础了⋯不能兼中兼得(另行设奖按设奖规定执行)。同

为土旺。又得入库不被克害。则请你先学好基础：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这个病该用什么药

呢，喜神金旺无病。我们来看一下，蓝色球号码从1—16中选择？三是用生扶法，第二十八条 “双

色球”彩票兑奖当期有效，如果你没有基础：亿博团队QQ3群，才能最终定出真正的旺衰程度？木

克土。则可用破合法？看卦中！最重要的喜神是整个卦的格局运势。这个格局就是本卦最明显的病

；）因为时间和条件的限制，用木去克土。一码中的概率就相当大。

 

所以也用不到禁法合法破禁破合法之类？详细的找出病因？甚至连玄空风水之法也用来预测彩票

；则看静爻，大家可细细仿之。负责对本地区的“双色球”销售活动实施具体的组织和管理，巳月

刚好逢亥日，就可以看基本的喜神，其中单注奖金最高为433万元：此卦一举定药为金；现在重出江

湖，能导致整个卦用神失败的病才是根本的病。 且看未土好旺？也用不到破合之法等，其过程有以

下几点关键：一是看有没有暗动之爻⋯当期奖金减去当期低等奖奖金为当期高等奖奖金：查出病因

（重要）五，每周开奖二次；入群咨询次日既可知晓我们的实力-日上；大家要熟记，如果用未去冲

丑土；一举两得。 此卦的暗格就是有二个旺旺的父母巳火动来生未土。正是因为它处于旬空状态才

不受未土之克害，补足为三等奖奖额⋯只能用到克法：每年都不同的⋯木是忌神：第十条 “双色球

”每周销售两期，在全国销售。如果你有什么疑惑；亿博团队QQ4群，就是一句话：看病。这药会

有副作用。合数等属性。喜生扶。本期开酉肖15：第六章 中 奖：红色球号码从1-33中选择，兑奖期

限为30天！墓库法又分有二种！不看不知道；摇出的红色球号码按从小到大的顺序和蓝色球号码一

起公布，奖金总额为当期高等奖金的70%）。为了更好发挥双色球游戏调节基金的作用。大家可以

把一个卦当成你的病人：也来论证一下⋯(二)蓝色球号码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6个号码，亿博

团队QQ4群%的精确度⋯忌克害⋯卦中无制克，炎热的酷暑真是受不了。

 

而用“病”和“药”来比喻，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16个号码。以八卦纳甲法为主。快乐假日假日

派奖活动，定期电视开奖，它来克土：用火来猛生。大家可以查看相关书籍。第二十条 当一等奖的

单注奖额低于二等奖的单注奖额时，有的药能去病（忌神）！卦中无破。有的时候同时适合二个法

以上的，为了证明本公司的实力，医好整个卦的病的药就是木。就像太极拳一样：(一)红色球号码

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20个号码⋯以土金之肖为喜神生肖，这就是病好的现象。第一条 本规



则依据财政部《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和《中国福利彩票(电脑型)联合发行与销售管理暂

行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制定，第六条 “双色球”彩票投注区分为红色球号码区和蓝色球

号码区？举此例纯粹是为了显示本文技术的基本思路走向，第十四条 单式投注是从红色球号码中选

择6个号码，奖金总额为当期高等奖金的30%加奖池累积奖金之和。形成金生水生木之势。其较深入

之法：开奖前，它死了救不了就让它死吧？和动爻的关系定位，二等奖单注奖金将补足到6000元。

若分优先的话？我现在不讲如何一码中，这就是泄法，停笔也好久了；分为预测平码；三千以下的

，再选择最好的用药法⋯这是喜事，冲出子水，药就出来了，让三个火更猛烈的来生旺未土。（结

果开丑肖。由快乐星期天衍生而来的快乐十一，35号）本例是用到禁法！因玷污、损坏等原因造成

不能正确识别的，弃奖奖金进入调节基金，喜神和忌神只是一般的定喜忌之法，当一、二等奖的单

注奖额低于三等奖奖额时；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再进行分项技术解说。用金来通关。开奖

时间加信息数42来起卦⋯呈现出一片清秀景象，三等奖：5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更

密集的投向彩民。到底是哪一个呢。则取持世者为先。

 

大家看到后。号码有的时候常常不能一次性就能预测出来，补足为三等奖单注奖金额的两倍。浮动

奖金高。所以不能用午冲！防不了。第十九条 “双色球”设立奖池。才能更准确的预测到结果⋯当

大部份预测直指同一结果的时候。当二等奖单注奖金额低于三等奖单注奖金额的两倍时。财政部下

发了《关于调整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规则有关事项的通知》，火有二肖巳和午？用木去克土

：所以不能用破合法，调节基金为销售总额的1%。第八条 “双色球”每注2元， 子水临日旺。24小

时计划让你稳赚。我刚从失意生活中振作出来。快乐星期天退役！也同时让水弱入辰墓而受克害。

四等奖:5个红色球号码或4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随便找几点组成“独门测彩文章

”！而单注奖金达3000元的有546注。我省略去命理技术的专用术语；再综合。故做玄虚的文章居多

，亿博团队QQ1群。到省民政厅。破合法，分出敌我两阵后：看过之后，禁法：即入墓库之法；当

用神旺，而未土又动化旺午火来生：双色球除一、二等奖为浮动奖外。综上所述，以此类推，挂上

他本人独创玄学预测彩票之名义！以旺者为用；一等奖和二等奖为高等奖，是玩重庆时时彩）：第

三条 “双色球”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福彩中心)统一组织发行。我们可以用物

极必反这一招。多是不切实际。如果用禁法，需持中奖彩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六等奖：单注奖

金额固定为5元！以土肖为优先。同时进入本文高级理论学习。按日历年度编排。第三章 投 注，等

预测福利彩票的特别号码。不是冲去。

 

忌生扶。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宜冲出来？发挥不了喜的作用。看出病了⋯综上所述，就必定是一

肖命中。其一是将忌神收入墓库！容易看得懂，但本日为亥。一朋友给我发个邮件，冷子秋八卦预

测生肖高层次心法，第四条 参与“双色球”销售的省级行政区域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以下称省中心

)在中福彩中心的直接领导下。本期开虎寅22号；则喜生扶。逾期未兑奖者视为弃奖。金泄土，累计

有注特别奖派送出去， 一是可以用克法。冷氏用药八绝招：克法；偏偏忌神入墓库。五个红的加蓝

的：三等，喜神亥水。 四爻忌神午火旺动克金。一周一次的快乐星期天的派送活动资金全部由双色

球调节基金支付，根据双色球原第二十条游戏规则，(三)全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20个号码

，一时间传为笑谈，把预测溶入你的生活法则，任意彩票站可领，卦中没有暗动。达到一万的。有

二个父母巳火暗动生土。2：分用神的旺衰，以偏弱论，二是准确断定妻财的旺衰程度，四等奖：单

注奖金额固定为200元，先以日月分给用神的旺衰为基础。用神伏藏的情况下。用金去通关⋯用神为

水。可再次日查询计划走势[95%精准]！用克法克去丑土好呢，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

 



当奖池资金高于1亿元时，下同)。幸好有变爻未土合绊它。丑去合子水，不能让它克害喜神；就是

特肖。二等奖：中6个红号为二等奖（当奖池资金低于1亿元时，这是高级破禁法，不信你就试试

？全国公认第一家敢做到稳赚不亏的时时彩团队。物极必反的程度，就是起卦。组合成多注投注号

码的投注，取用神，总体以偏弱论，不受克⋯卦中又有旺丑土来克合；三等奖：5+1 3000元四等奖

：5红或4+1 200五等奖：4红或3+1或2+1或1+1 10六等奖：蓝球 5元

====================================六等奖：中一个蓝号或1-2个红号加一个蓝号为

：5元；在兑奖期限内到各地省中心验证、登记和兑奖。才能进入以下章节，第三个病是喜神木肖不

上卦，则请加强练习判断用神的旺衰程度：据统计。所以也不能用克法。如果轮到卯日，再摇出1个

蓝色球号码，不能通关旺土生水，综合整个卦。不能兑奖，破禁法： 有二种：妻财申金以偏弱论。

用金生水，破禁法！亥水不墓不破不合不冲⋯此步讲如何用药？极弱：喜克泄耗。

 

就只能用泄法了，一看吓一跳，以妻财为用。例：【第72期】公历时间：2007年6月21日20时35分 【

加信息数42起卦法】农历时间：丁亥年五月初七日戊戌时四柱干支：丁亥年丙午月 丙戌日 戊戌时

(旬空：午未)震宫:地风升震宫:水风井青龙 官鬼癸酉金▅▅父母戊子水▅▅玄武 父母癸亥水×妻财

戊戍土▅世伏子孙庚午火 白虎 妻财癸丑土▅▅世官鬼戊申金▅▅螣蛇 官鬼辛酉金▅官鬼辛酉金

▅伏兄弟庚寅木 勾陈 父母辛亥水▅父母辛亥水▅应朱雀 妻财辛丑土▅▅应妻财辛丑土▅▅分析:以

妻财癸丑土为用神：最低金额为3000元，梅花易数，午去冲子水；当期奖金不足部分由调节基金补

充。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16个号码。决不能用午，任何预测，有了良药⋯调整后的规则从即日实

施。按我们计划。又不宜入墓库时，兼看动爻信息，调节基金不足时，进来参考计划的滚，例二

：【第58期】公历时间：2007年5月17日20时35分【信息数起卦法】农历时间：丁亥年四月初一日戊

戌时四柱干支：丁亥年乙巳月 辛亥日 戊戌时(旬空：寅卯)离宫:天水讼(游魂卦)离宫:风水涣螣蛇 子

孙壬戍土▅父母辛卯木▅勾陈 妻财壬申金▅兄弟辛巳火▅世朱雀 兄弟壬午火○世子孙辛未土▅▅伏

官鬼己亥水 青龙 兄弟戊午火▅▅兄弟戊午火▅▅玄武 子孙戊辰土▅子孙戊辰土▅应白虎 父母戊寅

木▅▅应 父母戊寅木▅▅分析:以妻财申金为用神，红的全中：二等。、4：经以上步骤，为你节约

时间省事又省心？让用神申金躲起来？没太大伤害。那这个病如何治，当用神喜极旺，发挥不了喜

的作用，用辰的话。请到我的博客提出？冷子秋常用起卦法是？取消快乐星期天特别奖活动。若用

神旬空。是否有病，木弱土重。本文章内所述的技术，只要跟着我们团队的计划。 丑土得日月生扶

。

 

综上所述！其余三、四、五、六等奖均为固定奖。理性投资-稳，二等奖最低奖金6000元⋯这个简单

扼要，而是相扶助让丑更有克力去克害子水，破合法：当喜神逢合？实际上是一项综合的预测结果

。业务公关等途径，亿博团队QQ2群。以不空者为先：这就是破禁法之一？看卦中有没有病。第八

章 附 则。则喜克泄耗。故：木：或不宜入墓库的情况⋯此时就要看用以上八法中的哪一法，同时为

了发挥调节基金的作用？可以仿之触类旁通。免费为你策划计划作为参考下注：说是XX君在网上大

谈“八卦奇门五行与六合彩票之辩证”⋯均可以用；因为亥水是喜神！合它的生肖？原创人：冷子

秋雨后的南宁市。而快乐星期天特别奖活动也将在本周日即12月2日双色球第期正式退役？则把此忌

神冲出墓来做事。没有暗动之爻⋯偏弱：喜生扶⋯第十八条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第二十三条 开奖公

告在各地主要媒体公布；第十二条 自选号码投注是指投注者自行选定投注号码的投注：比如划分肖

。第二个病是喜神亥水极弱！第二十四条 “双色球”的开奖结果以中福彩中心公布的开奖公告为准

，技术详解：1：取用神！忌生扶。和金入丑墓：现在终于有了一丝凉爽：二是精选一肖！我只是讲

如何预测生肖之法！对喜神伤害越少的“药”：第三十一条 按国家有关规定：用神入墓（注⋯再配

合卦中别的爻对用神的生克关系。以立春为界而变更！前面说过水弱死绝无用；各种术数基础文章



大把存在。第三十四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奖金总额为当期高等奖金的30%，用法不当也医

不了病：（如果水旺入辰库刚是不一样的）。卦中有忌神未土旺动克害子水之势。

 

将一、二等奖的奖金相加？此法符合易理；极旺：喜生扶。补足奖金将从双色球调节基金支出。午

将子水冲出空⋯就要按顺序先后，水必被未土之重克前面讲过子水是喜生扶的：中任意五个：四等

！让你收益在先。合法：当用神不宜化退，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发行销售，第二条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以下简称“双色球”)是一种联合发行的“乐透型”福利彩票，一般就有几个药。浮动

奖奖金低！由一、二等奖中奖者平分。由旺极旺变为弱状态，压住午火平等力量；树木都快耐不住

了，金有酉申二肖，此法分二个层次。可同时用到以上几种用药法，用金去放到中间形成土生金生

水之势化敌为友，按照双色球三等奖3000元奖金来说。用发行费垫支；例三：【第62期】公历时间

：2007年5月29日20时35分【信息数起卦法】农历时间：丁亥年四月十三日壬戌时四柱干支：丁亥年

乙巳月癸亥日壬戌时(旬空：子丑)艮宫:风泽中孚(游魂卦)艮宫:天泽履白虎 官鬼辛卯木▅兄弟壬戍土

▅伏妻财丙子水螣蛇 父母辛巳火▅子孙壬申金▅世勾陈 兄弟辛未土×世父母壬午火▅伏子孙丙申金

朱雀 兄弟丁丑土▅▅兄弟丁丑土▅▅青龙 官鬼丁卯木▅官鬼丁卯木▅应玄武 父母丁巳火▅应父母

丁巳火▅分析:以妻财丙子水为用神，接着看病？3：以上定出用神旺衰后。这是不幸中的万幸！第

三十条 一等奖中奖者：亿博团队QQ2群，第二十九条 中奖人须提交完整的兑奖彩票⋯即得生扶，那

有喜神金旺，明白了这些，则略）先看卯肖，日月同功。能不能用破合之法呢。据统计，让未土极

旺物极必反。以上只做为抛砖引玉：让它们化敌为友，一是如何选大范围（一般是4至6肖），将双

色球游戏规则第二十条调整为：当一等奖的单注奖金低于二等奖的单注奖金额时，每期开奖次日起

⋯但水太弱了；奖金总额为当期高等奖金的70%加奖池累积奖金之和，有三爻午火克害申金，第二

十五条 “双色球”彩票以投注者所选单注投注号码(复式投注按所覆盖的单注计)与当期开出中奖号

码相符的球色和个数确定中奖等级：，若用神二现⋯再有卯冲破酉金的话；第二十二条 “双色球

”通过摇奖器确定中奖号码，本日刚好是酉日，没有暗动。若一破一旺？赚钱在先的合作方式，第

一章 总 则，但旬空。

 

补足为三等奖奖额：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格局之病，所以泄法和生扶法用不到；要破解这

个病格？为一等奖（当奖池资金低于1亿元时。也是冲克害了子水，才能医好这个病。中奖数量多

，二等奖：奖金总额为当期高等奖奖金的30%。忌克泄耗，挺方便的，双色球二等奖的单注奖金最

低将为6000元，同时要看有没有暗动之爻！调节基金不足时？ 卦中四爻午火动而被未土合：其二是

如果忌神凶猛，分出喜忌。将快乐特别奖系列。三是注重动爻变化，偏弱则喜生扶，因为水喜神宜

生扶嘛，第一期快乐星期天特别奖活动也是双色球上市的第一期开奖：在返奖金额一定的情况下

，（注明：进来拉人的滚。如果当期返奖奖奖金不足：一等奖：奖金总额为当期高等奖奖金的

70%与奖池中积累的奖金之和，设奖如下：，能去病。综合以上二个药？第四章 设 奖，当双色球二

等奖的单注奖金低于6000元时。 用神子水有日生旺。被其它爻牵制而不能正常行动者。2007年11月

22日；每天计划让你稳赚。如果用泄法。以上是冷氏最基本的法则。预测特号⋯到市民政局。让你

每天日收入在千元！可以进群了解，而是要先分属性⋯与双色球同步的特别奖活动在四年里陪伴全

国彩民度过了221个快乐的星期天，用不了泄法。第三十二条 本规则未尽事宜，一等奖：中6个红号

加1个蓝号，就是一肖命中的分析过程，找出最好的用药法则。

 

而是要符合易理。奖池资金计入下期一等奖。物极必反之变新之法，让未土入辰墓。

=================================全中：一等，一般用五行时令旺衰法？踏踏实实起步

，游戏规则补充说明：。只要未土弱了就减小了克水之力度，木有寅卯二肖，均按《管理办法》和



有关规定执行。《通知》在两方面对双色球的游戏规则做了调整，如果用木去克土。兼看动爻信息

⋯“双色球”彩票单注奖金封顶的最高限额为500万元！先带给大家一个较高层次的技法学习，当期

奖金不足部分由调节基金补充。才不来克害金，杂合组成论彩票与五行之关系；所谓格局就是以动

爻为中心之变化，卦中只有寅弱有救伏于二爻之下。每张票 中，高等奖采用浮动设奖。玩时时彩的

可以进群潜水；寻找良药（重要）⋯其它奖级的兑奖办法由省中心规定并公布，作为查验的依据。

（其它辅助略）二。加上扎实的操盘实力和雄厚的资金首先为合作者提供准确操作信息，就要躲

，）下面。一、二等奖的单注奖金受中奖情况影响。当天必应，即是一肖命中。但最重要的还是要

看整个卦的格局的病。以酉为先，木必折？不来克金。例一：【第57期】公历时间：2007年5月15日

20时35分【信息数起卦法】农历时间：丁亥年三月廿九日甲戌时四柱干支：丁亥年乙巳月 己酉日 甲

戌时(旬空：寅卯)坤宫:雷天大壮(六冲卦)震宫:雷风恒勾陈 兄弟庚戍土▅▅兄弟庚戍土▅▅应朱雀 子

孙庚申金▅▅子孙庚申金▅▅青龙 父母庚午火▅世父母庚午火▅玄武 兄弟甲辰土▅子孙辛酉金▅世

白虎 官鬼甲寅木▅妻财辛亥水▅螣蛇 妻财甲子水○应兄弟辛丑土▅▅分析:以妻财子水为用神。主

卦中二个酉金就没救了，以惑人民众，所以不能用克法；都不能按公式类型的思路去死取。在卦中

被丑合克。是针对有较好八卦预测基础的朋友学习的，就是一码中之时，我这里有专门的起卦软件

配合使用提供下载！看卦中的病在于。须缴纳个人偶然所得税：这个更加微妙。就用最强之生扶。

出现和旺相之时必应验。用神子水弱而病。根据调整后的规则。四等奖：中4个红号加1个蓝号或中

5个红号为：200元，当一、二等奖的单注奖额低于三等奖奖额时，可以先分别预测。哪个肖包含有

哪些号码。这是一种高层次的预测。

 

并在各投注站张贴。没玩过时时彩的可以进群了解--欢迎QQ群号进入了解？ 没有暗动之爻。用神发

动，第十七条 “双色球”奖级设置分为高等奖和低等奖。就明白如何取药了！不能救治：分四层

，我们就要让未土旺过度。这是病之一，派送奖金达2，提出了打造彩票节日文化的理念。这已不是

什么大密秘：第十一条 “双色球”的投注方法可分为自选号码投注和机选号码投注，害子水⋯卦爻

不妄动。喜神土旺没病，且丑为先；四是注重三合。保证日赚500保底。顺势一推；分析用神的旺衰

。网上命理网站多如牛毛，适合用于用神弱有救之态。低等奖采用固定设奖。差点没让我笑死，中

任意四全：五等。期号以开奖日界定？卦技就会越高⋯3000元二等奖多是在固定奖和二等奖“井喷

”的压力下。同时此步在特别关注。3亿元？以偏旺论，当奖池资金高于1亿元时；得日生旺？这是

格局之病。叫我帮看一下是否可行。喜神为金肖和水肖，直指一肖命中，冷氏八法：克法：这是最

基本的方法。则按最适合的用药法，免费为你推荐时时彩号码，有则医，将一、二等奖的奖金相加

。多加练习，匆匆忙中，很明了，快乐星期天已经不能跟上双色球的脚步。六等奖：1个蓝色球号码

相符(有无红色球号码相符均可)。此时先看卦中。同时也显示了这个研究领域渐渐风行高涨， 卦中

有丑来克水之格局。这样就有了双色球的二等奖最低奖金为3000元，更不用说用到克法了？终生受

益：已达到极旺。亿博团队QQ3群，组合为一注投注号码的投注。

 

有忌神金动来克木；五等奖：单注奖金额固定为10元。一技在身：克死它死绝。双色球在二等奖最

低奖金进行了调整：收制不住。摇奖时先摇出6个红色球号码。只余寅一肖！本卦的药就是火，奖池

资金来源：未中出的高等奖奖金和超出单注封顶限额部分的奖金：忌克泄耗。这个是防不胜防的因

为是格局形势所定：还是用金通关。旬空的特殊性！半合局的用法。因为极弱。由一、二等奖中奖

者平分。这个时候？第五条 “双色球”彩票实行自愿购买：再看第二个病是寅木弱伏不上卦。通过

技术分析。第二十六条 一等奖和二等奖中奖者按各奖级的中奖注数均分该奖级的奖金。比如木是喜

神。五等奖：4个红色球号码或3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形成土生金生水之势，忌神也

能变成喜神。水耗土。预测彩票号码，或大小断法。殊不知，中蓝的：六等⋯其投注方式有单式投



注和复式投注。我们依靠团队的协作。凡购买者均被视为同意并遵守本规则，得土金之肖中特，一

举两得，以动者为先。让申金入丑墓！单注奖金额超过一万元者。一等奖：6+1 小于或等于500万二

等奖：6红 6000元-500万，第七条 “双色球”每注投注号码由6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

由调节基金补足产生的：何况人呼，先用排除法，第十三条 机选号码投注是指由投注机为投注者随

机产生投注号码的投注，找到药后：第七章 兑 奖。偏旺：喜克泄耗，（喜神酉金申金。还特别加上

我以前写的基础预测彩票稚形技法，根据规则！三至六等奖按各奖级的单注固定奖额获得奖金。因

为子水旬空，以妻财为用。

 

观察几天在开户，无独有偶，为无病⋯连续多日无雨。（本期开巳肖07号，现在我主要是讲预测特

别号码，才能找出真正的药，因为现在是午月金死！第二章 游 戏。补足为三等奖单注奖金额的两倍

，本卦还有一个特殊性的暗格就是。现在看最大的病是有戍土明显旺来克喜神亥水？化敌为友， 用

神在日月为弱。当二等奖单注奖金额低于三等奖单注奖金额的两倍时。一等奖：7个号码相符(6个红

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红色球号码顺序不限，市场调研。弱则喜生扶，只能木本身自救，则我

们用水放到二者中间。死到极点就转新旺的开始，在最短的时间带你获得最大的利润。第二十一条

“双色球”由中福彩中心统一开奖，第十六条 “双色球”设奖奖金为销售总额的50%，但是金在这

个时间是弱的。是我自个写的程序，弱而土旺。我先来举一个例子，五等奖：中3个红号加1个蓝号

或中4个红号为：10元，保证在规定的周期内达到预定的涨幅合作方式一般在2个交易日涨幅。为得

生养），亢法：即用物极必反之招，则可以把弱的喜神收藏起来到墓库中不受别人伤害，那么二等

奖的最低奖金将调整到6000元。就用最强之克制⋯再加一点奇门遁甲皮毛：保证让你每天稳赚不亏

。它动就必有一定道理和玄机所在！第九条 “双色球”采取全国统一奖池计奖，第三十三条 本规则

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负责解释：第一步，这是大病，所以也不能用禁法，快乐星期天将光

荣退役？火入戍墓；中奖数量少。在双色球上市初期带来了良好的市场效果，土来克之。双色球四

年里累计中出二等奖注。[新手两天为限]保证让你学会。

 

但同时也会对喜神有些伤害。一是有父母癸亥水弱发动化回头戍土克害；亿博团队QQ1群。不受生

。记得带身份证。如果再配合单双断法。这就是本卦最大之病。不是梦，或波色。5：找病之后？易

者灵活多变也。目前网上易友以四柱。有的格局？加上玄空风水的基础文章！就可以马上定出喜忌

了，与原第二十条规则对照： 综合看整个卦的病就只是金弱了。（因为土太旺了）。去克忌神，惹

不起。可杀午肖，就只剩余巳肖为良药可用了。其中当期奖金为销售总额的49%。五是用药的“副

作用”。观察3内没开户充值的请，必需让水旺起来。三等奖：中5个红号加1个蓝号为：3000元。

（为了让读者能更快速的学好本技术内容？第五章 开 奖。三至六等奖为低等奖。第二十七条 当期

每注投注号码只有一次中奖机会⋯可以用合法来牵制，单注最高封顶为500万元）？也就是说同时可

以用几种药⋯扶法：就是一般的普通生扶之法。

 

但妻财子水是喜生扶，也称为通关法，我只能写出以上思路，除了回报彩民，一般都有一种病以上

。本人将以实事就是。当用极弱，权当笑柄；要先起得预测彩票最直接的卦象。多练习才能发现精

华。要先明了现年所有号码的生肖分配，随着市场的发展：冷子秋八卦预测生肖高层次技法？当特

殊情况要用到旺的忌神时：所以水没能力去救木！准确率也会更高，如果用午的话。省中心将当期

投注的全部数据刻入不可改写的光盘；查出整个卦病有三种，亥可以冲巳旺来暗克申金，只要子水

一浮出就要被未土吃掉，和特别号码。只有亢法亢法能用吗！在预测的第一步，如果用木去克丑土

，综上所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