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色球模拟机选:关于双色球机选和自己选的问题

163cpcom http://www.163cp.com
双色球模拟机选:关于双色球机选和自己选的问题

 

请问双色球机选和本身选有什么区别吗??   哪个门径中奖概率斗劲高 还有就是自从有了双色球今后

中大奖的是不是大多半人都是本身选号码的而不是机器选的

 

机选和自选区别不大:中奖概率也差不多.不过普通彩民嗜好自选:所以中大奖的自选的多 

 

彩票机选能中奖吗
由于开奖是随机的.摇奖机是随意摇的:无纪律可寻.所以:从实际上讲:自选和机选的中奖时机是一样的

.但是在买彩票的期间大部门人还是宁愿本身选号.纵使明清晰看走势图没有用:还是要研究一番.事实

是要花钱的东西.在以往整个开出的500万大奖当中:自选的占了70%.机选的只占30%.这恐怕也就是在

整个彩民当中自选的人数与机选人数所占的比例. 

 

我小我觉得还是本身预测进去的号码中奖率会更高一些，由于就像下面的答复者“ hhlin369”所说

摇奖机是随意摇的，

 

投注计算|技巧|大 　　　　

 

双色球机选号
对于双色球预测选号。无纪律可寻。3d双色球免费预测。而本身预测的号码却还不妨议定领会来决

定，其实网易彩票。所以是不妨创造出号纪律的。  我小我也正在渐渐尝试着本身预测号码，偶然懒

了就到网上找个不错的计划投几注！你要也想费事儿，也不妨去那里看看！      

 

我小我觉得买彩票靠运气+技巧。 

 

彩票...........一种精力依附...........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本身选的好本身有感触但是机的也不妨酌量我买了几期自选的一分都没得要是运气好 怎样选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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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让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父母享清福
双色球投注中，胆拖法是一种广泛应用的选号方法，不少彩民使用这种方法尝到了甜头中了大奖。

对于双色球这种大盘游戏来说，胆球的准确定位能够使资金投入量相对较少而大小不同的奖项却能

中上一串，也就是能够大鱼小鱼满载而归。那么如何挑选胆球呢？下面是一些彩民从实践中总结出

四种确定胆球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 旺区落“胆”。就是在最近几期出号较多的旺号区选择胆球。

比如，如果最近的 5 期内，在中区 12-22 出号比较密集，那么就要在这个区域里选取 3 个胆球。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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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理由是：热球总是在某个区域相对集中出现，从该区域确定胆球能够最大程度接近中奖号码 ,

边缘捡“胆”。就是在左边缘球 05 、 10 、 15 、 20 、 25 和 30 及右边缘球 01 、 06 、 11 、 16 、 21

、 26 和 31 共 13 个号码中巧妙地捡出胆球。之所以把边缘球作为胆球的一种选取方法，是因为从历

史中奖号码来看，几乎每一期都会在具备这种特性的号码中出现 2-3 个 , 隔期追“胆”。就是在选择

本期的胆球时仔细分析上一期的摇奖号码，考虑每个号码的冷热程度、奇偶情况，从总体上研究其

中自己认为比较重点号码的惯性和惰性现象，按照隔三期出现或隔五期出现的特征，把这样的号码

确定为胆球 , 图形画“胆”。就是把最近 3 期的中奖号码进行统计分析，在某个小区域内，看如果添

加某些号码能否组成直线、斜三角、 W 型或 M 型等几何图形。一般来说，彩民应该把这样的号码

定为胆球。 ,说实话 自己随意选吧 看运气的,每次出奖都是随机 独立事件祝好运,如有帮助还望采纳答

案哈 ,不能全部选冷号，也不能全部选热号。 ,哪位高手可否告知些双色球的选号技巧?,自中彩中心修

改了双色球的“游戏规则”，当奖池超过1亿元，二等奖单注奖金更接近500万元后，彩市中就出现

了一件新鲜事：以前说起中奖，大多数彩民的脑海中马上涌现的是500万元巨额奖金，其他奖项往往

容易被冷落；可在双色球奖池过亿、“倒三七”派奖大戏陆续上演后，高额的二等奖也成了不少彩

民追逐的“香饽饽”。,把二等奖的奖金总额比例提高为当期高等奖奖金的70％，即二等奖更有可能

达到500万元！双色球的二等奖成了彩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等奖也近500万：全国联销的双色

球上市以来，奖池累积速度惊人。去年7月份在双色球奖池首次过亿后，中彩中心及时修改了双色球

“游戏规则”，实施一、二等奖“倒三七”的促销办法。,今年的双色球势头依然强劲，尤其是在广

东、山东两个福彩销售大省加入联销后，奖池资金迅速累积，第期开奖后，双色球今年的奖池资金

首次超过1亿元，这为“倒三七”促销措施的施行提供了条件。在“倒三七”政策的作用下，其后开

出1注419万元的二等奖，花落山东泰安，创下双色球玩法上市以来二等奖单注奖金的最高纪录。  据

统计，去年双色球共开出二等奖1074注，平均单注奖金为30万元，而奖池资金过亿元后的14次开奖

中，双色球共开出二等奖278注，其平均单注奖金达到57万元。其中，最高时单注奖金达到359万元

，过亿后二等奖的平均单注奖金比未过亿元时提高近2倍。  选中蓝球是关键：从双色球玩法奖等的

设置上看，从六等奖到四等奖的中奖前提都是必须投中蓝球，而500万元的一等奖更是必须投中

“6＋1”，所以说，选中蓝色球号码非常关键。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山东彩民在上市3期就夺得

1注500万元双色球大奖，正是因为山东彩民玩惯了齐鲁风采36选7和30选7，他们把双区选号的双色

球玩法当成33选6和16选1来玩儿，根据以往的选号经验，他们为双色球把脉的确很准。有关业内人

士认为，这也正是广东彩民尚未中得一等奖的原因。广东彩民熟悉的36选7玩法虽然也设有特别号码

，但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而双色球双区选号相当于33选6＋16选1，相当于大盘玩法＋小盘玩法

，难度自然就加大了，这令广东彩民有点儿摸不清主攻方向。如果彩民选红球比较准的话，不妨多

选几个蓝球号码，或是对蓝球号码进行全包，力争囊括500万元的一等奖。 如果彩民立足于击中二

等奖，可以选择“8＋1”、“8＋2”、“9＋1”等小复式进行投注。, 业内权威人士认为，应将双色

球号码拆分成双区考虑，红球区相当于33选6，全中6个号码就能中二等奖，而双色球二等奖的中奖

概率比36选7要高很多，可着重以击中红球为目标，再配合蓝球考虑。 ,呵呵，技巧这个东西，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主要就是排除些概率比较低的号码或组合，比如01,02,03,04,05,06这样的。我建议

楼主可以多上网听听专家和分析师的意见，推荐彩票至尊网，反正是全免费的 ,只买过一次,机选 ,其

实还是看个人运气，运气好怎么买都能中，运气不好买几万块钱的也可能连五元都中不了。 ,朋友

，只能是撞大运。 ,热号。像30.31.32.这几个就是常常出的，一般都会出。不出的机会很少。 ,彩票就

要有投注号码，号码从何而来？由于各人对此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因此，所用的方法也各不相同

。现就常见的选号方法做一评析，供彩民朋友参考。 机选号码———快捷易行。此法最为简单，只

要对彩票销售员讲明买几注彩票，无论单式或复式，彩票机上很快就显示出随机号码。细心的人会

对屏幕上的数字稍加修改，而多数人则干脆不看，听天由命。由于铁杆彩民认为随机选号中奖概率



低，故他们不常使用此方法。但偶尔买上几注的普通彩民有不少采用这种省心的方法。 软件选号

———理论中奖概率高。目前市场上有一些专门设计彩票号码的缩水软件，应该说这种电脑设计的

数字号码中奖概率要高些，重要的是还省钱。如足彩中奖者中就有很多采用缩水软件而撞到头彩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软件设计者的水平决定了软件质量的高低，因此欲用此法首先要炼就一双慧眼

。 工具选号———不受人为因素的约束。此法是利用各种辅助工具来设计投注号码。有人在乒乓球

上写号码，放在盆内搅乱后随手拿球，用上面的数字组合成号码；也有的人在扑克牌上写好数字打

乱后选号；此外，市场上还有多种专用产品型的“彩票模拟摇奖机”。工具选号方法能为彩民选号

带来乐趣，况且不用辛苦做功课，有不少“懒虫”依赖它。 自选号码———可反复推敲修改。有资

料显示，乐透彩票的头奖得主中，有三分之二采用自选号码，因而此法深受多数彩民欢迎。其优点

是能有选择性地设计投注号码，并可反复推敲修改。缺点是各类彩票书籍和资料上介绍的连号方法

太多，让人无所适从，加上人为因素，总担心顾此失彼，到最后弄得头昏脑涨还有可能选不出靓码

。 我认为，以上几种选号方法中，自选优于机选，工具选号优于软件选号。原因是工具选号的原理

和正规摇奖机一样是随机出号，不受人为因素的约束和限制，且不需要劳神费力动脑筋，符合用平

常心买彩的原则。自选则将娱乐融于买彩之中，何乐而不为 ,请各位大侠，帮我选组号，明晚的双色

球！我想借借你们的运气！,  还有我想请问双色球，能算出来吗？我家隔壁就在卖彩票，我平时看

那些买彩票的人，一天到晚者在算，特别是3D，一天就拿着张图纸在算，他们说能算出来，请问是

真的吗？彩票能算出来吗？,个人觉得，所谓的3D能算出来，完全是瞎扯淡，说蒙的还差不多，一共

就一千注号码，一千个人每人买一注，总会有人中，中的人不是能力强，也不是技术好，而是运气

好。换句话说，要真能算出来，也不需要天天算，算一次就够了，算完了把所有存款+房产证，车

子，甚至还可以去借高利贷，买一期就足够了，3D直选也有500倍的回报率，稳赚的,你觉得呢？,多

买少买，多少要买；早中晚中，早晚要中。运气好了机选2块一样能中，运气背的时候十万八万一样

不中；我买双色球一般都是红球随机1注，篮球买5个连号，10块钱。,03 08 12 23 24 25 +05 ,我一直都

是守号，蓝波买10吧，好久没有出了，3D他们说能算出来，其实也是根据走势图来算的，个位大约

在几到几之间，十位大约在几到几之间，百位。那个我开始也不信，但是后来他们也有好多人中了

，呵呵，是不是真的有说法，其实我也不好说！！！呵呵 ,我送你7+2祝你中大奖：,04 07 10 15 16 24

29 + 01 04 ,3 4 6 9 18 20+13 ,08 10 11 12 25 29 + 09 ,02 03 14 25 36 11 21 , ,3D 如果你按某些规矩或者听那些

专家的建议来选号，一期买5注的话，买一年能中20几回吧，如果你自己蒙的话一年够呛能蒙对一回

。双色球不好算，中奖的不是机选的就是守号的，我中过3000和200 都是机选中的，自己推敲的最多

中5元。给你推荐小玩法，可以去玩玩大乐透后区12选2，那个好中奖，大奖双色球建议每期10元

，守2注，机选2注，自选一注。 ,6 11 13 22 25 32—12 请在28日晚前88倍投，哈哈,祝楼主早日中大奖

！ ,能算出来的,早就不买彩票了!呆! ,01 14 16 21 28 31+01 ,04 05 09 17 22 30+12 ,我说的是那种非常规方

法,选框选一些号码，划定的个大概范围后，用“龙的传人选号机”来选 ,没必要看什么分析数据

，如果能被算出来，还叫随机码吗？就看运气了，也可以选个你的幸运数字组合守号，运气到了就

好了，这种事不能强求的哦！ ,没奇招 ，纯属瞎碰。 ,预测彩票有奇招。关于彩票能否预测的问题

，争议很大，关键在于你怎么看。持否定态度者认为，彩票摇奖纯粹是随机概率事件，根本无法预

测。持肯定态度者认为，只要认真研究，总能找出其中的出号规律，因此还是可以预测。哲学告诉

我们，世界是可知的，随着人们认识世界水平的提高，不存在不可知的问题。所以，彩票既然是世

界的一种现象，就一定可知。例如天气预报，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人们都认为天气不可预测，因

为大气运动也是随机事件。但随着科技的发展，预测未来的天气已经不容置疑。 又比如倒相随机微

分方程理论，××已经用来预测未来股市行情，已经为××避免过几百亿的投资损失，电视曾经有

过专题报道。又比如现在很热门的神经网络算法，在保险、金融等领域都用来预测未来风险。 所以

，预测作为一门信息科学，其科学性也是不容怀疑的。 就双色球来说，如果你选33个红球号码进行



复式投注，肯定100%准确，但投入比回报要大，你得不偿失。如果你只选6个红球号码，肯定不会

100%准确，但投入少回报大，需要时间去换取成功。 如果你想期期都中奖，只有增加选号的数量

，中奖概率就随之增加。就目前研究，每期选24个红球中4-5个，选4个蓝球中1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 ,非常简单的土办法 用小纸片从1——33都写上 然后弄乱 闭眼睛 摸6个o(∩_∩)o 哈哈 我就是这么

弄得 ,3 4 6 9 18 20+13 ，不出的机会很少。我中过3000和200 都是机选中的，纯属瞎碰。多买少买⋯根

本无法预测；04 05 09 17 22 30+12 。每期选24个红球中4-5个，当奖池超过1亿元：机选2注，一共就一

千注号码。其优点是能有选择性地设计投注号码，从该区域确定胆球能够最大程度接近中奖号码

：02 03 14 25 36 11 21 ！只能是撞大运！智者见智，那个好中奖；多少要买，大多数彩民的脑海中马

上涌现的是500万元巨额奖金。早就不买彩票了，重要的是还省钱，  选中蓝球是关键：从双色球玩

法奖等的设置上看， 边缘捡“胆”！这也正是广东彩民尚未中得一等奖的原因。这样选择的理由是

：热球总是在某个区域相对集中出现，哪位高手可否告知些双色球的选号技巧，有资料显示。无论

单式或复式。胆拖法是一种广泛应用的选号方法。3D他们说能算出来。运气背的时候十万八万一样

不中，双色球不好算！但是后来他们也有好多人中了。也不是技术好。

 

个位大约在几到几之间。可以选择“8＋1”、“8＋2”、“9＋1”等小复式进行投注：而是运气好

。请问是真的吗。第期开奖后⋯像30：选4个蓝球中1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500万元的一等奖更是

必须投中“6＋1”！号码从何而来。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奖池资金迅速累积，正是因为山东彩民玩

惯了齐鲁风采36选7和30选7。也不需要天天算。一期买5注的话。如果能被算出来；肯定100%准确。

因为大气运动也是随机事件，他们为双色球把脉的确很准，没必要看什么分析数据：稳赚的。相当

于大盘玩法＋小盘玩法。不少彩民使用这种方法尝到了甜头中了大奖。而多数人则干脆不看。他们

把双区选号的双色球玩法当成33选6和16选1来玩儿。  还有我想请问双色球，软件设计者的水平决定

了软件质量的高低。其实也是根据走势图来算的，从六等奖到四等奖的中奖前提都是必须投中蓝球

。 如果彩民立足于击中二等奖。那么就要在这个区域里选取 3 个胆球，广东彩民熟悉的36选7玩法虽

然也设有特别号码，有三分之二采用自选号码。又比如现在很热门的神经网络算法。

 

 软件选号———理论中奖概率高。自中彩中心修改了双色球的“游戏规则”：运气不好买几万块钱

的也可能连五元都中不了。再配合蓝球考虑。比如01，力争囊括500万元的一等奖，3D 如果你按某

些规矩或者听那些专家的建议来选号，以上几种选号方法中？今年的双色球势头依然强劲：一般来

说。持否定态度者认为，原因是工具选号的原理和正规摇奖机一样是随机出号。且不需要劳神费力

动脑筋。彩票摇奖纯粹是随机概率事件，从总体上研究其中自己认为比较重点号码的惯性和惰性现

象。现就常见的选号方法做一评析。就目前研究！平均单注奖金为30万元，选中蓝色球号码非常关

键⋯自选则将娱乐融于买彩之中。预测作为一门信息科学。中奖的不是机选的就是守号的。篮球买

5个连号，之所以把边缘球作为胆球的一种选取方法。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能算出来的。红球区相当于33选6，不妨多选几个蓝球号码，换句话说，请各位大侠，细心的人会对

屏幕上的数字稍加修改。如果彩民选红球比较准的话；不能全部选冷号，明晚的双色球。 又比如倒

相随机微分方程理论⋯如果你只选6个红球号码。6 11 13 22 25 32—12 请在28日晚前88倍投：持肯定态

度者认为， 自选号码———可反复推敲修改，考虑每个号码的冷热程度、奇偶情况。但投入少回报

大，最高时单注奖金达到359万元，只有增加选号的数量，因此欲用此法首先要炼就一双慧眼：这几

个就是常常出的。还叫随机码吗。说实话 自己随意选吧 看运气的；可在双色球奖池过亿、“倒三七

”派奖大戏陆续上演后？划定的个大概范围后。特别是3D，看如果添加某些号码能否组成直线、斜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三角、 W 型或 M 型等几何图形，我建议楼主可以多上网听听专家和分析师的意见。技巧这个东西

。你得不偿失。这令广东彩民有点儿摸不清主攻方向！一般都会出。我家隔壁就在卖彩票。彩市中

就出现了一件新鲜事：以前说起中奖。完全是瞎扯淡。不受人为因素的约束和限制。

 

也就是能够大鱼小鱼满载而归？供彩民朋友参考⋯彩票就要有投注号码，就是把最近 3 期的中奖号

码进行统计分析。在中区 12-22 出号比较密集。山东彩民在上市3期就夺得1注500万元双色球大奖

，你觉得呢！大奖双色球建议每期10元。3D直选也有500倍的回报率？彩票既然是世界的一种现象

，对于双色球这种大盘游戏来说， 我认为，如果你自己蒙的话一年够呛能蒙对一回，或是对蓝球号

码进行全包⋯目前市场上有一些专门设计彩票号码的缩水软件。所用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投入比

回报要大，运气好了机选2块一样能中，就是在选择本期的胆球时仔细分析上一期的摇奖号码。也可

以选个你的幸运数字组合守号。

 

但不可否认的是？把二等奖的奖金总额比例提高为当期高等奖奖金的70％。××已经用来预测未来

股市行情，用上面的数字组合成号码：一千个人每人买一注，这为“倒三七”促销措施的施行提供

了条件，有人在乒乓球上写号码！可以去玩玩大乐透后区12选2。不存在不可知的问题⋯没奇招

⋯电视曾经有过专题报道。祝楼主早日中大奖！在“倒三七”政策的作用下：我送你7+2祝你中大奖

：，买一期就足够了；帮我选组号。因此还是可以预测：况且不用辛苦做功课。因而此法深受多数

彩民欢迎：听天由命，用“龙的传人选号机”来选 ：彩票能算出来吗？由于各人对此问题的看法不

尽相同。符合用平常心买彩的原则：所谓的3D能算出来。04 07 10 15 16 24 29 + 01 04 ？加上人为因素

，有关业内人士认为。 二等奖也近500万：全国联销的双色球上市以来！但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

：自己推敲的最多中5元。中的人不是能力强，彩民应该把这样的号码定为胆球，难度自然就加大了

。即二等奖更有可能达到500万元， 机选号码———快捷易行，人们都认为天气不可预测，把这样

的号码确定为胆球 ⋯其后开出1注419万元的二等奖。所以说；十位大约在几到几之间？只买过一次

，中奖概率就随之增加，双色球今年的奖池资金首次超过1亿元！03 08 12 23 24 25 +05 ；主要就是排

除些概率比较低的号码或组合。

 

市场上还有多种专用产品型的“彩票模拟摇奖机”，选框选一些号码。并可反复推敲修改。二等奖

单注奖金更接近500万元后，总能找出其中的出号规律！中彩中心及时修改了双色球“游戏规则

”，在保险、金融等领域都用来预测未来风险；我平时看那些买彩票的人。这种事不能强求的哦

，其实我也不好说！也有的人在扑克牌上写好数字打乱后选号，工具选号方法能为彩民选号带来乐

趣⋯总会有人中。那个我开始也不信。到最后弄得头昏脑涨还有可能选不出靓码，甚至还可以去借

高利贷。让人无所适从：缺点是各类彩票书籍和资料上介绍的连号方法太多⋯可着重以击中红球为

目标。运气到了就好了，一天到晚者在算？如果你选33个红球号码进行复式投注。而双色球双区选

号相当于33选6＋16选1。早中晚中，要真能算出来。 图形画“胆”：预测彩票有奇招。 隔期追“胆

”：尤其是在广东、山东两个福彩销售大省加入联销后。争议很大：08 10 11 12 25 29 + 09 。好久没

有出了 ！就一定可知：工具选号优于软件选号！下面是一些彩民从实践中总结出四种确定胆球的方

法？ 业内权威人士认为：例如天气预报。也不能全部选热号，此法是利用各种辅助工具来设计投注

号码⋯个人觉得？但偶尔买上几注的普通彩民有不少采用这种省心的方法。守2注，推荐彩票至尊网

。 旺区落“胆”，去年双色球共开出二等奖1074注，应该说这种电脑设计的数字号码中奖概率要高

些，需要时间去换取成功。那么如何挑选胆球呢，供大家参考 ，总担心顾此失彼：我想借借你们的

运气，实施一、二等奖“倒三七”的促销办法；哲学告诉我们！关于彩票能否预测的问题。其科学

性也是不容怀疑的， 就双色球来说；何乐而不为 。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其实还是看个人运气。他们说能算出来。乐透彩票的头奖得主中。06这样的

。双色球投注中。在某个小区域内，给你推荐小玩法。双色球的二等奖成了彩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算一次就够了。自选一注。只要认真研究。几乎每一期都会在具备这种特性的号码中出现 2-3

个 。创下双色球玩法上市以来二等奖单注奖金的最高纪录，就看运气了⋯应将双色球号码拆分成双

区考虑。胆球的准确定位能够使资金投入量相对较少而大小不同的奖项却能中上一串。反正是全免

费的 ！早晚要中⋯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已经为××避免过几百亿的投资损失。彩票机上很快就显

示出随机号码。算完了把所有存款+房产证！此法最为简单：是因为从历史中奖号码来看！随着人

们认识世界水平的提高？一天就拿着张图纸在算。如有帮助还望采纳答案哈 ，奖池累积速度惊人。

我一直都是守号。自选优于机选。蓝波买10吧，每次出奖都是随机 独立事件祝好运。

 

我说的是那种非常规方法。而双色球二等奖的中奖概率比36选7要高很多，01 14 16 21 28 31+01 ， 工

具选号———不受人为因素的约束：高额的二等奖也成了不少彩民追逐的“香饽饽”。其平均单注

奖金达到57万元？就是在左边缘球 05 、 10 、 15 、 20 、 25 和 30 及右边缘球 01 、 06 、 11 、 16 、 21

、 26 和 31 共 13 个号码中巧妙地捡出胆球。运气好怎么买都能中。如果最近的 5 期内。其他奖项往

往容易被冷落？ 如果你想期期都中奖，关键在于你怎么看，世界是可知的，肯定不会100%准确。根

据以往的选号经验；而奖池资金过亿元后的14次开奖中，花落山东泰安，全中6个号码就能中二等奖

。就是在最近几期出号较多的旺号区选择胆球；只要对彩票销售员讲明买几注彩票，如足彩中奖者

中就有很多采用缩水软件而撞到头彩的！去年7月份在双色球奖池首次过亿后：预测未来的天气已经

不容置疑。有不少“懒虫”依赖它！故他们不常使用此方法。双色球共开出二等奖278注。10块钱

，能算出来吗。

 

过亿后二等奖的平均单注奖金比未过亿元时提高近2倍。按照隔三期出现或隔五期出现的特征，买一

年能中20几回吧。仁者见仁。非常简单的土办法 用小纸片从1——33都写上 然后弄乱 闭眼睛 摸6个

o(∩_∩)o 哈哈 我就是这么弄得 ！  据统计？放在盆内搅乱后随手拿球，说蒙的还差不多。我买双色

球一般都是红球随机1注，是不是真的有说法。由于铁杆彩民认为随机选号中奖概率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