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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老谢点评双色球奖池破3亿：蓝04或漏掉107期:彩民周刊专家组期双色球：防一区质数号回补

2011年01月15日20:48 青年体育报-彩民周刊一、奇偶号走势：奇偶比4：双色球专家提示。2。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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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点彩民在2亿元大派奖活动功夫客观分析感性投注:双色球奖池在历时60期后再次打破3亿，专

家。到达3.2亿。在奖池趋高的背景下，见证。双色球会浮现什么样的情形呢？首先，要看盘面走势

，我不知道新闻。巡视近期奖号特点！都说4重码、3重    肖似音信

 

 

见证事业的时刻！双色球蓝球神秘秩序暗示亿元巨奖:10月20日晚，双色球期迎来了2亿元大派奖活动

。我不知道彩图版第09443期 　　　　双色球专家提示双色球专家提示,相同新闻见证奇迹的时刻本

次派奖活动将不断40期，看看提示。 嘉宾：双色球专家提示。007风采资深彩票专家 彩民：程功 程

功：双色球专家提示双色球专家提示。双色球2亿元派奖能给彩民带来    肖似音信

 

 

[华彩网]双色球期专家江帆分析分析预测:中彩网讯 9月13日，双色球第期开奖共开出36注一等奖，单

注奖金498.1万元。你看相同新闻见证奇迹的时刻。。其中河南省濮阳市一位彩民在位于濮阳市做事

市场外围西侧第号投注站用一张    肖似音信

 

 

专家解读:概率援手双色球开2.6亿 防不断井喷: 二、重点提示： 1、首位号：2010年最热的1路号在期

后到底陷入低谷，双色球专家提示。截止到期的15期仅开出3枚奖号，2011年再度反弹，迄今7期已

开出5枚，其实双色球专家提示。近期仍需防    肖似音信

 

 

彩民周刊专家组期双色球：二区变数最大 :2.6亿巨奖开出:从网友留言中可看到不少人对此次持思疑

态度:但我们暂且抛开“思疑论”:试从概率上分析:这样的事情并非没可以或许。对于双色球专家提

示。 我们明确:双色球头奖中奖概率是    肖似音信  - 百度快照if(typeof imgNewsArr == 'un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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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亿巨奖开出:从网友留言中可看到不少人对此次持思疑态度:但我们暂且抛开“思疑论”:试从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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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球神秘秩序暗示亿元巨奖  新浪竞技 .08亿，双色球。这是双色球028期的销量，也是当期滚存金额

，看着闻见。双色球在2012年的销量截止到28期已有5期打破4亿，事实上双色球专家提示。9年历史

中也才浮现8次。相比看双色球专家提示。每次销量跃居4亿之时，头奖注数    肖似音信  - 百度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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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28期已有5期打破4亿，9年历史中也才浮现8次。每次销量跃居4亿之时，相比看双色球专家提

示双色球专家提示。头奖注数'});彩民周刊专家组期双色球：二区变数最大   新浪竞技  三、重点提示

； 1、第五号位：2011年总81期开出012路奖号28枚、24枚、29枚。听说双色球专家提示。0路、2路号

持平，1路号较弱。看着提示。但近期变数较大，1路号在1059—期的14期仅    肖似音信

 

 

彩民周刊专家组期双色球：防一区质数号回补:四、重点提示：1、上期开出0：听说相同。6全偶奖

号后，我不知道双色球。本期偶数仍占上风，专家。下期需重点新浪专家组预测：[彩民周刊专家组

双色球:三区与奇数转热][小宋观点：防1区    肖似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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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3枚奖号，2011年再度反弹，迄今7期已开出5枚，近期仍需防  ,相同新闻彩民周刊专家组期双色球

：二区变数最大 ,2.6亿巨奖开出,从网友留言中可看到不少人对此次持怀疑态度,但我们暂且抛开“怀

疑论”,试从概率上分析,这样的事情并非没可能。 我们知道,双色球头奖中奖概率是  ,相同新闻, -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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