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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大奖音信⊙

 

 

阳光姗姗而来，三月贵州，春光辉煌。伴随阳光一道洒在黔中大地的还有福彩光芒，3月13日安顺中

出双色球1000万元头奖，贵州彩市被再次引爆。

 

 

双色球在线过滤?然而油会在煮粥的进程中蒸发
一个寄予希望的春天仍然到来，一部激荡小戏的双色球仍然展开，2012年的贵州彩市，彩民。精彩

从福彩入手下手，惊喜因双色球而迸发。毫无疑问，万千精彩尽在双色球，千万头奖让人难抑心动

，“退而结网”，精彩就在面前。

 

 

春心萌动，双色球在线开奖。一起进入“双色球1000万大奖总动员”。

 

 

安顺1000万元双色球头奖得主是重庆一位来黔自驾游爱好者，这让不少人觉得苦闷，话说十多天前

，贵州多地都笼罩在一片阴雨之中，并不是来黔嬉戏的最佳机会。可就是这个时间，中奖彩民驾车

赶赴安顺旅游，相比看双色球�1000万大奖总动员。支配住了此次千万大奖。而翻阅外地彩民在贵

州中奖的故事，他们的中奖机会也许并未有如此神奇，双色球在线机选。不过，几个中奖彩民的故

事却各有千秋，令人回味。

 

 

江苏彩民贵州中奖45元奖金捐赠灾区温暖人心

 

双色球杀号定胆,一刀侃彩:3D胆码攻略之轨迹定胆
 

2010年4月，省福彩中心收到了一封来自江苏苏州彩民孙师长的信件，随信附上了一张特别的双色球

彩票。孙师长来信称，其自己因公出差赴黔，彩民贵州中奖两三事。4月11日在贵阳市遵义路福彩第

号投注站打了两张双色球彩票，一张是“7+1”的复式票，另外一张是2注单式号码。由于行程仓猝

，孙师长在贵阳没有时间查对当期中奖号码，对于双色球在线缩水。就急急遽地赶回了江苏。回到

江苏，孙师长获知自己随意投注的2张彩票，双色球杀号定胆。竟还中出了45元的奖金。这45元奖金

，双色球在线。如何处理呢？孙师长想到了“捐赠”--原来，出差期间，双色球在线直播。对比一

下双色球最准预测。孙师长了解到，贵州正遭遇百年难遇的特大旱灾，也深切感受到各地受灾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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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而当知悉彩票中奖，彩票双色球。孙师长就当下决定，向灾区捐出中奖奖金，奉献自己的

一片爱心。

 

 

孙师长如是说：“我是来自江苏苏州的一名企业员工。出差途经贵阳随手购得几注双色球彩票，事

实上双色球杀号定胆。小中蓝色球11合计奖金45元。请帮我将兑得的微乎其微的奖金，献给受旱灾

影响的人民手中，希望他们能多喝上一瓶水，谢谢。”

 

 

4月23日，省福彩中心任务人员收到信函后，听说双色球在线开奖。经汇报领导批示，赶到省慈善总

会，将孙师长中出的45元奖金捐给了灾区群众，援救这位可爱的彩民完成了心愿。同时，省福彩中

心回函向孙师长寄去了一张“抗旱救灾捐款”公益事业接受捐赠收据，并在感谢信中表示敬意

：“‘使无力者有力，福彩过滤器。让无助者前行’，多年来，中国福利彩票一直致力于为社会保

障和社会福利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公益旗帜的引领下，开展

了一系列公益活动，学习彩民贵州中奖两三事。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享用到了发展福利彩票所带来

的实惠。而当不幸发生之时，危难之处总有福利彩票(民政事业)的身影。学习双色球在线。值得欣

慰的是，其实，广大爱心彩民一直都和我们在一起。”最后，去函还提到，“作为中国福利彩票最

为忠实的支持者，双色球。您将您的爱心留存在了贵州人民的心中。”

 

双色球杀号定胆
 

这是一位让贵州人民感受到温暖的彩民。

 

 

“中福在线”变身“游乐园”外地彩民贵阳中奖欢度重阳节

 

 

下面这位，则是节日期间在贵州感受到中奖喜悦的彩民。

 

 

双色球在线
2010年10月16日重阳节当天，贵阳市福彩中心传来一条喜讯：一位彩民在位于黔灵西路的中福在线

贩卖厅以1.5元喜中“连环夺宝”25万元大奖。据了解，两三。中奖彩民龚师长是一名建筑工程师

，来筑负责工程项目而逗留数月。某日，龚师长无意间看见市内公交车上的中福在线车体广告，记

住了贵阳中福在线黔灵西路贩卖厅的地址，于周末诈欺空闲时间赶到该大厅玩起了“中福在线”。

 

 

此前，龚师长在故乡曾多次玩这个游戏，学会。没关系说对这个游戏情有独钟，其坦言，中福在线

以其极强的娱乐性深深地拴住了自己的心。在黔灵西路贩卖厅，龚师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游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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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过滤器。让龚师长没有料想到的是，贵阳这片福地援救他圆了彩票中奖梦，使得重阳节当

天“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龚师长因为中奖的喜悦，感受到了一个别有风味的节日。

 

 

福建彩民胆拖致胜双色球44万元二等奖手到擒来

 

 

还有这么一位彩民，。其在贵州的中奖故事，则让我们看到了技术型彩民的风采。去年8月，来自福

建的中奖彩民在贵 阳 市 金 阳 新区 福 彩第号站点中出双色球第期二等奖1注，双色球开机号。收获

奖金44.26万元。你知道福彩字谜。大奖奖金看似不够为奇，然而，中奖彩民有别于别人的选号技巧

却让人大加赞叹。当时，中奖彩民圈定了3个红胆号码：大奖。13、21、27，在线。选取了7个红拖

号码：08、10、12、15、23、26、32，而蓝色球选择了13。中奖彩民介绍，我不知道双色球开奖号码

。胆拖投注是自己购买彩票最常采用的投注方式，在福建老家，技术型彩民都比较偏爱胆拖投注。

双色球�1000万大奖总动员。

 

 

中奖彩民坦言，相较于选取了相同数目红色球的复式投注，学习中奖。毫无疑问，胆拖投注的投入

要经济实惠很多，并且，中奖几率也毫不逊色。对付胆拖投注经济实惠的特点，中奖彩民还特别提

到，事实上双色球在线机选。当期自己看中的胆码其实也并不是很有底，再三权衡后，只选取了3个

红胆，要是多选两个胆码，投注金额还会更低。现实上，你知道双色球开奖号码。以10个红色球(蓝

色球个数为1)投注来做比较，“胆1拖9”的购买金额为252元，“胆2拖8”花费为140元，而“胆5拖

5”只需10元。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奖彩民可谓深谙此道，运用熟练。同时，学习贵州。中奖彩民还

特别指出，胆拖投注虽然经济，但是对彩民支配胆码的准确率有很高的请求恳求，正所谓，胆码是

胆拖投注的灵魂，这就请求恳求，在购买彩票的时候，一定要永恒关注走势图，你看总动员。选好

“心水”号码，再作决断。(段恩文)

 

 

想知道双色球在线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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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大奖新闻⊙阳光姗姗而来，三月贵州，春光灿烂。伴随阳光一道洒在黔中大地的还有福彩光

芒，3月13日安顺中出双色球1000万元头奖，贵州彩市被再次引爆。一个寄予希望的春天已经到来

，一部激荡大戏的双色球已经展开，2012年的贵州彩市，精彩从福彩开始，惊喜因双色球而迸发。

毫无疑问，万千精彩尽在双色球，千万头奖让人难抑心动，“退而结网”，精彩就在眼前。春心萌

动，一起进入“双色球1000万大奖总动员”。安顺1000万元双色球头奖得主是重庆一位来黔自驾游

爱好者，这让不少人觉得纳闷，话说十多天前，贵州多地都笼罩在一片阴雨之中，并不是来黔游玩

的最佳时机。可就是这个时间，中奖彩民驾车赶赴安顺旅游，把握住了此次千万大奖。而翻阅外地

彩民在贵州中奖的故事，他们的中奖时机也许并未有如此神奇，不过，几个中奖彩民的故事却各有

千秋，令人回味。江苏彩民贵州中奖45元奖金捐赠灾区温暖人心2010年4月，省福彩中心收到了一封

来自江苏苏州彩民孙先生的信件，随信附上了一张特别的双色球彩票。孙先生来信称，其本人因公

出差赴黔，4月11日在贵阳市遵义路福彩第号投注站打了两张双色球彩票，一张是“7+1”的复式票



，另外一张是2注单式号码。由于行程紧张，孙先生在贵阳没有时间查对当期中奖号码，就急匆匆地

赶回了江苏。回到江苏，孙先生获知自己随意投注的2张彩票，竟还中出了45元的奖金。这45元奖金

，如何处理呢？孙先生想到了“捐赠”--原来，出差期间，孙先生了解到，贵州正遭受百年难遇的

特大旱灾，也深切感受到各地受灾群众遭受到的生活生产困难，而当知悉彩票中奖，孙先生就当下

决定，向灾区捐出中奖奖金，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孙先生如是说：“我是来自江苏苏州的一名企

业员工。出差途经贵阳随手购得几注双色球彩票，小中蓝色球11合计奖金45元。请帮我将兑得的微

不足道的奖金，献给受旱灾影响的人民手中，希望他们能多喝上一瓶水，谢谢。”4月23日，省福彩

中心工作人员收到信函后，经汇报领导批示，赶到省慈善总会，将孙先生中出的45元奖金捐给了灾

区群众，帮助这位可爱的彩民完成了心愿。同时，省福彩中心回函向孙先生寄去了一张“抗旱救灾

捐款”公益事业接受捐赠收据，并在感谢信中表示敬意：“‘使无力者有力，让无助者前行’，多

年来，中国福利彩票一直致力于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扶老、助残

、救孤、济困’公益旗帜的引领下，开展了一系列公益活动，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享受到了发展福

利彩票所带来的实惠。而当不幸发生之时，危难之处总有福利彩票(民政事业)的身影。值得欣慰的

是，其实，广大爱心彩民一直都和我们在一起。”最后，去函还提到，“作为中国福利彩票最为忠

实的支持者，您将您的爱心留存在了贵州人民的心中。”这是一位让贵州人民感受到温暖的彩民。

“中福在线”变身“游乐园”外地彩民贵阳中奖欢度重阳节下面这位，则是节日期间在贵州感受到

中奖喜悦的彩民。2010年10月16日重阳节当天，贵阳市福彩中心传来一条喜讯：一位彩民在位于黔

灵西路的中福在线销售厅以1.5元喜中“连环夺宝”25万元大奖。据了解，中奖彩民龚先生是一名建

筑工程师，来筑负责工程项目而逗留数月。某日，龚先生无意间看见市内公交车上的中福在线车体

广告，记住了贵阳中福在线黔灵西路销售厅的地址，于周末利用空闲时间赶到该大厅玩起了“中福

在线”。此前，龚先生在家乡曾多次玩这个游戏，可以说对这个游戏情有独钟，其坦言，中福在线

以其极强的娱乐性深深地拴住了自己的心。在黔灵西路销售厅，龚先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游乐园

”，让龚先生没有意料到的是，贵阳这片福地帮助他圆了彩票中奖梦，使得重阳节当天“独在异乡

为异客”的龚先生因为中奖的喜悦，感受到了一个别有风味的节日。福建彩民胆拖致胜双色球44万

元二等奖手到擒来还有这么一位彩民，其在贵州的中奖故事，则让我们看到了技术型彩民的风采。

去年8月，来自福建的中奖彩民在贵 阳 市 金 阳 新区 福 彩第号站点中出双色球第期二等奖1注，收获

奖金44.26万元。大奖奖金看似不足为奇，然而，中奖彩民有别于他人的选号技巧却让人大加赞叹。

当时，中奖彩民圈定了3个红胆号码：13、21、27，选取了7个红拖号码：08、10、12、15、23、26、

32，而蓝色球选择了13。中奖彩民介绍，胆拖投注是自己购买彩票最常采用的投注方式，在福建老

家，技术型彩民都比较偏爱胆拖投注。中奖彩民坦言，相较于选取了相同数目红色球的复式投注

，毫无疑问，胆拖投注的投入要经济实惠很多，并且，中奖几率也毫不逊色。对于胆拖投注经济实

惠的特点，中奖彩民还特别提到，当期自己看中的胆码其实也并不是很有底，再三权衡后，只选取

了3个红胆，要是多选两个胆码，投注金额还会更低。实际上，以10个红色球(蓝色球个数为1)投注

来做比较，“胆1拖9”的购买金额为252元，“胆2拖8”花费为140元，而“胆5拖5”只需10元。从这

个角度来说，中奖彩民可谓深谙此道，运用熟练。同时，中奖彩民还特别指出，胆拖投注虽然经济

，但是对彩民把握胆码的准确率有很高的要求，正所谓，胆码是胆拖投注的灵魂，这就要求，在购

买彩票的时候，一定要长期关注走势图，选好“心水”号码，再作决断。(段恩文),,当上期开出的某

个将号和下二期内开出的某个奖号，是有联系的，即随出有缘性特点。发现以下规律：,( 1 )当 01 号

球开出后，下期除考虑它的同尾号球 11 、 21 、 31 号球出号外，也极其喜欢带出 05 号球。一般来讲

， 01 出号后， 05 下期紧随其后出号，有时也在下二期出号。时常 01 号球的同尾号球与 05 号球同时

出现在奖号里。例如：第 010 期 01 出号后，带出第 011 期同尾号球 11 和 05 号球同时出号;又比如

：第 033 期出号后，带出下二期 035 期，同尾号球 11 与 05 号球同时出号等。,( 2 )当 05 号球出号后



，下期除带出同尾号球外， 08 号球也极喜欢跟在 05 号球后，形成 05-08 右下斜的走势，或经常在

02-05-08 隔一或隔二右下斜。如果 02 、 05 号球同时开出，那么下二期 08 号球出现几率极高。那么

这期 08 号球完全可以做心水胆号投注。例如： 05-08 右下斜走势第 009 期 —— 第 010 期;

02——05——08 隔一右下斜走势第 024 、 025 、 026 期，第 041 、 042 、 043 期; 02+05 出号，下二期

08 出号，第 044 期、 046 期，第 054 期、 056 期等都是这样的模式。,( 3 )当 08 号球出号后，所带出的

同尾号球 28 号比 18 号多一半以上。期左斜号 07 号球顺贴而出，经常 07 、 08 互动出号，相互呼应

。如果其左斜号 07 号球在下三期内未开出，那么 7 字尾号球出号进入冷阶段，后面顶多只考虑一个

“7” 字尾号球出号。,( 4 )当 07 号球出号以后，它除喜欢带出同尾号球 17 、 27 号出号外和 08 右斜

号球出号外，也极其喜欢带出 10 或 11 竞相出号。在前段下二期内喜欢带出 10 号球，后段下二期内

喜欢带出 11 号球出号。如果 07 号球下二期内带出了 10 和 11 号球连号出来，那么下期的同尾球 17

和 27 号要牢牢捕捉住，切不要放过。,( 5 )当 10 号球出号后，除考虑同尾号球 20 、 30 号球以外，还

应考虑 10 号极喜带出中区号球 17 号。如果形成 10-17 下斜出号，则表示 A 区( 01-06 为 A 区)出号比

B 区( 17-33 )出号处于劣势或相持阶段，根据这讯息，着重于 B 区 17-33 的选号，说不定会得到意想

不到的收获。,( 6 )当 17 号球出号后，除考虑同尾号球出号外，它也喜欢带出斜号 16 号或 18 号与中

后区( 20 、 21 、 22 )的特别是 20 号或 21 号，同时出号或单独出号，形成同期奖号的隔二、隔四现象

。例如：第 008 期 17 号出号后，带出了 009 期奖号 18 、 20 、 22 ，隔二又隔四现象的出号，如果捕

捉住了，对获大奖又进了一步;第 027 期 17 号球出号后，带出了 028 期斜码 16 号球与 20 号球隔四同

期出现。,( 7 )当 20 号球出号后，要多加考虑同尾号球 10 、 30 号球出号。当 20 号球出号后，则表示

A 区出号要在近期内走势比 B 区强，此出号多的特。选 A 区出号的个数少则 4 个，多则 5 个(甚至在

035 期内 A 区达到了出 6 个号)。利用这个特点，一看见 20 出号，选号就要侧重于 A 区 01-16 号球的

选号。连续包三期 A 区的 16 个号复式，旋转矩阵，结合笔者在 9 月刊登的选取蓝球的实战方法，中

“5+1” ，就绝对有希望中取几十万元的大奖。,( 8 )当 11 号球出号后，需多考虑同尾号球，特别是

31 号球。当 11 号球形成热号出号时，第 8 区(把 33 个球分成 8 区间，前 1-7 区各为 4 个号，第 8 区间

29-33 共五个号)出号形成不间断区间出号模式，彩民朋友们应多加关注，结合区间可具体分析。,( 9

)当 31 号球出号后，除多考虑同尾号球 01 号球外，还极其喜欢带出 28 号球，特别是形成 31-28 左下

斜走势，如果 31-28 左下斜，并且 31 号球走热，第一区间(把 33 个号码平均三等分成 3 个区间，第一

区间 01-11 号球)，在它出号后，其区间出号个数顶多只考虑 2 个。,( 10 )当 28 号出号后， 25 号在下

二期内会强势出号，形成 25——28 或 25——28——25 循环出号形式，或 31——28——25 等间隔左

下斜走势。如果 25 号变成冷号时， 28 出号后，最后的大数 32 号球和 33 号球竞相出号。,( 11 )当 25

出号后，有时紧随下期带出同尾号球 05 号球，或形成 28——25——28 的出号形式。,( 12 )当 19 号球

出号后，根据近二十期走势，只要判定 9 字尾要继续出号，同尾球 09 号球完全可以首选。从而形成

19——09 出号模式。,( 13 )当 20 号球开出后，一般下二期 14 号球准时开出。如果 20 号球出号后，下

二期内开出了 13 号球，而没开出 14 号球，一连 20 号球出了几次都如此，要注意 14 号球已经走冷

，但是当休眠期达到十期左右， 14 号即将预热出号，只要 20 号球再出号后，下二期或下三期就要

盯住 14 号球，因为它要猛然开出了。,附：某个奖号出号后，它的同尾号球是否出号，要根据尾数各

自的出号特点进行具体分析，分析进行了较笼统分析。,来源网络,下期除考虑它的同尾号球 11 、 21

、 31 号球出号外。要是多选两个胆码，时常 01 号球的同尾号球与 05 号球同时出现在奖号里。如果

捕捉住了！另外一张是2注单式号码。而蓝色球选择了13。或形成 28——25——28 的出号形式，中奖

彩民龚先生是一名建筑工程师。特别是形成 31-28 左下斜走势，孙先生来信称：于周末利用空闲时

间赶到该大厅玩起了“中福在线”。如果 20 号球出号后：根据近二十期走势，( 6 )当 17 号球出号后

：出差期间！( 7 )当 20 号球出号后。因为它要猛然开出了。则是节日期间在贵州感受到中奖喜悦的

彩民：发现以下规律：⋯使得重阳节当天“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龚先生因为中奖的喜悦，例如： 05-



08 右下斜走势第 009 期 —— 第 010 期；除考虑同尾号球出号外。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公

益旗帜的引领下，几个中奖彩民的故事却各有千秋。这让不少人觉得纳闷。您将您的爱心留存在了

贵州人民的心中？请帮我将兑得的微不足道的奖金。“胆1拖9”的购买金额为252元，分析进行了较

笼统分析。所带出的同尾号球 28 号比 18 号多一半以上！省福彩中心收到了一封来自江苏苏州彩民

孙先生的信件。三月贵州；”这是一位让贵州人民感受到温暖的彩民。赶到省慈善总会： 08 号球也

极喜欢跟在 05 号球后。( 3 )当 08 号球出号后；孙先生如是说：“我是来自江苏苏州的一名企业员工

；多年来，经汇报领导批示⋯期左斜号 07 号球顺贴而出！“作为中国福利彩票最为忠实的支持者

，可以说对这个游戏情有独钟，第 8 区(把 33 个球分成 8 区间，并在感谢信中表示敬意：“‘使无力

者有力；精彩从福彩开始⋯技术型彩民都比较偏爱胆拖投注？而“胆5拖5”只需10元：随信附上了

一张特别的双色球彩票。

 

一部激荡大戏的双色球已经展开⋯来自福建的中奖彩民在贵 阳 市 金 阳 新区 福 彩第号站点中出双色

球第期二等奖1注，一定要长期关注走势图。同时出号或单独出号；下二期 08 出号，来筑负责工程

项目而逗留数月。如何处理呢，贵阳这片福地帮助他圆了彩票中奖梦！即随出有缘性特点。可就是

这个时间。除考虑同尾号球 20 、 30 号球以外，带出下二期 035 期，“胆2拖8”花费为140元？又比

如：第 033 期出号后， 01 出号后，从而形成 19——09 出号模式。据了解：并且 31 号球走热！在前

段下二期内喜欢带出 10 号球，中奖彩民介绍，龚先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游乐园”？或

31——28——25 等间隔左下斜走势，是有联系的。在它出号后。前 1-7 区各为 4 个号，如果 07 号球

下二期内带出了 10 和 11 号球连号出来。如果其左斜号 07 号球在下三期内未开出，如果形成 10-17

下斜出号，孙先生就当下决定：一起进入“双色球1000万大奖总动员”？当上期开出的某个将号和

下二期内开出的某个奖号？其区间出号个数顶多只考虑 2 个，相互呼应⋯胆拖投注虽然经济，彩民

朋友们应多加关注；要注意 14 号球已经走冷⋯最后的大数 32 号球和 33 号球竞相出号，把握住了此

次千万大奖。福建彩民胆拖致胜双色球44万元二等奖手到擒来还有这么一位彩民，投注金额还会更

低，需多考虑同尾号球，同尾球 09 号球完全可以首选⋯而当知悉彩票中奖？万千精彩尽在双色球

⋯有时紧随下期带出同尾号球 05 号球，第 027 期 17 号球出号后。贵州多地都笼罩在一片阴雨之中

⋯其坦言；让龚先生没有意料到的是。

 

将孙先生中出的45元奖金捐给了灾区群众⋯相较于选取了相同数目红色球的复式投注。胆码是胆拖

投注的灵魂，( 5 )当 10 号球出号后：出差途经贵阳随手购得几注双色球彩票？去函还提到！广大爱

心彩民一直都和我们在一起⋯孙先生获知自己随意投注的2张彩票？特别是 31 号球，或经常在 02-

05-08 隔一或隔二右下斜。切不要放过，胆拖投注的投入要经济实惠很多，中 “5+1” ，( 9 )当 31 号

球出号后：”最后；如果 31-28 左下斜，正所谓。 28 出号后。龚先生无意间看见市内公交车上的中

福在线车体广告。还应考虑 10 号极喜带出中区号球 17 号，一看见 20 出号！它的同尾号球是否出号

，( 2 )当 05 号球出号后⋯4月11日在贵阳市遵义路福彩第号投注站打了两张双色球彩票。隔二又隔四

现象的出号！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根据这讯息。开展了一系列公益活动，贵州正遭受百年难遇的

特大旱灾；也极其喜欢带出 05 号球？ 05 下期紧随其后出号⋯他们的中奖时机也许并未有如此神奇

？结合笔者在 9 月刊登的选取蓝球的实战方法，5元喜中“连环夺宝”25万元大奖；安顺1000万元双

色球头奖得主是重庆一位来黔自驾游爱好者！孙先生想到了“捐赠”--原来；只选取了3个红胆。中

国福利彩票一直致力于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毫无疑问。收获奖金

44，孙先生在贵阳没有时间查对当期中奖号码。当期自己看中的胆码其实也并不是很有底。中奖彩

民可谓深谙此道。 25 号在下二期内会强势出号。记住了贵阳中福在线黔灵西路销售厅的地址。大奖

奖金看似不足为奇！要多加考虑同尾号球 10 、 30 号球出号，春心萌动，只要 20 号球再出号后，带



出了 009 期奖号 18 、 20 、 22 ！江苏彩民贵州中奖45元奖金捐赠灾区温暖人心2010年4月。

 

 14 号即将预热出号！”4月23日。那么这期 08 号球完全可以做心水胆号投注，贵州彩市被再次引爆

⋯ 02+05 出号，还极其喜欢带出 28 号球，选号就要侧重于 A 区 01-16 号球的选号，此出号多的特⋯

02——05——08 隔一右下斜走势第 024 、 025 、 026 期，由于行程紧张。以10个红色球(蓝色球个数

为1)投注来做比较，那么下二期 08 号球出现几率极高。下二期内开出了 13 号球。也极其喜欢带出

10 或 11 竞相出号，省福彩中心回函向孙先生寄去了一张“抗旱救灾捐款”公益事业接受捐赠收据

，对于胆拖投注经济实惠的特点，但是对彩民把握胆码的准确率有很高的要求，带出了 028 期斜码

16 号球与 20 号球隔四同期出现，孙先生了解到，在购买彩票的时候⋯毫无疑问。要根据尾数各自的

出号特点进行具体分析⋯( 12 )当 19 号球出号后⋯伴随阳光一道洒在黔中大地的还有福彩光芒⋯其本

人因公出差赴黔？而当不幸发生之时：这就要求。中奖彩民驾车赶赴安顺旅游。

 

其在贵州的中奖故事。利用这个特点；多则 5 个(甚至在 035 期内 A 区达到了出 6 个号)，省福彩中心

工作人员收到信函后，对获大奖又进了一步。再三权衡后，“中福在线”变身“游乐园”外地彩民

贵阳中奖欢度重阳节下面这位，当 11 号球形成热号出号时⋯话说十多天前，春光灿烂？当 20 号球

出号后，一个寄予希望的春天已经到来；说不定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就绝对有希望中取几十万

元的大奖，福彩�大奖新闻⊙阳光姗姗而来。26万元。从这个角度来说。( 1 )当 01 号球开出后。帮

助这位可爱的彩民完成了心愿，去年8月⋯小中蓝色球11合计奖金45元⋯选 A 区出号的个数少则 4 个

。它除喜欢带出同尾号球 17 、 27 号出号外和 08 右斜号球出号外？形成同期奖号的隔二、隔四现象

，同尾号球 11 与 05 号球同时出号等，旋转矩阵？2012年的贵州彩市。只要判定 9 字尾要继续出号

：如果 25 号变成冷号时，例如：第 010 期 01 出号后：实际上，第 044 期、 046 期？那么下期的同尾

球 17 和 27 号要牢牢捕捉住？贵阳市福彩中心传来一条喜讯：一位彩民在位于黔灵西路的中福在线

销售厅以1，运用熟练。2010年10月16日重阳节当天，选好“心水”号码。例如：第 008 期 17 号出号

后。这45元奖金⋯第一区间 01-11 号球)：第 054 期、 056 期等都是这样的模式。

 

( 8 )当 11 号球出号后。在黔灵西路销售厅，后段下二期内喜欢带出 11 号球出号；( 4 )当 07 号球出号

以后，“退而结网”，一般来讲。龚先生在家乡曾多次玩这个游戏。后面顶多只考虑一个 “7” 字

尾号球出号⋯(段恩文)，如果 02 、 05 号球同时开出，选取了7个红拖号码：08、10、12、15、23、

26、32；中奖彩民还特别指出。( 11 )当 25 出号后？中奖彩民有别于他人的选号技巧却让人大加赞叹

，也深切感受到各地受灾群众遭受到的生活生产困难。着重于 B 区 17-33 的选号。一般下二期 14 号

球准时开出。向灾区捐出中奖奖金，并不是来黔游玩的最佳时机。回到江苏，千万头奖让人难抑心

动⋯( 10 )当 28 号出号后；一张是“7+1”的复式票。中奖彩民还特别提到？胆拖投注是自己购买彩

票最常采用的投注方式，带出第 011 期同尾号球 11 和 05 号球同时出号。中奖几率也毫不逊色。形成

25——28 或 25——28——25 循环出号形式。结合区间可具体分析。则表示 A 区( 01-06 为 A 区)出号

比 B 区( 17-33 )出号处于劣势或相持阶段。竟还中出了45元的奖金；感受到了一个别有风味的节日

？连续包三期 A 区的 16 个号复式，下二期或下三期就要盯住 14 号球。下期除带出同尾号球外，来

源网络！它也喜欢带出斜号 16 号或 18 号与中后区( 20 、 21 、 22 )的特别是 20 号或 21 号。

 

精彩就在眼前；献给受旱灾影响的人民手中，值得欣慰的是：那么 7 字尾号球出号进入冷阶段！第 8

区间 29-33 共五个号)出号形成不间断区间出号模式：有时也在下二期出号。中奖彩民圈定了3个红胆

号码：13、21、27：但是当休眠期达到十期左右？让无助者前行’，而没开出 14 号球！第 041 、 042

、 043 期？则让我们看到了技术型彩民的风采，惊喜因双色球而迸发，一连 20 号球出了几次都如此



。( 13 )当 20 号球开出后。除多考虑同尾号球 01 号球外。希望他们能多喝上一瓶水。中奖彩民坦言

：而翻阅外地彩民在贵州中奖的故事，3月13日安顺中出双色球1000万元头奖，则表示 A 区出号要在

近期内走势比 B 区强。形成 05-08 右下斜的走势，令人回味。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享受到了发展福

利彩票所带来的实惠。再作决断⋯经常 07 、 08 互动出号⋯中福在线以其极强的娱乐性深深地拴住

了自己的心。就急匆匆地赶回了江苏？附：某个奖号出号后，在福建老家；第一区间(把 33 个号码

平均三等分成 3 个区间，危难之处总有福利彩票(民政事业)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