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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接头的基础原理

 

彩票是一种智者和凡者同等的游戏。对于象双色球等大盘彩种来说，中大奖，运气的成份远大于接

头和技术。但是对于经常中出小奖，哪一种。减削投注资金，先保本不亏折，从而有更多机缘去博

取大奖。或者对于象福彩3D这种千分之一概率的小盘彩种，你把它当做一种感性投资的话，技巧和

战略是不可欠缺的（借使你把它当做茶余饭后的消遣，把他当做对国度好意的捐赠，那又另当别论

）。

 

从素质上说，奖号眼昔人人同等。可是异样的出码，异样的原料，每人的际遇不一样（以数字三为

例子，有的人10中3就洋洋自得并且赢钱，有的 人10中6还意犹未尽乃至输钱）。这说明机缘很重要

，而对付机缘的态度加倍重要。那就是，彩票中奖率　彩票中奖率。机缘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弱者

守候机缘，而强着创作机缘并且抓住机 会。对于数字三（3D，分列三）投资人来说，彩。如何操作

把持机缘是制胜关键。

 

彩票论坛林立，接头方法单一。什么样的方法是迷信的， 真实的，随着数字三接头的前进，字迷图

迷玄机这种伪迷信将逐步加入接头舞台，漏掉，概率，偏态目标（奇偶、大小、质合、012路、各种

自定义分类目标）， 形式、胆组、和尾、跨度、大小码相加的和尾、大中码相加的和尾、中小码相

加的和尾、组直选1D值、漏掉值尾、距离总和尾、位积和尾⋯⋯等等二级目标的数理预测成了接头

的抢手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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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绝大大多的接头方法既不迷信，也不体系。始末永恒的跟踪实习，经过喜和悲的实习洗礼，

多年时间的用心接头，作者以为数字三彩票接头的真理，归根毕竟是数学题目、概率题目与统计题

目，对比一下彩票哪个中奖率高。真正值得信任的，是基于数学模型、概率学与准确统计学之上 的

迷信说明。而扫数的数理接头，离不开以下三个最基础的原理：

 

一、概率均等原理。概率论是接头可能性与机会性的迷信，从他的降生之日起就与机缘性游戏结下

了疑惑之缘。概率论与统计学是各种预测课题的基石。在全世界的各种 预测课题中，都少不了他们

的身影。数字三游戏与原始的赌博都属于机缘性游戏，看看什么彩票中奖率高。所以是概率论的用

武之地。借使你掌握了概率论，就等于具有火眼金睛，在彩市如 虎添翼，搏取属于自身的精巧。不

过，在数字三彩票的接头中，很多彩民把概率与几率混为一谈，实际上这是一个重大的误区。在此

先简述一下他们的区别。 概率论是特地接头随机事宜秩序的迷信。它通告人们某些随机事宜发生的

可能性是多大，是训导人 们办理随机事宜的一门迷信。几率，是指在仍旧发生的随机事宜中，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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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随机事宜在整个随机事宜中所占的比例。 概率是由庞大数据统计后得出的结论，讲的是一种大的

整体的趋向，彩票的中奖率。是原整体的秩序；几率是较多数据统计的结果，是一种满堂的趋向和

秩序，是阶段性的趋向和规 律。而几率是接头在目前状况下事物发展趋向的学科，纵然在相当多量

的统计数据上也许会趋向于随机漫衍。但是在短期，彩票中奖率　彩票中奖率。局部的时间内却没

关系看到彰彰的趋向性， 正是有这样的局面，我们举行彩票的预测才有了依据。举个例子：掷一枚

硬币，反面和反目出现的概率相等，都是1／2，这是经过上百万次试验获得的实际数据。但是借使

只掷20次，可能反面出现的 几率为13／20，则反目出现的几率仅为7／20。由此没关系看出，概率和

几率的干系，概率是整体和满堂、实际和实习、战略和战术的干系。几率随着随机事宜 次数的增添

，4883彩票哪一种奖金最高。会趋向于概率。所以，我们没关系得出一个相当重要的博彩结论：在

办理满堂的随机事宜时，用概率作训导，听说彩票哪一种奖金最高。以几率为依据。概率是一种他

日指南，几率是一种历史数据。概率没关系从微观上操作把持各种行为，却不能对某次特定的行为

加以判断。几率对我们办理满堂随机事宜时更有帮忙，是实际训导性的依据。奖金。以准确的统计

几率为依据，以迷信的概率为训导来预测彩票，是我们破译彩票的制胜法宝。 言归正传。概率均等

原理是概率论的基础原理在彩票中最罕见、最通常的运用。兴趣是说，彩票摇奖是一个随机的进程

，4883彩票哪一种奖金最高。所以从实际下去说，每一个备选号码在每一期中被摇出的概率是相同

的，在短期内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过失，相比看彩票中奖率。但是从深远来看，非论是从实际下

去说，还是从中外各种彩票中奖号码的实际统计表来看，每个备选号码的摇出概率又是基础均等的

，即每个号码或某几类数量相等的号码被摇出的总次数基础相等。

 

二、偏态原理。所谓偏态－指的是某个目标未开出的期数与该出期数的百分比。 （偏态指数＝未开

出天数&divide;均匀开出期数X100%. 阅历履历通告我们，当某个目标偏态指数抵达500％或者以上时

，你看哪一种。我们就有了举行追捧的机缘。很彰彰，借使摇奖进程是一个完全随机的进程，那么

号码说明生存的必要性就很小了，但实际情景并非如此。 专家都见过风光画。学习彩票哪一种奖金

最高。一幅美好的风光画给人以美的享用，它是画家源于天然风光再创作的工作结晶，但人们都知

道，再好的风光画也不是天然风光，它和天然风光有 着庞大的差异。在风光画中，肯定带有画家私

人身分的影响。同一个风光区，不同的画家去创作，会有不同风致的作品问世。风光画和天然风光

之间最素质的区别 是：风光画仅仅是人类出现天然风光的一种方式，它没关系接近天然风光的某一

局部，但它完全不可能同等于天然风光！借使我们把完全随机数比作天然风光的话，那么开奖开出

的号码，就似乎风光画，想知道彩票中奖率。它一定要留下人和机器的影响和特征，它一定要遭到

人类制作随机 数水平和技术的影响和限制。事实上，彩票的中奖率。完全随机数仅仅是一种空想随

机数，是一种实际数据这种情景相当难以抵达，只是实际上的一种假定。事实上，其实彩票。要想

在摇奖机 中真正发生随机数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事情。实习讲明，真正的随机数的发生是极端艰巨的

。看着彩票中奖率。尽管而今电脑技术已相当茂盛，但也制 作不出完全的随机数，而只能制作出绝

对随机数---伪随机数。伪随机数和完全随机数的干系就似乎风光画和天然风光的干系一样。伪随机

数没关系接近完全随机 数，没关系一直趋向完全随机数，但伪随机数不可能等于完全随机数。 所谓

伪随机数，并不是假随机数，这里&quot;伪&quot;是指有秩序，有特征，无机缘，有没关系预测和操

作把持的局部和特征：而&quot;随&quot;就是随机性，无秩序，无特 点（其实这也是一种秩序和特

征），就是有不易乃至不能操作把持的局部和特征，伪随机数就是有时苦守有时不苦守一定规则的

数码，最高。有时全部苦守而有时全部不苦守一 定规则的数码，就是有时没关系操作把持一局部

，有时全部无法操作把持，个体功夫没关系大局部操作把持，乃至某次没关系全部操作把持的数码

。苦守规则的水平越高，其伪随机性中&quot; 伪&quot;的成分也越高，破译的机缘也越多，你看中

奖率。越简易；反之，其随机性就越高，破译的机缘也越少，破译起来也越难乃至无法破译。无论



何种彩票，都属伪随机---相 对随机数或组合，都是有秩序可循的，都是没关系预测的。你掌握的号

码变化秩序越多，彩票哪一种奖金最高。应用的越好，你的博彩水平也越高，你选号时范畴就会越

小，准确度越高。彩票摇奖的随机性是作为一个永恒趋向出现进去的，听说奖金。永恒有多长？这

是一个很吞吐的概念。所以，就无限期次来说，彩票摇奖出现的恰恰是一种 伪随机性。什么彩票中

奖率高。由于，摇奖机的设置、彩球的制作、彩球的大小、分量、轮廓滑润光滑油滑水平、摇奖室

内各项目标的差异等等人们无法确知的身分，使各个备选号球被摇出的概 率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的并

不完全均等，在短期乃至中永恒内来看，彩票中奖号码显示出一种或明或隐的偏态，即某些数字或

某品种型的数字出现的次数彰彰多于其它 数字或其它类型的数字，固然从深远来看，它们最终会趋

于大致相等，但在短期或中期内，各个号码的中奖概率、各项参数的值都是缠绕委实际均匀线作高

低震动。 偏态说明犹如股市中 的短线说明，彩民若能操作把持稍纵即逝的偏态趋向，就能有心想不

到的收获。借使将备选号码分为数量相同或基础相同的不同类型，则从实际下去说，彩票哪一种奖

金最高。每品种型的号码 在永恒内来看，摇出的总次数也该当是基础相等的。始末多种分类方法

，对仍旧摇出的彩票中奖号码举行统计，然后再依据每种分类方法中彩票号码显现进去的走 势，就

没关系对下面一期或几期彩票的出号可能具有的特征举行预测，借使分类的形式较多，而且都具有

较强的迷信性和适用性，那么人们就可始末对各项参数举行预 测，从而始末各项参数进而对比准确

地缩短困绕圈、预测下期或下面几期彩票出奖号码的特征或间接预测出一个个满堂的号码，从而大

进步投彩的准确性，听听什么彩票中奖率高。大大进步 投彩资金的使用效率。彩票的中奖率。

 

抓偏态是一种投机，但是投机也是投资，并且是一种特殊的投资。所不同的是属于收获金子要收下

金子，而且是十次投机九次获胜的投资。在博彩界，其实最高。投资是红色艺术，赌博是黑色艺术

，投机则是灰色艺术。有时借助一下灰色艺术也未尝不可。关于如何愚弄和抓住偏态的机缘，这就

是我们多年接头要通告你的 巧门，抓偏态机缘就是要真正的弄懂中心目标&mdlung burning soh;漏掉

！

 

说起漏掉，实在99% 的彩民会说，相比看彩。漏掉我早知道了，可是真正深入接头漏掉，撑握漏掉

的中心价值的人却是少之又少。纵观全中国的扫数专业彩 票软件，全中国的网络图表，你会发现一

个有趣的局面，漏掉的指示唯有一个最大漏掉的目标，或最大连出目标（连出和漏掉具有同等价值

的目标，是惯性原理与偏 态原理的二个满堂出现目标），而对于历史第二第三漏掉（连出）⋯⋯等

真正具有高频次，低价值的目标却无一体现，就算偶然有人提到，也是一种舛错的理解概 念，以福

彩3D为例子，彩票中奖率。观看2002年第一期至今数字3的最大漏掉为23天，那么很多人会通告你

，它的历史第二高漏掉值是22天，错！大错特错了，3这个 数字自2002年有3D历史以来，有一次它

是最大阻隔（漏掉）了23天分开出，可它的开出历史上也曾经有一次是阻隔（漏掉）了19天分开出

，也曾经有一次 是阻隔（漏掉）了18天分开出，也曾经有二次是阻隔（漏掉）了17天分开出，这个

19天，18天，17天，17天分该当是它的历史第二漏掉，第三漏掉，第 四漏掉，第五漏掉。

 

当你看到下面这些目标时你才会发现一个道理，那些历史最高漏掉、历史最高连出记载总是和高频

的第二第三记载是有彰彰差异的，而且每次超出了 历史最高漏掉后，看看彩票哪一种奖金最高。实

在没有格式预测什么功夫才开进去这个码或形式⋯⋯了，也就是说它的新记载无从依据了，历史最

高漏掉、历史最高连出记载总是孤立的单个事 件，看看什么彩票中奖率高。而不是集体事宜，所以

追捧历史记载是件难事，记载是做什么用的，历史记载总是用来冲破的了。彩票。但是高频的历史

第二漏掉，第三漏掉，第四漏掉，第五漏掉值 的价值，则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它出现的机缘多

，抓住偏态的获胜率相当的高，具有完全的的实战意义。对于漏掉，不光是满堂的数字，各种各样



的目标，如和 尾、跨度、胆组，形式（二奇一偶，学习彩票。一大二小，出2个0路号，二质一合

，大中小各出一个，等等恒河沙数的目标，所以当我们建立在准确统计学之上的迷信说明， 运用概

率学和几率，从有数目标中去发现抓住出现机缘的低价值漏掉的功夫，做好部署（包括止损点，由

于天下本无完全之事），抓住偏态，中奖率。让你做到心中有数，战 胜自身的无穷贪婪，那么从数

字三中获利，你是完全无机缘的。概率论里有一个&quot;大略率事宜一定发生&quot;的实际，就

3D而论，当试机号连续10天没有出而今奖号内里的功夫，今晚奖号中有试机号码的生存就是 大略率

事宜，彩票。3D的历史上唯有1次出现了13天试机号没有出而今奖号内里，而有6次都是试机号连续

10天没有出而今奖号内里，当晚奖号中就有试机号码的存 在，而接上去的日子里试机号码肯定会出

而今奖号内里，这就是&rdquo;一定发生&quot;的实际。而当组三阻隔了10期没出现的功夫，这一定

就是大略率事宜，那是由于我们 统计的样本基数不是很足够，彩票的中奖率。3D的组三，历史上有

阻隔18天的一次，阻隔14天的三次，阻隔13天的一次，阻隔12天的二次，阻隔11天的有五次。所谓

大略率只是一种可能，天下本没有完全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满堂投注时还要实事求是；一是资金要

合理分配，不要破釜沉舟；二是要定一 个&quot;止损点&quot;，对比一下彩票中奖率。这是一个股

民知道而彩民有些生疏的新名词，兴趣是说事前确定跟到第几期或者最多投入几多资金，在没有跟

进去的情景下，勇士断腕，停留继续跟 下去，免得碰到那种超冷偏态招致无生平还。这一点相当重

要，否则，你赢一千次一万次也不够一次输的.。知道了下面这些，什么彩票中奖率高。作为彩民该

当周密小心：通常最好不买或 尽量少买，紧密亲密观看各种漏掉目标，做一个跟踪表，设定一个投

资部署，定一个止损点，当某种值得投注的漏掉目标抵达历史第三漏掉（有功夫历史第三第四第五

都 会是同一个漏掉值）的功夫，坚强出手，按部署投注，你的获胜率总是在十次入手九次获胜，而

超出历史最大漏掉3期的功夫借使还没有开出，看看彩票哪一种奖金最高。则必需止损，由于这说明

这个目标处于超级冷态，正在创作新记载之中，无人能知道它的新继续会是几多？

 

三、惯性原理即由于彩球在质量、 形状方面的差异，以及摇奖机的固有特性，彩票预测那个网站准

。使某些奖球中出的机缘在短期内大大高于其它的奖球，从而出现所谓的强者恒强的情景：某些奖

球最近屡次出现，但在下 面的几期中还会频仍出现，略微安歇两三期之后，又会微弱上台；某些参

数值在近期往往出现，但是人们预测它该出现转嫁的功夫，它就是不转嫁，还是一路高歌。 惯性原

理与偏态原理是相同相成的两方面。用哲学的话语来说，他们之间即有搏斗性又有同一性。在短期

内或中短期内究竟谁占优势，即究竟趋向的转嫁点在哪个节 点上，什么彩票中奖率高。在这个题目

上要做出准确的判断，有赖于彩民分析运用各项参数以及通常买彩的阅历履历。以上所述的三个最

基础的原理，没关系看作是彩票号码说明的一级原理。从这三个一级原理开赴，很多彩经接头者又

提出了很多既适用又简便的预测参 数，对各项参数的说明判断，所运用的原理，是一级原理的归纳

，所以也可称之为彩票说明的二级原理。至此，学习彩票的中奖率。人们没关系了解地看出，彩票

说明的基础原理，就是由 三个一级原理和众多二级原理组成的金字塔布局。

 

彩票中奖率
四、玩笑实际（不可当真）。从概率均等原理和数字三奖金设置来说，2元一注直选1000元，也就是

说中出奖金的均匀返率为50%，同理由于偏态原理、和惯性原理的存 在，这个返奖率在某种要紧偏

态出现的功夫，实际下去说会（实际中却原来没有）持续出现高达300%到425%的返奖率，而且这种

返奖率乃至会持续一阵子， 固然无限号机制，但也会形成发行者无法担任的损失，自古以来只须是

游戏，它总有游戏的规则，庄家永远是胜利者，这就央浼庄家合理有用的闪避风险，设定在一 定的

平安范畴内运转，也就是说当出现要紧风险的功夫，该当有一种主动调念头制，这种调念头制是主

动举行，（君不见万里之外的宇宙飞船是如此的听话，而不 是人为的操纵，所以也算不得是一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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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弊局面），从某种水平下去说，每天出什么开号码，是全国彩民每个号码的投注数量肯定了一定范

畴内的开奖号码，当某些号 码投注数量过大，完全超出预定的返奖率，或一段时间内应承的返奖率

的功夫，主动调念头制往往能获胜闪避这些号码的开出，所以当你企图某注直选号，承包一个 省或

者几个省的全部出售量的功夫，开出这注号码的可能实在会是零。所以玩彩，3d跨度走势图。投资

均央浼人们明智投注，切不可发热。你我都是常人，没有气力克服迷信准确的 机器。

 

 

 

彩票中奖率　彩票中奖率 4883彩票哪一种奖金最高 彩票哪一种奖金最高，彩

 

,彩票研究的基本原理,彩票是一种智者和凡者平等的游戏。对于象双色球等大盘彩种来说，中大奖

，运气的成份远大于研究和技术。但是对于经常中出小奖，节约投注资金，先保本不亏损，从而有

更多机会去博取大奖。或者对于象福彩3D这种千分之一概率的小盘彩种，你把它当做一种理性投资

的话，技巧和策略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你把它当做茶余饭后的消遣，把他当做对国家善意的捐赠

，那又另当别论）。,从本质上说，奖号面前人人平等。可是同样的出码，同样的资料，每人的际遇

不一样（以数字三为例子，有的人10中3就心满意足并且赢钱，有的 人10中6还意犹未尽甚至输钱

）。这说明机会很重要，而对待机会的态度更加重要。那就是，机会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弱者等待

机会，而强着创造机会并且抓住机 会。对于数字三（3D，排列三）投资人来说，如何把握机会是制

胜关键。,彩票论坛林立，研究方法繁多。什么样的方法是科学的， 可靠的，随着数字三研究的进步

，字迷图迷玄机这种伪科学将逐渐退出研究舞台，遗漏，概率，偏态指标（奇偶、大小、质合、

012路、各种自定义分类指标）， 形态、胆组、和尾、跨度、大小码相加的和尾、大中码相加的和

尾、中小码相加的和尾、组直选1D值、遗漏值尾、距离总和尾、位积和尾⋯⋯等等二级指标的数理

预测成了研究的热门课题。,但是，绝大大多的研究方法既不科学，也不系统。通过长期的跟踪实践

，经过喜和悲的实践洗礼， 多年时间的潜心研究，作者认为数字三彩票研究的真谛，归根到底是数

学问题、概率问题与统计问题，真正值得信赖的，是基于数学模型、概率学与精确统计学之上 的科

学分析。而所有的数理研究，离不开以下三个最基本的原理：,一、概率均等原理。概率论是研究可

能性与机会性的科学，从他的诞生之日起就与机会性游戏结下了不解之缘。概率论与统计学是各种

预测课题的基石。在全世界的各种 预测课题中，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数字三游戏与原始的赌博都

属于机会性游戏，所以是概率论的用武之地。如果你掌握了概率论，就等于拥有火眼金睛，在彩市

如 虎添翼，搏取属于自己的精彩。不过，在数字三彩票的研究中，很多彩民把概率与几率混为一谈

，实际上这是一个重大的误区。在此 先简述一下他们的区别。 概率论是专门研究随机事件规律的科

学。它告诉人们某些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是多大，是指导人 们处理随机事件的一门科学。几率

，是指在已经发生的随机事件中，某一种随机事件在整个随机事件中所占的比例。 概率是由巨大数

据统计后得出的结论，讲的是一种大的整体的趋势，是原整体的规律；几率是较少数据统计的结果

，是一种具体的趋势和规律，是阶段性的趋势和规 律。而几率是研究在目前状况下事物发展趋势的

学科，即使在非常大量的统计数据上也许会趋向于随机分布。但是在短期，局部的时间内却可以看

到明显的趋势性， 正是有这样的现象，我们进行彩票的预测才有了根据。举个例子：掷一枚硬币

，正面和反面出现的概率相等，都是1／2，这是经过上百万次试验取得的理论数据。但是如果只掷

20次，可能正面出现的 几率为13／20，则反面出现的几率仅为7／20。由此可以看出，概率和几率的

关系，概率是整体和具体、理论和实践、战略和战术的关系。几率随着随机事件 次数的增加，会趋

向于概率。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博彩结论：在处理具体的随机事件时，用概率作指

导，以几率为依据。概率是一种未来指南，几率是一种历史数据。概率可以从宏观上把握各种行为



，却不能对某次特定的行为加以判断。几率对我们处理具体随机事件时更有帮助，是实际指导性的

依据。以准确的统计几率为依据，以科学的概率为指导来预测彩票，是我们破译彩票的制胜法宝。

言归正传。概率均等原理是概率论的基本原理在彩票中最常见、最广泛的运用。意思是说，彩票摇

奖是一个随机的过程，所以从理论上来说，每一个备选号码在每一期中被摇出的概率是相同的，在

短期内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但是从长远来看，不论是从理论上来说，还是从中外各种彩票

中奖号码的实际统计表来看，每个备选号码的摇出概率又是基本均等的，即每个号码或某几类数量

相等的号码被摇出的总次数基本相等。,二、偏态原理。所谓偏态－指的是某个指标未开出的期数与

该出期数的百分比。 （偏态指数＝未开出天数&divide;平均开出期数X100%. 经验告诉我们，当某个

指标偏态指数达到500％或者以上时，我们就有了进行追捧的机会。很明显，如果摇奖过程是一个完

全随机的过程，那么号码分析存在的必要性就很小了，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大家都见过风景画。

一幅优美的风景画给人以美的享受，它是画家源于自然风景再创造的劳动结晶，但人们都知道，再

好的风景画也不是自然风景，它和自然风景有 着巨大的差别。在风景画中，肯定带有画家个人因素

的影响。同一个风景区，不同的画家去创作，会有不同风格的作品问世。风景画和自然风景之间最

本质的区别 是：风景画仅仅是人类表现自然风景的一种方式，它可以接近自然风景的某一部分，但

它绝对不可能等同于自然风景！如果我们把绝对随机数比作自然风景的话，那么开奖开出的号码

，就如同风景画，它必然要留下人和机器的影响和特征，它必然要受到人类制作随机 数水平和技术

的影响和制约。事实上，绝对随机数仅仅是一种理想随机数，是一种理论数据这种情况非常难以达

到，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假设。事实上，要想在摇奖机 中真正产生随机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实

践表明，真正的随机数的产生是极端困难的。尽管现在电脑技术已非常发达，但也制 作不出绝对的

随机数，而只能制作出相对随机数---伪随机数。伪随机数和绝对随机数的关系就如同风景画和自然

风景的关系一样。伪随机数可以接近绝对随机 数，可以不断趋向绝对随机数，但伪随机数不可能等

于绝对随机数。 所谓伪随机数，并不是假随机数，这里&quot;伪&quot;是指有规律，有特点，有机

会，有可以预测和把握的部分和特点：而&quot;随&quot;就是随机性，无规律，无特 点（其实这也

是一种规律和特点），就是有不易甚至不能把握的部分和特点，伪随机数就是有时遵守有时不遵守

一定规则的数码，有时全部遵守而有时全部不遵守一 定规则的数码，就是有时可以把握一部分，有

时全部无法把握，个别时候可以大部分把握，甚至某次可以全部把握的数码。遵守规则的程度越高

，其伪随机性中&quot; 伪&quot;的成分也越高，破译的机会也越多，越容易；反之，其随机性就越

高，破译的机会也越少，破译起来也越难甚至无法破译。无论何种彩票，都属伪随机---相 对随机数

或组合，都是有规律可循的，都是可以预测的。你掌握的号码变化规律越多，应用的越好，你的博

彩水平也越高，你选号时范围就会越小，准确度越高。彩票摇奖的随机性是作为一个长期趋势表现

出来的，长期有多长？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所以，就有限期次来说，彩票摇奖表现的恰恰是一

种 伪随机性。由于，摇奖机的设置、彩球的制作、彩球的大小、重量、表面光滑程度、摇奖室内各

项指标的差异等等人们无法确知的因素，使各个备选号球被摇出的概 率在一定时期内表现的并不完

全均等，在短期甚至中长期内来看，彩票中奖号码显示出一种或明或隐的偏态，即某些数字或某种

类型的数字出现的次数明显多于其它 数字或其它类型的数字，虽然从长远来看，它们最终会趋于大

致相等，但在短期或中期内，各个号码的中奖概率、各项参数的值都是围绕着理论平均线作上下波

动。 偏态分析犹如股市中 的短线分析，彩民若能把握稍纵即逝的偏态趋势，就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如果将备选号码分为数量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不同类型，则从理论上来说，每种类型的号码 在长期

内来看，摇出的总次数也应该是基本相等的。通过多种分类方法，对已经摇出的彩票中奖号码进行

统计，然后再根据每种分类方法中彩票号码显现出来的走 势，就可以对下面一期或几期彩票的出号

可能具有的特点进行预测，如果分类的形式较多，而且都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那么人们就

可通过对各项参数进行预 测，从而通过各项参数进而比较准确地缩小包围圈、预测下期或下面几期



彩票出奖号码的特点或直接预测出一个个具体的号码，从而大提高投彩的准确性，大大提高 投彩资

金的使用效率。,抓偏态是一种投机，但是投机也是投资，并且是一种特殊的投资。所不同的是属于

播种金子要收下金子，而且是十次投机九次成功的投资。在博彩界，投资是白色艺术，赌博是黑色

艺术，投机则是灰色艺术。有时借助一下灰色艺术也未尝不可。关于如何利用和抓住偏态的机会

，这就是我们多年研究要告诉你的 巧门，抓偏态机会就是要真正的弄懂核心指标&mdash;遗漏！,说

起遗漏，几乎99% 的彩民会说，遗漏我早知道了，可是真正深入研究遗漏，撑握遗漏的核心价值的

人却是少之又少。纵观全中国的所有专业彩 票软件，全中国的网络图表，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遗漏的指示只有一个最大遗漏的指标，或最大连出指标（连出和遗漏具有同等价值的指标，是惯

性原理与偏 态原理的二个具体表现指标），而对于历史第二第三遗漏（连出）⋯⋯等真正具有高频

率，高价值的指标却无一体现，就算偶尔有人提到，也是一种错误的理解概 念，以福彩3D为例子

，观察2002年第一期至今数字3的最大遗漏为23天，那么很多人会告诉你，它的历史第二高遗漏值是

22天，错！大错特错了，3这个 数字自2002年有3D历史以来，有一次它是最大间隔（遗漏）了23天才

开出，可它的开出历史上也曾经有一次是间隔（遗漏）了19天才开出，也曾经有一次 是间隔（遗漏

）了18天才开出，也曾经有二次是间隔（遗漏）了17天才开出，这个19天，18天，17天，17天才应该

是它的历史第二遗漏，第三遗漏，第 四遗漏，第五遗漏。,当你看到上面这些指标时你才会发现一个

道理，那些历史最高遗漏、历史最高连出记录总是和高频的第二第三记录是有明显差别的，而且每

次超过了 历史最高遗漏后，实在没有办法预测什么时候才开出来这个码或形态⋯⋯了，也就是说它

的新记录无从依据了，历史最高遗漏、历史最高连出记录总是孤立的单个事 件，而不是群体事件

，所以追捧历史记录是件难事，记录是做什么用的，历史记录总是用来打破的了。但是高频的历史

第二遗漏，第三遗漏，第四遗漏，第五遗漏值 的价值，则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它出现的机会多

，抓住偏态的成功率相当的高，具有完全的的实战意义。对于遗漏，不光是具体的数字，各种各样

的指标，如和 尾、跨度、胆组，形态（二奇一偶，一大二小，出2个0路号，二质一合，大中小各出

一个，等等数不胜数的指标，所以当我们建立在精确统计学之上的科学分析， 运用概率学和几率

，从无数指标中去发现抓住出现机会的高价值遗漏的时候，做好计划（包括止损点，因为天下本无

绝对之事），抓住偏态，让你做到心中有数，战 胜自己的无限贪心，那么从数字三中获利，你是完

全有机会的。概率论里有一个&quot;大概率事件必然发生&quot;的理论，就3D而论，当试机号连续

10天没有出现在奖号里面的时候，今晚奖号中有试机号码的存在就是 大概率事件，3D的历史上只有

1次出现了13天试机号没有出现在奖号里面，而有6次都是试机号连续10天没有出现在奖号里面，当

晚奖号中就有试机号码的存 在，而接下来的日子里试机号码肯定会出现在奖号里面，这就是

&rdquo;必然发生&quot;的理论。而当组三间隔了10期没出现的时候，这未必就是大概率事件，那是

因为我们 统计的样本基数不是很足够，3D的组三，历史上有间隔18天的一次，间隔14天的三次，间

隔13天的一次，间隔12天的二次，间隔11天的有五次。所谓大概率只是一种可能，天下本没有绝对

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具体投注时还要量力而行；一是资金要合理分配，不要孤注一掷；二是要定一

个&quot;止损点&quot;，这是一个股民知道而彩民有些陌生的新名词，意思是说事先确定跟到第几期

或者最多投入多少资金，在没有跟出来的情况下，壮士断腕，停止继续跟 下去，以免碰到那种超冷

偏态导致全军覆没。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你赢一千次一万次也不够一次输的.。知道了上面这些

，作为彩民应该注意：平时最好不买或 尽量少买，密切观察各种遗漏指标，做一个跟踪表，设定一

个投资计划，定一个止损点，当某种值得投注的遗漏指标达到历史第三遗漏（有时候历史第三第四

第五都 会是同一个遗漏值）的时候，果断出手，按计划投注，你的成功率总是在十次下手九次成功

，而超过历史最大遗漏3期的时候如果还没有开出，则必需止损，因为这说明这个指标处于超级冷态

，正在创造新记录之中，无人能知道它的新继续会是多少？,三、惯性原理即由于彩球在质量、 形状

方面的差异，以及摇奖机的固有特性，使某些奖球中出的机会在短期内大大高于其它的奖球，从而



出现所谓的强者恒强的情况：某些奖球最近多次出现，但在下 面的几期中还会频繁出现，稍微休息

两三期之后，又会强劲登场；某些参数值在近期常常出现，但是人们预测它该出现转折的时候，它

就是不转折，还是一路高歌。 惯性原理与偏态原理是相反相成的两方面。用哲学的话语来说，他们

之间即有斗争性又有同一性。在短期内或中短期内究竟谁占上风，即究竟趋势的转折点在哪个节 点

上，在这个问题上要做出准确的判断，有赖于彩民综合运用各项参数以及平时买彩的经验。以上所

述的三个最基本的原理，可以看作是彩票号码分析的一级原理。从这三个一级原理出发，很多彩经

研究者又提出了很多既实用又简洁的预测参 数，对各项参数的分析判断，所运用的原理，是一级原

理的演绎，所以也可称之为彩票分析的二级原理。至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彩票分析的基本原

理，就是由 三个一级原理和众多二级原理组成的金字塔结构。,四、玩笑理论（不可当真）。从概率

均等原理和数字三奖金设置来说，2元一注直选1000元，也就是说中出奖金的平均返率为50%，同理

由于偏态原理、和惯性原理的存 在，这个返奖率在某种严重偏态出现的时候，理论上来说会（实际

中却从来没有）持续出现高达300%到425%的返奖率，而且这种返奖率甚至会持续一阵子， 虽然有限

号机制，但也会造成发行者无法承担的损失，自古以来只要是游戏，它总有游戏的规则，庄家永远

是胜利者，这就要求庄家合理有效的规避风险，设定在一 定的安全范围内运行，也就是说当出现严

重风险的时候，应该有一种自动调节机制，这种调节机制是自动进行，（君不见万里之外的宇宙飞

船是如此的听话，而不 是人为的操纵，所以也算不得是一种做弊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每天

出什么开号码，是全国彩民每个号码的投注数量决定了一定范围内的开奖号码，当某些号 码投注数

量过大，完全超出预定的返奖率，或一段时间内允许的返奖率的时候，自动调节机制往往能成功规

避这些号码的开出，所以当你企图某注直选号，承包一个 省或者几个省的全部销售量的时候，开出

这注号码的可能几乎会是零。所以玩彩，投资均要求人们理智投注，切不可发热。你我都是凡人

，没有力量战胜科学精确的 机器。,11月26日，在中奖10天后，来自张家口市的双色球873万元大奖

得主小李(化名)独自出现在河北省福彩中心兑奖大厅，面对873万元大奖，只有20多岁的小李直言

：&ldquo;区区870万元不值得得瑟得瑟，但我绝不会当守财奴，更不会当暴发户。我不想过坐吃山

空、灯红酒绿的生活。&rdquo;每天少抽一包烟 买彩票得来870万早在几年前，还在读大学期间，小

李就开始喜欢上了双色球，隔三差五到学校附近的福彩投注站买注双色球彩票。对自己这一特殊的

爱好，小李解释说：&ldquo;班里的男同学们差不多都学会了吸烟、喝酒，但我觉得吸烟喝酒还不如

买张彩票，一则对身体没有坏处，二则还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乐趣和希望。&rdquo;毕业后回到家乡张

家口市后，一时难于找到工作的他不甘于寂寞，便投资开了一个小店。生意不忙的时候，小李便到

投注站随意选上几注双色球彩票，与大学时代不同的是，因为自己有了收入，小李开始坚持每期投

注，但最多不超过10元，而且都是随意机选，从不花费心思自选号码。小李说：&ldquo;每次走进投

注站，都会看到好多人盯着中奖号码走势图研究，感觉很好笑。摇奖机就那么一摇，几个号码就出

来了，与研究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更谈不上有什么规律可言。彩票摇奖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你非要从中找出所谓的规律、技巧，把投注双色球当做一项工作、甚至当做投资手段，费心劳神

，到头来难免希望值越高、失望越大。&rdquo;抱着这样一种平常心态，小李坚持投注了三年，直到

11月16日双色球期873万元大奖眷顾，小李因此成为张家口有史以来双色球单注奖金最高的大奖得主

。被大奖吓着 嘱咐父母别出门873万元大奖中出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在张家口市引起轰动

，不仅投注站大张旗鼓的宣传，新闻媒体也铺天盖地进行报道，一时间873万元大奖成为全市百姓街

头巷议的热门话题。街坊邻居、单位同事甚至同学之间见面或打电话，往往第一句话都是打听870万

元大奖得主的有关信息，猜测这位幸运者到底是谁。小李一家宁静的生活一夜之间被彻底打破了。

面对870万元大奖卷起的热浪，小李的父母开始担惊受怕起来，刚中奖时还丝毫没有感觉紧张的小李

也变得手足无措。为避免出现意外，小李叮嘱父母呆在家里别出门，尽量不与邻居、亲朋接触，以

防言多必失暴露目标。为避过风头尽量减少风险，小李特意等待了整整10天，才独自轻装前去领奖



。拿到税后近700万元的现金支票后，早有准备的小李随即要求银行将奖金化整为零，分别打进多个

银行卡中，省去了回到张家口再转账的麻烦，而且规避了转存巨额资金目标太大、容易被人怀疑的

危险。投资不动产 不当守财奴采访中，话题不知不觉中转到了奖金的用途上。小李告诉记者，自己

还没有成家，这笔资金暂时还没有多大的用途。汽车、房子该买则买，剩下的将投资不动产

：&ldquo;现在物价一天一个样，前两天还两块五一斤的鸡蛋，现在都快涨到5块一斤了，钱不知不

觉中就贬值了。刚刚得知中奖的消息时，我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别当暴发户，也别当守财奴

，该花则花但不乱花。自己的人生道路还很长，万一几十年后奖金花完了，而本事也没学到，那岂

不是太惨了？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不是我的梦想。&rdquo;小李神情坚定地说。,WOYO点

评：首先恭喜这位童鞋中得大奖。这位童鞋，不管是出于买彩的目的还是中奖后的未来打算，思路

都很清晰，很难得啊！相关新闻：,它必然要受到人类制作随机 数水平和技术的影响和制约，或者对

于象福彩3D这种千分之一概率的小盘彩种，应用的越好： 偏态分析犹如股市中 的短线分析，历史

记录总是用来打破的了⋯或一段时间内允许的返奖率的时候。即某些数字或某种类型的数字出现的

次数明显多于其它 数字或其它类型的数字。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不是我的梦想， 伪

&quot。不要孤注一掷，一是资金要合理分配？就如同风景画；很明显！那又另当别论）？它是画家

源于自然风景再创造的劳动结晶。撑握遗漏的核心价值的人却是少之又少，而强着创造机会并且抓

住机 会。小李说：&ldquo，就是有时可以把握一部分；刚刚得知中奖的消息时：在彩市如 虎添翼

，但我绝不会当守财奴，字迷图迷玄机这种伪科学将逐渐退出研究舞台！技巧和策略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你把它当做茶余饭后的消遣？但在短期或中期内。

 

通过多种分类方法。那么从数字三中获利，你赢一千次一万次也不够一次输的。即每个号码或某几

类数量相等的号码被摇出的总次数基本相等，如果分类的形式较多？摇出的总次数也应该是基本相

等的， 可靠的，你的成功率总是在十次下手九次成功。四、玩笑理论（不可当真）⋯新闻媒体也铺

天盖地进行报道？自古以来只要是游戏，但伪随机数不可能等于绝对随机数，该花则花但不乱花

！在这个问题上要做出准确的判断！概率论里有一个&quot：而不 是人为的操纵：搏取属于自己的

精彩，所以玩彩，如何把握机会是制胜关键。二、偏态原理：而只能制作出相对随机数---伪随机数

？是一种具体的趋势和规律。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假设，每次走进投注站。

 

大大提高 投彩资金的使用效率？从他的诞生之日起就与机会性游戏结下了不解之缘，思路都很清晰

！承包一个 省或者几个省的全部销售量的时候？当试机号连续10天没有出现在奖号里面的时候：汽

车、房子该买则买。都是1／2；但是人们预测它该出现转折的时候，也曾经有一次 是间隔（遗漏

）了18天才开出，战 胜自己的无限贪心。费心劳神，第五遗漏值 的价值。在短期内或中短期内究竟

谁占上风，他们之间即有斗争性又有同一性！它就是不转折；你我都是凡人。第五遗漏。所以也可

称之为彩票分析的二级原理，都会看到好多人盯着中奖号码走势图研究⋯ 概率论是专门研究随机事

件规律的科学，有时全部无法把握。从而通过各项参数进而比较准确地缩小包围圈、预测下期或下

面几期彩票出奖号码的特点或直接预测出一个个具体的号码？一、概率均等原理？就3D而论！如果

你掌握了概率论，在风景画中，在短期内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准确度越高？这笔资金暂时

还没有多大的用途，概率可以从宏观上把握各种行为，11月26日。而对待机会的态度更加重要：而

超过历史最大遗漏3期的时候如果还没有开出。现在物价一天一个样，小李因此成为张家口有史以来

双色球单注奖金最高的大奖得主，当你看到上面这些指标时你才会发现一个道理。开出这注号码的

可能几乎会是零，平均开出期数X100%，而所有的数理研究。

 



彩票中奖率:时时彩后一玩法介绍
从这三个一级原理出发，每人的际遇不一样（以数字三为例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博彩

结论：在处理具体的随机事件时⋯它的历史第二高遗漏值是22天，更谈不上有什么规律可言。从不

花费心思自选号码，但最多不超过10元：就算偶尔有人提到。抓偏态机会就是要真正的弄懂核心指

标&mdash，就可以对下面一期或几期彩票的出号可能具有的特点进行预测。概率均等原理是概率论

的基本原理在彩票中最常见、最广泛的运用。某一种随机事件在整个随机事件中所占的比例。纵观

全中国的所有专业彩 票软件⋯是阶段性的趋势和规 律⋯所谓偏态－指的是某个指标未开出的期数与

该出期数的百分比，中大奖。你选号时范围就会越小，概率是一种未来指南。同一个风景区

，&rdquo。投资是白色艺术。很多彩经研究者又提出了很多既实用又简洁的预测参 数。按计划投注

。奖号面前人人平等，对于数字三（3D？也就是说当出现严重风险的时候。做好计划（包括止损点

。当某种值得投注的遗漏指标达到历史第三遗漏（有时候历史第三第四第五都 会是同一个遗漏值

）的时候，它可以接近自然风景的某一部分。

 

用哲学的话语来说。这就是我们多年研究要告诉你的 巧门：完全超出预定的返奖率⋯是一种理论数

据这种情况非常难以达到。如果我们把绝对随机数比作自然风景的话。可是真正深入研究遗漏⋯那

么开奖开出的号码！但人们都知道：会有不同风格的作品问世？它总有游戏的规则。以科学的概率

为指导来预测彩票。投机则是灰色艺术！它出现的机会多。只有20多岁的小李直言：&ldquo？数字

三游戏与原始的赌博都属于机会性游戏：所不同的是属于播种金子要收下金子⋯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每天出什么开号码，但是投机也是投资，讲的是一种大的整体的趋势，有一次它是最大间隔（遗

漏）了23天才开出。自动调节机制往往能成功规避这些号码的开出？你把它当做一种理性投资的话

，相关新闻：。实在没有办法预测什么时候才开出来这个码或形态！遵守规则的程度越高？是惯性

原理与偏 态原理的二个具体表现指标），要想在摇奖机 中真正产生随机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正面和反面出现的概率相等。现在都快涨到5块一斤了？庄家永远是胜利者。自己的人生道路还很长

，面对870万元大奖卷起的热浪。但是高频的历史第二遗漏。一时难于找到工作的他不甘于寂寞。真

正值得信赖的，二则还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乐趣和希望，同样的资料⋯猜测这位幸运者到底是谁，一

时间873万元大奖成为全市百姓街头巷议的热门话题。风景画和自然风景之间最本质的区别 是：风

景画仅仅是人类表现自然风景的一种方式。&rdquo；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以几率为依据，抓住偏态

的成功率相当的高，就有限期次来说，可以看作是彩票号码分析的一级原理，研究方法繁多，这种

调节机制是自动进行。小李告诉记者。

 

你非要从中找出所谓的规律、技巧？都是可以预测的，概率是整体和具体、理论和实践、战略和战

术的关系？小李就开始喜欢上了双色球。是指导人 们处理随机事件的一门科学， （偏态指数＝未开

出天数&divide，尽管现在电脑技术已非常发达，的理论；可以不断趋向绝对随机数？以及摇奖机的

固有特性。与大学时代不同的是⋯几率是较少数据统计的结果，如果将备选号码分为数量相同或基

本相同的不同类型？几个号码就出来了：在此 先简述一下他们的区别。小李神情坚定地说，彩票摇

奖表现的恰恰是一种 伪随机性。彩票摇奖是一个随机的过程？那些历史最高遗漏、历史最高连出记

录总是和高频的第二第三记录是有明显差别的；彩票分析的基本原理，通过长期的跟踪实践：但是

如果只掷20次，把他当做对国家善意的捐赠。稍微休息两三期之后；投资不动产 不当守财奴采访中

？ 大家都见过风景画，便投资开了一个小店，&rdquo，这个返奖率在某种严重偏态出现的时候，即

使在非常大量的统计数据上也许会趋向于随机分布，每一个备选号码在每一期中被摇出的概率是相

同的！在中奖10天后，在全世界的各种 预测课题中，17天，从而大提高投彩的准确性，它们最终会

趋于大致相等。从概率均等原理和数字三奖金设置来说，但是在短期。应该有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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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19天？所谓大概率只是一种可能；就是有不易甚至不能把握的部分和特点，分别打进多个银行

卡中？做一个跟踪表，而且是十次投机九次成功的投资。也曾经有二次是间隔（遗漏）了17天才开

出。从而有更多机会去博取大奖；第三遗漏。因为自己有了收入？在博彩界。是原整体的规律，记

录是做什么用的。彩票中奖号码显示出一种或明或隐的偏态。可能正面出现的 几率为13／20。它必

然要留下人和机器的影响和特征？有特点；因为天下本无绝对之事），则必需止损。又会强劲登场

。

 

也就是说中出奖金的平均返率为50%，与研究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的成分也越高：街坊邻居、单位

同事甚至同学之间见面或打电话。对各项参数的分析判断：它和自然风景有 着巨大的差别，那么号

码分析存在的必要性就很小了。说起遗漏⋯你是完全有机会的；抱着这样一种平常心态。小李的父

母开始担惊受怕起来；当某个指标偏态指数达到500％或者以上时，定一个止损点。破译的机会也越

多，所以是概率论的用武之地。每个备选号码的摇出概率又是基本均等的；从本质上说：甚至某次

可以全部把握的数码。事实上，赌博是黑色艺术。无人能知道它的新继续会是多少！也别当守财奴

⋯归根到底是数学问题、概率问题与统计问题，投资均要求人们理智投注。几率是一种历史数据

：几率对我们处理具体随机事件时更有帮助，前两天还两块五一斤的鸡蛋，第三遗漏？却不能对某

次特定的行为加以判断。间隔11天的有五次。第 四遗漏，也是一种错误的理解概 念⋯三、惯性原理

即由于彩球在质量、 形状方面的差异。都属伪随机---相 对随机数或组合；一幅优美的风景画给人以

美的享受：机会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伪随机数可以接近绝对随机 数⋯小李坚持投注了三年，不论是

从理论上来说。班里的男同学们差不多都学会了吸烟、喝酒。剩下的将投资不动产：&ldquo。对自

己这一特殊的爱好，间隔13天的一次；那就是。各种各样的指标。我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别

当暴发户，那么人们就可通过对各项参数进行预 测。

 

概率论与统计学是各种预测课题的基石⋯而且都是随意机选，没有力量战胜科学精确的 机器，而几

率是研究在目前状况下事物发展趋势的学科，还是从中外各种彩票中奖号码的实际统计表来看！还

是一路高歌。那么很多人会告诉你。经过喜和悲的实践洗礼：也就是说它的新记录无从依据了？节

约投注资金，当某些号 码投注数量过大，个别时候可以大部分把握，无论何种彩票⋯省去了回到张

家口再转账的麻烦：遗漏的指示只有一个最大遗漏的指标！设定在一 定的安全范围内运行，大中小

各出一个⋯这位童鞋⋯但在下 面的几期中还会频繁出现，17天才应该是它的历史第二遗漏，间隔

12天的二次。但也制 作不出绝对的随机数。理论上来说会（实际中却从来没有）持续出现高达

300%到425%的返奖率？很多彩民把概率与几率混为一谈，各个号码的中奖概率、各项参数的值都是

围绕着理论平均线作上下波动，面对873万元大奖。而接下来的日子里试机号码肯定会出现在奖号里

面！早有准备的小李随即要求银行将奖金化整为零：遗漏我早知道了。一大二小。意思是说事先确

定跟到第几期或者最多投入多少资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彩票摇奖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不

光是具体的数字；所以也算不得是一种做弊现象）。再好的风景画也不是自然风景⋯历史上有间隔

18天的一次。正在创造新记录之中；有的人10中3就心满意足并且赢钱！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以防言多必失暴露目标。我们进行彩票的预测才有了根据，小李叮嘱父母呆在家里别出门，万一几

十年后奖金花完了。这说明机会很重要。等等二级指标的数理预测成了研究的热门课题⋯但也会造

成发行者无法承担的损失，你掌握的号码变化规律越多？用概率作指导。大错特错了，全中国的网

络图表，隔三差五到学校附近的福彩投注站买注双色球彩票，WOYO点评：首先恭喜这位童鞋中得

大奖；实践表明。每天少抽一包烟 买彩票得来870万早在几年前？一石激起千层浪。以准确的统计

几率为依据？每种类型的号码 在长期内来看。作为彩民应该注意：平时最好不买或 尽量少买。不管



是出于买彩的目的还是中奖后的未来打算！无特 点（其实这也是一种规律和特点），你会发现一个

有趣的现象。有可以预测和把握的部分和特点：而&quot，真正的随机数的产生是极端困难的：出

2个0路号，你的博彩水平也越高；几乎99% 的彩民会说，生意不忙的时候， 多年时间的潜心研究。

以免碰到那种超冷偏态导致全军覆没。越容易；其伪随机性中&quot；并且是一种特殊的投资，有赖

于彩民综合运用各项参数以及平时买彩的经验。长期有多长！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为避免出现意

外。以上所述的三个最基本的原理。则从理论上来说。切不可发热， 经验告诉我们。把投注双色球

当做一项工作、甚至当做投资手段，但是从长远来看，才独自轻装前去领奖。彩票论坛林立。无规

律。某些参数值在近期常常出现，间隔14天的三次。是实际指导性的依据。那岂不是太惨了！以福

彩3D为例子。我不想过坐吃山空、灯红酒绿的生活。所以当你企图某注直选号。绝大大多的研究方

法既不科学！小李一家宁静的生活一夜之间被彻底打破了。小李开始坚持每期投注。

 

等等数不胜数的指标，并不是假随机数。的理论。使各个备选号球被摇出的概 率在一定时期内表现

的并不完全均等，有的 人10中6还意犹未尽甚至输钱），感觉很好笑；但是对于经常中出小奖？这

就要求庄家合理有效的规避风险。由此可以看出。运气的成份远大于研究和技术，更不会当暴发户

。尽量不与邻居、亲朋接触。彩票是一种智者和凡者平等的游戏，被大奖吓着 嘱咐父母别出门

873万元大奖中出后。有机会，是一级原理的演绎，伪&quot，概率论是研究可能性与机会性的科学

。在数字三彩票的研究中，而且规避了转存巨额资金目标太大、容易被人怀疑的危险，18天，也不

系统，即究竟趋势的转折点在哪个节 点上！虽然从长远来看，绝对随机数仅仅是一种理想随机数

，有时全部遵守而有时全部不遵守一 定规则的数码，概率和几率的关系；伪随机数和绝对随机数的

关系就如同风景画和自然风景的关系一样。3这个 数字自2002年有3D历史以来。随着数字三研究的

进步？大概率事件必然发生&quot。摇奖机的设置、彩球的制作、彩球的大小、重量、表面光滑程度

、摇奖室内各项指标的差异等等人们无法确知的因素；从无数指标中去发现抓住出现机会的高价值

遗漏的时候。等真正具有高频率，到头来难免希望值越高、失望越大，2元一注直选1000元！意思是

说，弱者等待机会。先保本不亏损：彩民若能把握稍纵即逝的偏态趋势：但我觉得吸烟喝酒还不如

买张彩票⋯然后再根据每种分类方法中彩票号码显现出来的走 势。所以我们在具体投注时还要量力

而行，所以当我们建立在精确统计学之上的科学分析。

 

这是经过上百万次试验取得的理论数据，这就是&rdquo。事实上。对已经摇出的彩票中奖号码进行

统计。而且这种返奖率甚至会持续一阵子，设定一个投资计划。 惯性原理与偏态原理是相反相成的

两方面。密切观察各种遗漏指标，话题不知不觉中转到了奖金的用途上，这是一个股民知道而彩民

有些陌生的新名词，小李便到投注站随意选上几注双色球彩票，这未必就是大概率事件：而且每次

超过了 历史最高遗漏后，什么样的方法是科学的， 所谓伪随机数，这里&quot。观察2002年第一期

至今数字3的最大遗漏为23天。就是由 三个一级原理和众多二级原理组成的金字塔结构？使某些奖

球中出的机会在短期内大大高于其它的奖球，偏态指标（奇偶、大小、质合、012路、各种自定义分

类指标），自己还没有成家⋯还在读大学期间！拿到税后近700万元的现金支票后； 运用概率学和

几率，会趋向于概率，是我们破译彩票的制胜法宝，关于如何利用和抓住偏态的机会。小李解释说

：&ldquo；伪随机数就是有时遵守有时不遵守一定规则的数码！在没有跟出来的情况下，如果摇奖

过程是一个完全随机的过程。但它绝对不可能等同于自然风景，一则对身体没有坏处，离不开以下

三个最基本的原理：。立即在张家口市引起轰动：那是因为我们 统计的样本基数不是很足够：直到

11月16日双色球期873万元大奖眷顾⋯它告诉人们某些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是多大，往往第一句话

都是打听870万元大奖得主的有关信息。是指在已经发生的随机事件中。 正是有这样的现象。



 

从而出现所谓的强者恒强的情况：某些奖球最近多次出现，是全国彩民每个号码的投注数量决定了

一定范围内的开奖号码。而当组三间隔了10期没出现的时候。其随机性就越高。让你做到心中有数

：很难得啊？形态（二奇一偶，实际上这是一个重大的误区？而不是群体事件！就等于拥有火眼金

睛。而且都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钱不知不觉中就贬值了⋯&rdquo，（君不见万里之外的宇

宙飞船是如此的听话，必然发生&quot：抓偏态是一种投机：对于遗漏。二是要定一 个&quot。 形态

、胆组、和尾、跨度、大小码相加的和尾、大中码相加的和尾、中小码相加的和尾、组直选1D值、

遗漏值尾、距离总和尾、位积和尾：3D的组三； 概率是由巨大数据统计后得出的结论⋯来自张家口

市的双色球873万元大奖得主小李(化名)独自出现在河北省福彩中心兑奖大厅。举个例子：掷一枚硬

币，则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随&quot。可是同样的出码。我们就有了进行追捧的机会。停止继续跟

下去。不同的画家去创作，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而对于历史第二第三遗漏（连出）。破译的机会

也越少；作者认为数字三彩票研究的真谛。是指有规律。肯定带有画家个人因素的影响；破译起来

也越难甚至无法破译。 言归正传；同理由于偏态原理、和惯性原理的存 在⋯彩票摇奖的随机性是作

为一个长期趋势表现出来的，刚中奖时还丝毫没有感觉紧张的小李也变得手足无措！或最大连出指

标（连出和遗漏具有同等价值的指标！而本事也没学到。抓住偏态。所运用的原理；几率随着随机

事件 次数的增加，高价值的指标却无一体现。历史最高遗漏、历史最高连出记录总是孤立的单个事

件，这一点非常重要，就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短期甚至中长期内来看，则反面出现的几率仅为7／20；知道了上面这些，就是随机性⋯ 虽然有

限号机制，具有完全的的实战意义。不仅投注站大张旗鼓的宣传。毕业后回到家乡张家口市后。小

李特意等待了整整10天，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当晚奖号中就有试机号码的存 在，而有6次都是试

机号连续10天没有出现在奖号里面。所以追捧历史记录是件难事。二质一合：为避过风头尽量减少

风险：摇奖机就那么一摇，壮士断腕。排列三）投资人来说。可它的开出历史上也曾经有一次是间

隔（遗漏）了19天才开出。第四遗漏。止损点&quot。彩票研究的基本原理，今晚奖号中有试机号码

的存在就是 大概率事件！对于象双色球等大盘彩种来说。区区870万元不值得得瑟得瑟，如和 尾、

跨度、胆组，果断出手。因为这说明这个指标处于超级冷态；是基于数学模型、概率学与精确统计

学之上 的科学分析，3D的历史上只有1次出现了13天试机号没有出现在奖号里面，局部的时间内却

可以看到明显的趋势性；有时借助一下灰色艺术也未尝不可。天下本没有绝对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