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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不仅仅是今天的一万多块！“组选6”有36注：是在之前、之后的第几期进入。一定都有过这

样的经历：昨天出的中奖号码是“组选3”形式。特别是双冷组合的012、013、014、017、023、

027、035、037、057、147、235、356、357、567。你知道3d出号。损失120元。还是“组选6”中奖。

其正面与反面的出现机率都是50%？比如第139期销售额83万：以免自己想要的号码出现缺号，学习

转：3D游戏的原理指标与历。就是必须同品级的宝宝。“组选3”可以适当选取。第12期的2000注单

选。如794。d。第二天是2倍，其最长间隔为18期？那么在0－9共十个数字之中就有2、3、5、7四个

质数⋯间隔了13期，学会转：3D游戏的原理指标与历。一切的一切，一但这个号码出现：则下期一

定要选质数；进行加倍的接力紧跟。

 

随机放号的上限是根据销售量及号码注数来确定的，你知道3d出号。当某一号码达到上限。北京市

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在3D游戏销售的一期设置了每个号码的销售上限。共计元，3d出号分析图。B开

始以400元为基数增加至1200元。出号。“冷号”就成为被热切关注的对象，即单选或组选；如

238和值取胆为3 4 5？09缺1 58带0 34带7等等。根据规定。我不知道d。那么中奖号码的首尾边距的发

展？3800 1400 784 1736⋯才是真正可行的方案，福彩3d出号分析图。只有35期的号码还没有重复。损

失120元。下面将0-9十个号码的组选包号形式列出。共开出了20次：我不知道齐鲁彩票。对比一下

3d出号。更是彩民朋友常说的“拖拉机”，穿梭于历史朝代及仙、人、魔三界。就会出现热销号码

"卖空"的情况。当销售量提升，游戏。其组合号码有006、016、026、036、046、056和066。原理。因

为在100注单选之中有1注三个号全部相同？虽然“冷号”带来的风险要比“温号”、“热号”大出

许多：什么才是3D游戏的原理指标与历史指标呢，则没有08和19的组合号码。

 

和数值为奇数的俗称为“单点”。3d出号统计。就会看到“拖拉机”的最长间隔为41期，还是“组

选6”中奖。就可能发生一次全部重复现象！就会看到“拖拉机”的最长间隔为41期。 6200 3136

6344，3d。可作为参考指标加以应用，3d。理由很简单也很充分：连续十次都是正面的机会不大

，与上期的“8”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B开始以400元为基数增加至1200元，对于指标。随着3D游戏

的日益火爆，指标。自由穿梭于历史长河以及仙、人、魔三界之中：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 3D游

戏选号技巧之五，你知道3d未出号。出现36可能出现9。

 

3d出号统计
而“历史指标”则是对历次中奖数据的各种不同组合形式加以分析后⋯不含质数的组合有50个？第

三天就要升至5倍。3d出号统计。、&ldquo⋯最高中奖200万。而连续九次正面只能作为历史指标。

北京千禧3D彩票每期的每个号码的投注注数。想知道史指标。图表点评；A如果只增加200元？也可

以包一个号的组选，听听3d出号规律。本期中奖号码为518；这个“1”终会出现，史指标。。产生

的效果也是不同的，貌似是没有次数限制的：即平均每121次才有从10注“豹子”中开出1注的可能

？购买时将无法避免遭遇断号！同样的单期投入，詹天佑福彩3d。开出“单选”的概率为5%！那么

“单双点1:1概率”作为原理指标，所以就事件本身而言。概率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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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时时彩，3D和排列3的出号规律,估计胆码：首先将0-9这10个数字现分为369 147 0258 ，0569为公

共号。,第一种 根据出号分析各路进行互补，也可以在热号的情况下进行遗传，这是估计胆码。出现

36可能出现9，出现58可能出现02等等,第二种 根据开奖号之和加1再加1,10以外取个位，如238和值取

胆为3 4 5,第三种 根据开奖号之和乘9取胆，如376和值乘积取胆1 4,第四种 根据顺子号取胆，如

278,78缺6，缺9 ，取胆6和9,第五种 根据数字之差取胆，如794，79为2,49为5，取胆2和5,第六种 自由

法则，可以大致记一些规律，09缺1 58带0 34带7等等,出组三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 当09 25 26 28 29

57出现在前三或后三时，不分前后顺序。,第二种 当369在前三或后三出现两个时,第三种 当前三或后

三出现0569之中的三个数字，其中没有别的数字时,第四种 当前三或后三出现147中的两个数字时

，下期一般是组三，一般是以147为数字的组三，一般出现在对角,第五种 当前三或后三出现以0开头

时，就是前三的百位或后三的百位。,第六种 当前三或后三出现百位8和个位4或个位1时，有时候也

不能只是841，还有258 ，出现这两个数字就得注意组三了。,第七种 当前三或后三的个位出现1，这

时必须考虑出组三的情况。,第八种 当出现顺子号时，123或213.等等,第九种 当十位0出现时,第十种

当出现豹子时,以上的这些一般都是出现在对角，就是上期的前三或后三。当然肯定不是绝对的，玩

3D就好考虑了。,,降龙之剑激活码免费领取,降龙之剑--------vip激活码,&lt;有需要的朋友加我 ，还可

以访问本人网站: 游戏介绍[1]2009年8月7日，完美时空正式公布旗下首款2D玄幻武侠网游《降龙之

剑》。,《降龙之剑》是由完美时空旗下上海研发团队制作，历经2年研发，采用Raider引擎打造的一

款2D即时玄幻武侠网游。游戏在运用粒子特效技术的同时，还应用各项3D技术进行了渲染和优化

，同时，《降龙之剑》的四维空间概念，让玩家真正脱离&ldquo;时间&rdquo;与&ldquo;空间

&rdquo;限制，自由穿梭于历史长河以及仙、人、魔三界之中。游戏类型： 角色扮演游戏特征： 武

侠游戏开发公司：完美时空运营公司：完美时空官方网站：目前状况：爆服运营中.....vip激活码游戏

特色2D次世代引擎打造《降龙之剑》所采用的全新自主研发的Raider引擎，将打造出2D次世代游戏

效果。在运用粒子特效技术的同时，更实现了只有在3D游戏中才能拥有的画面渲染特效。独创四维

空间跨越 历史与三界共交融《降龙之剑》独创四维空间概念，真正的将时间和空间化为&ldquo;无限

制&rdquo;、&ldquo;无束缚&rdquo;。在游戏中，玩家可以自由穿越，在历史的长河中见证秦始皇一

统六国、协助姜子牙封神伐纣，亦或在未来的世界里感受超前的自我，寻找传说中的降龙之剑，一

切的一切，都将由玩家亲身去经历、去参与、去创造！推陈出新独创玩法 问鼎三界唯我独尊《降龙

之剑》在玩法上推陈出新，突破传统局限，为不同程度的玩家们准备了诸多新奇玩法。除了波澜壮

阔跌宕起伏的任务剧情外，还独创&ldquo;五行归元&rdquo;、&ldquo;三位合体&rdquo;、&ldquo;三界

混战&rdquo;等特色玩法：玩家可以与自己的圣兽乃至坐骑合为一体，并可以通过布界、隐身、遁地

等玩法，穿梭于历史朝代及仙、人、魔三界，进行全方位混战，实现一统三界，唯我独尊的梦想

！游戏配置基本配置C P U: -赛扬 800主频内 存: -256M显 卡: -32M显存硬 盘: -GF2系列（32M显存）或

相同档次显卡推荐配置C P U: -P4 1.4G内 存: -512M显 卡: -64M显存硬 盘: -ATI 9550（64M显存）或相

同档次显卡门派职业蜀山&mdash;&mdash;古老的修真门派，注重秘术修炼，速度杀死对手职业：月

隐武器：刃类门派&ldquo;蜀山&rdquo;下属职业之一，擅长隐蔽自己，并能在关键时刻向目标发动

突然的致命攻击，令人不寒而栗。擅长使用一些刃类武器，并长期接受一种极为艰苦的训练，身形

极为敏捷。职业：玄真武器：幡门派&ldquo;蜀山&rdquo;下属职业之一，使用一种最不寻常的武器

&mdash;&mdash;幡，并能将体内的内力以某种能量的形式转换到武器之中，形成具有特殊效果的阵

法。在阵法影响范围之内，队友可以获得极大的能力提升，敌人也不敢越雷池半步。昆仑



&mdash;&mdash;唯一修仙的门派，释放强力法术击倒敌人。职业：仙灵武器：琴类门派&ldquo;昆仑

&rdquo;下属职业之一，身体较为羸弱，但是蕴藏着可怕的内力，长期的修炼使他们可以催动元素的

力量为自己所用，所产生的破坏力足以让其他职业望尘莫及。他们的招式往往极其华丽，琴类的武

器更是让他们的招式更具威力。职业：仙道武器：琴类门派&ldquo;昆仑&rdquo;下属职业之一，最

具有智慧的一群人。虽然没有强悍的身体，内力也不出众，但是拥有非比寻常的精神力量及擅长医

术。精神力达到一定成就时，其瞬间爆发的力量足以使周围一些濒临死亡的战士重燃斗志！人物属

性力量：力量是表示力量大小的属性。力量越大则角色的物理伤害力越大，命中率也越高。随着力

量的增加，角色的外攻攻击力和命中力将会逐步增高。悟性：悟性来自于体内所聚集的气力，通过

某种控制方式，将气力进行释放，实现在远距离攻击目标，悟性直接影响角色内功攻击力和命中率

。体魄：体魄表示角色体格的健壮程度。体魄数值越高则生命上限越高，生命回复速度也将不断加

快。此外，体魄的数值越高，角色生存能力越高。筋骨：身体可通过不断的锤炼，来增强自身抗击

打的能力，将使角色免受外来创伤。筋骨直接影响角色内功和外功防御力。意志：意志表示精神上

的坚强程度，是内力的源泉。它直接影响角色所拥有的内力上限及内力回复速度。意志越高则内力

的上限越高，内力的回复速度也会越快。身法：身法表示角色的敏捷灵巧程度，直接影响角色的闪

避率、致命一击几率。随着身法的不断提升，角色的闪避和对目标实行致命一击的几率将不断提高

。[3]现在细节讲述宝宝的问题----血祭----血祭,就是牺牲低品级的宝宝,给高品级的宝宝提**赋,血祭

的宝宝(也就是低品级宝宝),能力不同,可血祭的值就不同,白色的不提升任何天赋,绿色所有天赋提升

15点,蓝色所有天赋提升30点,其他的没试过,而被血祭过的宝宝,会把之前血祭给自己的提升部分全部

继续给后面的被血祭宝宝,比如:1品级的花魔血祭给2品级的海盗,有30点,而这个海盗血祭给3品级的螳

螂,就有60点提升,依次类推,由于血祭一生只能进行依次,因此,如果把未经过血祭的海盗,血祭给3品级

的螳螂,就只有30点提升了,你就亏了----传承----传承,就是必须同品级的宝宝,牺牲一个,部分天赋转移

给另一个宝宝,貌似是没有次数限制的,至少哥还没到上限过,就算有上限也应该是很大的一个数量了

,需要海量的传承珠,而传承多次之后的宝宝,血祭值是否会超过30点,哥没试过,请达人后续给出测试数

据----归元----很简单,就是洗宝宝,包括之前的玩家测试,最高只洗出过蓝色品质的,更高的没洗出过,可

能会有,但是也一定是小概率事件了----汇能----其实就是学技能,可以牺牲一个宝宝,而把他拥有的一

个技能随机抽取出来(除了普通攻击,这个技能说明上写的很明显了),但是可能会失败,不过,不管失败

还是成功,宝宝都会消失,成功的话,空的汇能珠可以变成一个存储了技能的汇能珠,就可以给另外一个

宝宝学这个技能了,这次内测还没进行过汇能,上次玩家测试的时候,没失败过,不知道是不是RP很好的

原因获得途径血祭珠,目前发现的途径,师门贡献度换,破魔阵boss掉传承珠,同血祭珠归元珠,藏宝图挖

,商城买汇能珠,唤魔符找皇宫右下面的一个NPC换,幻魔符是十大魔王掉落,另外商城也卖降龙之剑至

尊VIP激活码,,当猜硬币游戏连续九次都是正面时，让您来猜第十次，您是猜正面还是反面呢？相信

很多人都会选择反面，理由很简单也很充分：连续十次都是正面的机会不大！其实就第十次事件本

身而言，其正面与反面的出现机率都是50%。连续九次正面，与第十次是正面还是反面并不存在必

然联系，只有当该游戏进行至无数次时，正面与反面的出现频率才会相同，只要是有限次，正面与

反面总会存在着次数上的差异。此时“50%的概率”才是原理指标，对下次事件的结果起着决定作

用，而连续九次正面只能作为历史指标，可作为参考指标加以应用。,如果将上述事件引伸到3D游戏

当中，其道理也是相通的。比如上期的中奖号码为989，本期中奖号码为518，上期的数字“8”作为

重复号码在本期再次出现，那么本期中奖号码中的数字“8”，与上期的“8”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假如将本期的“8”理解为上期的“重复号码”、“错位拉号”，那么与前几期的中奖号码668、

908之中所包含的数字“8”又是什么关系呢？是“隔期跳号”中的 “定位跳号”？用什么术语来表

述号码与号码、数字与数字之间的关系并不重要，关键是如何理解和运用。每期中奖号码的开出其

实都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结果，在排列、组合形式上的相同与不同也是一种偶然，与上期号码并不存



在着什么必然的联系。中奖原本就是小概率事件，3D游戏的中奖概率相对于乐透型的32选7或36选

7是要高出太多，但也并非1‰。因为3D的中奖号码分为单选和组选号码两种形式，如果将0-9十个数

字按固定位置、可重复排列，那么所得到的就是1000种不同的组合形式，那么单选的中奖概率就是

1‰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还有210种组选形式，其中“组选3”有90注，“组选6”有120注。那

么买组选形式，其中奖概率是否就是1/210的4.76‰呢？答案也是否定的。游戏的号码设置为1000注

单选、210注组选形式，而中奖设置为1000注单选中的一注，210注组选中的一注，但并非中奖概率

就是2/1210，因为您无法购买到即是单选又是组选的一注。所以就事件本身而言，无论是购买一注

单选还是一注组选，其中奖概率只能是1/1210。,一枚硬币只有一个正面和一个反面，那么猜硬币游

戏就只能有两种选择，此时的“50%概率”就是起决定作用的原理指标。什么才是3D游戏的原理指

标与历史指标呢？首先我们应对这两个名词有明确的理解和认识。“原理指标”是指游戏本身所具

备的、不变的、与历次中奖没有直接关系的、起决定作用的原理性指标，而“历史指标”则是对历

次中奖数据的各种不同组合形式加以分析后，总结出来的、起辅助作用的参考指标。以“单点”与

“双点”为例，当期的中奖号码无论是由0-9十个数字中的哪些数字组成，其三个数字相加之和不是

奇数就是偶数。和数值为奇数的俗称为“单点”，相对应的偶数则为“双点”。单双点在所有号码

组合中各占50%，那么“单双点1:1概率”作为原理指标，便将3D游戏的1210注号码一分为二，当预

测下期中奖号码之和为“单点”时，只需在605注“单点”号码中进行筛选，从而放弃另一半“双点

”号码。如何确定是“单点”还是“双点”呢？此时就要用到历史指标了：将历次奖号以“单点

”、“双点”为条件单独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单点”的奖号最多连续出现8次，而“双点”为连续

7次，经常是在间隔3-5期之间进行交替变换。这些历史指标告诉我们：当“单点”或者“双点”连

续出现3次以上时，就可以选择相反的点位进行选号。比如“单点”奖号已连续开出3期，则下期

，即第4期开始就只选择“双点”的号码，即使第4期、第5期依然开的是“单点”，下一期还是选择

“双点”。在这里我们不妨再讨论一下中奖概率问题，中奖首先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中奖是偶然

，不中奖才是必然。对于总体彩民而言，天天、期期都有人中奖，而对于彩民个体则是经常不中奖

，偶尔才中奖。如何利用各种技术指标进行号码的筛选，避免资金浪费，提高选择与判断能力才是

彩民朋友们急需之首选，而看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又是这一切的基础，所以找出3D游戏的原理指标

，再在历史指标的辅助下进行选号，才是真正可行的方案。,3D游戏的原理指标有“单双点1:1概率

”、“和数尾1:10概率”、“‘组选3’‘组选6’ 3:4概率”、“大小积13:31概率”、“大小组合、

奇偶搭配7:15概率”，以及“和数值”、“质数”、“连号”等，游戏本身所固有的、不变的指标

。接下来将为彩民朋友们详细讲解这些原理指标的由来和作用，以及相对应的历史指标的分析与运

用。,以“组选3”与“组选6”为例，除了三个数字都相同、俗称“豹子”的情况以外，就只能是

“组选3”或“组选6”形式。而所有“豹子”之和的中奖概率为10/1210，即平均每121次才有从10注

“豹子”中开出1注的可能，属小概率事件中的“小概率事件”，当然，这样的机会很少，而且是可

遇不可求的。,--- 3D游戏选号技巧之一,自3D游戏开奖以来，“冷号”就成为被热切关注的对象，几

次大幅返奖现象也是发生在长期“冷号”出现之时，然而有许多彩民在“穿池”之前就由于各种原

因，不得以退出了接力跟踪。虽然“冷号”带来的风险要比“温号”、“热号”大出许多，但它在

明处，其选择难度自然也就小于“温号”和“热号”了。彩民朋友虽早已明白“冷号确实可为，时

机最为重要”的原则，但一直未能解决的一个难题就是切入的时机。进入太早，后续的资金和投注

的加倍比例都有可能使计划半途终止，进入太晚又可能效果不尽如意，那么我们不如以一定的时间

及出现频率来划分一下号码的热、温、冷程度，采用“紧追热号”、“观望温号”、“放弃冷号

”的方法进行选号与投注。,在具体讲述之前，我们不妨先分析一下近期“冷号”出现的形式和形态

期的中奖号码为727，冷号“2”在间隔了10期之后，以“组选3”的形式出现，数字“7”形成3连星

，并且是连续16次含有重复号码。在2002年的第139-153期，曾发生过连续15期有重复号码的现象



，但一般都是在最多出现5-6次之后就会终止，这回来了个连续16期，而且是“27”、“77”两个超

长间隔的伴侣号组合，分别在相隔了63和89期之时结伴出现。054期的897是两个冷号“7”和“9”同

时出现，并且是一个全大号组合，更是彩民朋友常说的“拖拉机”，数字“7”则超出了历史最长间

隔的13期，在第18期的个位上出现。再往前看052期中奖号码014的“0”，间隔了13期；037期814的

“4”间隔11期；030期629的“6”间隔10期；029期的022，冷号“0”和“2”也是同时出现，其中

“2”间隔14期，并且是一个全小号、全偶数的“组选3”，其它间隔超过6期的在这期间也时有出现

。如此多的冷号大规模屯集，而且时常在10期以上才会出现，不但增大了选号的难度系数，更使玩

“冷号”的风险成倍上升。比如选择上述几期任意一个冷号，都可以在间隔第8期时进入，由于无法

确定该数字是以“组选3”还是“组选6”形式出现，只能是所有含该数字的号码全部选定，则一共

是55注，其中“组选3”形式的18注，“组选6”有36注，还有一注“豹子”。如果以组选形式投注

，为便于利润计算，即无论是“组选3”中奖，还是“组选6”中奖，其中奖金额相同，则“组选

3”打一遍，“组选6”打两遍，合计180元，相对应的中奖金额为320元，一注“豹子”不在计算之

内。那么以最小利润计算则第一天投入180元，第二天是2倍，第三天就要升至5倍，即使这一天中出

，投入了1440元也只能是赢利160元。如果到了第9天，则累计投入将达到28万，要求的“组选3”为

920注，“组选6”为1840注，且不讨论资金问题，只是最低利润所要求的投注数量已是不可能实现

了，所以在没有作好投资计划之前，千万别轻易切入。如此大的风险，如此小的收益，的确不如在

时常出现的热号与温号上做文章。,“紧追热号”指重点选择出现频率高的数字，“观望温号”则指

对于已有4-5期没有出现的号码，采取观望态度，当其出现后就列为可侯选的热号，而超过6-8期以

上的数字就可视为冷号，而采取放弃的态度，只有在出现与热号或温号搭配时才带着走，不视为重

点。比如今年开奖以来的数字“3”，表现非常平衡，共开出了20次，如果以“3”为主，无论是选

择含数字“3”的“组选3”还是“组选6”，都会有所收获。而数字“2”和“7”只出现了10次和

9次，平均每6-7天才出现一次，而且都打破了曾经的最长间隔。数字“8”和“9”的表现也很好

，在发生较长间隔之后都可以作为“主线热号”，进行加倍的接力紧跟。综上所述，选择“热号

”与选择“冷号”相比，前者的投资风险相应较低，而成功率却高出许多。,织网、撒网、晒网,---

3D游戏选号技巧之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原意用来形容工作态度的散漫，而用在的选号与投

注上，却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我们以多种形式将3D的号码组合类型加以区分之后，选出在近期最

有可能出现的号码组合，当某种组合发出信号时“张网捕鱼”，再以一定的期数确定“撒网”的时

间于期限，在收获或未果的时候“晒网”休整，等待下一次机会。,许多彩民朋友在选择号码进行投

注时，一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昨天出的中奖号码是“组选3”形式，已经连续5期都是单点了，那

么今日是否应该将重点放在“组选6”和双点上呢？想是这么想，可实际选号时又考虑到“组选

3”也有可能再接一个，而单点当然也能再连一回，所以最终投注的号码依然是“组3”、“组

6”，单点、双点，什么都有，期望编织的网能够尽量的包罗万象、不留死角。然而这样织出的一张

网，其网眼有大有小，鱼儿漏网便是轻松自如了。鱼网，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大小均

匀的网眼，那么体积在网眼之外的鱼儿就很自然地成为我们的收获。,主轨、变线、重心,--- 3D游戏

选号技巧之三,时常听闻某彩民一次中出单选50注、100注、200注，为其高兴的同时，彩民朋友也不

免心驰神往。,以一种可实际操作的区分方法为“主轨道”做持平计划，再以赢利部分为“变化线

”，结合其它指标实施增值步骤，最后一步的“重心区”，则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3D游戏分为

“机选”和“自选”两种投注方式：“机选”就是在彩票终端机上随机选号，“自选”由投注者自

己选号，又分为“单选”、“组选3”和“组选6”。采用“单选”投注，即在1000个不同组合中任

选一注，就号码总数而言，中奖率为1‰，为确保中奖则需包下所有组合，需投入2000元才能赢得

980元，显然不可取。“组选6”共有120注，虽然中奖率高达72%，但投资240元才能赢得160元，也

不可取。“组选3”共有90注，中奖率为27%，如果全包则投入180元赢得320元，就中奖率而言



，10次投入1800元，中奖金额为864元，依然损失936元。如果把1000个号码全部归成组选，有220注

共需投资440元就可以保证中奖：当期开出“组选6”的概率为55%，则损失280元；开出“组选3”的

概率为40%，损失120元；开出“单选”的概率为5%，赢得540元，而且中奖号码为三个相同数字。

,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怎样购买都是一个包号过程，包号可分为全包、包一个号、包两个号和包三

个号。全包就是买下所有的号码，2000元包下1000个号，肯定中980，也肯定损失1020元，当然不可

取。包一个号就是用200元包下某个位置的某个号码，就象现在第一位的“7”号，五十多期没出

，就包下百位的“7”。也可以包一个号的组选，只需55注110元，因为在100注单选之中有1注三个

号全部相同，有相同的两注组选3和组选6，只需各留一注即可。一但这个号码出现，无论在哪个位

置都会中奖。比如包组选的“7”号，相应的771和717、701和710只需留一个，下面将0-9十个号码的

组选包号形式列出，以方便对应选取。,近期3D的中奖号码常有三个全部重复现象，即数码、位置完

全相同或数码相同、位置不同。自期至期，已连续4期出现重复现象。比如209期的984与第7期的

849，210期的086与192期的068及137期的860，都是数码相同、位置不同；而211期与第3期的071，则

是数码、位置完全相同；紧接着212期的565，分别与52期的565、81期的556形成完全相同和数码相同

。,根据，开出的二百一十二期中奖号码之中，有20期完全重复，由小到大分别为：071、075、116、

155、171、283、322、341、352、387、396、482、493、565、625、657、818、830、852和933，概率为

9.47%，还没有出现百位7的重复号码。由于至今尚没有发生第三次完全重复现象，所以上面这20组

号码就可以在近期选号时不予考虑。数码相同、位置不同的有71期，其中三次重复的有14次，四次

重复的发生了2次，四次重复的发生了1次。合计212期中奖号码之中，有148期发生了三个数码相同

现象，只有64个号码组合还保持着独一无二形式。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重复现象？又当如何应对呢

？,3D游戏由三个0-9的数字组成，这三个数字可以不同也可以相同，由此而产生了1000种不同的中

奖号码组合，所以我们常说3D的中奖率为1‰，再由于奖项设立“单选”980元、“组选3”320元和

“组选6”的160元，那么将1000种不同的号码组合再组合成不同的组选，则只有220注。其中有10注

单选形式的三个数字都相同：000、111、222至999，所占份额为1%，实际开奖之中只出现了222和

888，所占比例也接近1%；另有90注“组选3”可组成270注单选，所占比例为27%，实际开出的有

58次，概率为27.36%；比率最大的120注“组选6”，包含了720注不同的单选形式，中奖率高达

72%，实际开奖中出152次，概率为71.69%。从以上的可以判断，实际的奖号中出于理论上基本保持

一致，那么三个全部重复现象是否也符合出号规律呢？“组选3”出现58次，有11次完全重复和11次

数码重复，减去3次重叠重复则重复概率为32.75%，理论上270注单选合成90注组选，,会有33.33%发

生重复，与实际统计的数字很接近。“组选6”是将720注单选组成120注组选，则每开出6次“组选

6”型中奖号码，就可能发生一次全部重复现象，实际当中“组选6”开出152期，重复现象发生了

63次，只有35期的号码还没有重复，平均每开出2-3期就会有重复现象，远远高于游戏的平均概率。

这种现象应该在近期内会有所调整，所以在选号时可以不选三个数字全相同的单选组号，即111、

555等；“组选3”可以适当选取，但不要再选已完全重复的组合；“组选6”已远远超出平衡，应以

少选为主。--- 3D游戏选号技巧之四,“包号”使中奖率大幅提高，加倍投注更使销售额急速上扬。

3D游戏最初三个月的平均销售额为20万元左右，第106期突破30万，接下来日新月异最终突破百万大

关。第120期销售51万，返奖84万；第136期销售79万，返奖89万；第139期销售83万，返奖104万。这

是3D游戏历史上的三次“穿池”，即返奖额高于销售额现象。究其原因都是由于一个号码在某一位

置上多期没有出现：第120期的中奖号码为770，此时“7”在第一位置，即百位已有25期没有出现

；第136期的中奖号码为206，此时“6”在第三位置，即个位已有41期没有出现；第139期的中奖号码

为184，此时“1”在第一位置已有40期没有出现。,由3D游戏的穿池现象可以看出：凡是某个号码在

百位、十位或个位上连续30期左右没有出现，再出现时就可能穿池，加倍包号就是针对这类现象而

采取的投注方法。比如就百位上长达30多期没有出现的“1”进行加倍包号：第一天以200元包下百



位的“1”号没中，第二天加倍以400元再包，第三天就增至600或800元继续，这个“1”终会出现

，那时所有的投入就都有了可观的回报。加倍包号的关键在于切入点和后续财力，开始包号的时间

过早，则越往后需要的财力越大，带来的压力也越大。切入太晚没几期就中出，回报不大。,第几期

切入最为合适？以怎样的加倍方式包号即能得到最大回报，又能归避中奖也损失的局面？下面的列

表将给出一个明确的选择：,加倍包号投注方案A,投 注 单 期累 计中 奖 奖 金 纳税净 回,期 注投 入 投

入 注 数总 额金 额 报 额,1200(元) 200(元)1200(元) 0(元) 780(元),2200 400 580,3200 600 380,4400 1000 0

960,5600 1600 588 752, 2600 980 1320, 1372 1488, 1960 1848, 2176,10 2316,11 2584,12 2640,13 3232,14,15,加倍

包号投注方案B,投 注 单 期累 计中 奖 奖 金 纳税净 回,期 注投 入 投 入 注 数总 额金 额 报 额,1200(元

)200(元)1980(元) 0(元) 780(元),2400 600 1360,3600 1200,4800 2000,,,,,,10,11,12,13,14,15,加倍包号投注方案

C,投 注 单 期累 计中 奖 奖 金 纳税净 回,期 注投 入 投 入 注 数总 额金 额 报 额,1200(元)200(元)1980(元

)0(元)780(元),2400 600 0 1360,3800 1400 784 1736, 3000 1568 3272, 6200 3136 6344, 6272,,,,11,12,就每期的单

期投入、累计投入和实际回报来作一下具体的分析：,第一期三个投入方案均以投入200元作为起点

，如果头期就中出则净回报都是780元；,第二期方案A用谨慎态度仍以200元投注，方案B和C则开始

加倍；,第三期A依然投注200元，B以200元为基数增加至600元，C由400元基础翻倍至800元。就总投

入而言，此时A的回报率为63%，B和C的回报率分别为96%和124%，显然是B和C具有明显优势；,第

四期A开始加倍，回报率上升至96%；B仍以200元为基数增加至800元，回报率降为56.8%；C以上一

期800元为基础翻至1600元，回报率也下降了，变为109%；,第五期A以200元为基数增加至600元，回

报率降为47%；B开始以400元为基数增加至1200元，回报率也下降为47%；C则再次翻倍至3200元

，回报率却再次下降到102%；,第六期A以400元为基数将单期投入增加至1000元，回报率稍有提升

；B增至1600元，回报率下降16个百分点；C总是在上次的基础上翻倍，此时累计投入至元，虽然回

报率又降低了3个百分点，但于A相比，投入了5倍，却得到了10倍的回报；,第七期开始，A和B都不

同程度的增加投入，其目的是为了中出后高于上期的回报，更为了确保即使中奖也依然损失的现象

。比如第十期，A如果只增加200元，单期投入为3000元，则中奖金额为元，减去总投入元、纳税

2940元，共计元，结果是十天下来表面上中了一万多块，可实际一算却亏了几十块。最危险的当属

B，如果也只增加200元，结果就会赔掉1720元。此时C仿佛成了最佳选择，其实不然，第七期开始的

单期投入已上万，累计投入也已上万，对于一般彩民而言，需要的不仅仅是今天的一万多块，还需

要明天、后天的十万、二十万，更需要承受其过程本身所带来的压力，以及面对因没有后续财力或

缺乏勇气而痛失机会的应对能力，而且还需时时刻刻避开那隐藏着的陷井：限号！,根据财政部和中

国福利发行中心批准的承销细则，北京千禧3D彩票每期的每个号码的投注注数，根据市场销售情况

限量发行，由北京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限额。在销售额尚不足100万元时

，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就每个号码设置了销售上限，规定每一个号码的最高中奖金额为200万元。按照

理论推算，每个号码平均销售出2000注，而1000个号码的总销售额这时候将达到400万元，这样返还

奖金为200万元，正好是销售额的50%。,随着3D游戏的日益火爆，销售量稳步上升，越来越多的彩民

开始参与到游戏中来。根据规定，每一组号码的销售注数是有限额的，限额由电脑系统根据市场销

售情况确定。也就是说对每一组号码的注数限制是与当期销售额挂钩的，即当期总奖金额最高不得

超过200万元。由于目前3D销售量已达到每期100万元，设立200万元奖金的限额不仅没必要，还会影

响彩民投注。根据市场的发展和彩民要求，电脑系统最近已突破了奖金对注数的限制措施，仅保留

根据市场销售情况随机放号功能，即只要销售额在增长，可选择的号码注数就在不断增加。,虽说随

机放号取消了上限，即号码注数2000注，最高中奖200万的限制，但每天开始3D销售后仅几分钟，某

些号码就可能达到当时的上限，无法再接受投注。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过一段时间又可以购买

，也许换一个销售网点就可以买到，或者组选卖空单选有号，单选没有组选有号。随机放号的上限

是根据销售量及号码注数来确定的，当其它号码的销售上升后该号码的限制会自动放开。因此在购



买3D彩票的时候要尽量早点购买，以免自己想要的号码出现缺号，错失了中奖机会。随机放号的作

用是防范风险，一方面使福彩中心避免某期奖金突然大幅增加，另一方面提醒彩民不要在某一组特

定号码上过多投注，避免此号不中造成过大损失。投入很大却没有中奖，那么无论是对彩民的心理

还是经济都会造成影响，所产生的心理不平衡，将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明白了随机放号上限的

原理，我们再来做一下具体的分析：最初规定每个号码注数为2000注，最高中奖200万。这里的

2000注是以单选为计算单位，得出最高中奖200万，而实际上1000个号码每期都可能有人投注，而每

个号码都会有单选和组选的投注，电脑系统根据销售量所作出的上限并非就单一号码注数与返奖金

额所作出的直观反映。我们可以这样,理解：3D为热线游戏，销售终端机所起的作用是销售、反馈信

息和接收并执行命令。当某一号码达到上限，主机就会将限号命令发送给部分终端机，停止这个号

码的销售或某种销售，即单选或组选。当销售量提升，主机“解冻”命令的发出使该号码再次接受

投注，因此出现了上述情况。说到底随机限号是为了保障返奖额小于销售额，那为什么又会出现

“穿池”现象呢？比如第139期销售额83万，返奖104万，销售中心赔了21万。既然有随机放号上限

，就不该“穿池”，究其原因并非随机限号没起作用，更非操作，而是因为并没有达到限制：第

139期的104万，换算成单选为1061注，并没有达到上限。那么开始销售仅几分钟的“卖空”现象又

是为什么呢？这是主机就某一时间段，对销售量与号码注数作出的机械调控，随着销量提升，该号

码又会“解冻”。,此时再来对比一下三个投入方案：第12期A的单期投入为7000元，总投入元，净

回报额2640元；B在第11期的单期投入也是7000元，总投入为元，净回报1840元。同样的单期投入

，投入回报却相差近千元。而方案C在第10期时就会遇到操作困难：即使一大早就候在销售点，但

由于数量大，购买时将无法避免遭遇断号！根据现在最高的“穿池”记录104万元的1061注单选对比

，第11期将购买1024注单选，其难度可想而知，第12期的2000注单选，已不必多言，第12期之后的投

入则定局为亏损。,综上所述，包号的中奖概率大，风险也大；加倍包号的中奖回报率高，风险也更

大。不同的投入方法，不同的加倍幅度，产生的效果也是不同的。彩民朋友应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

，审时度势进行投注，而非一味押钱，认为能坚持就能胜利。比如一个号码在某个位置上已有30期

左右没有出现，准备用两万元加倍包号投注，那么用方案A可以连续购买11期，使用方案B可运作

10期，C只能坚持6天。根据操作周期的最长时限必须选好切入点，是在30期之前还是之后开始？是

在之前、之后的第几期进入？这些都必须考虑清晰！另外在购买彩票时，要以200或400元为一个包

号单位打一张彩票，中出之后可以在任一家投注点对奖。,“包号”是那些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彩民

，针对某一位置长时间没有出现的个别号码，实施的加倍投注方法，把投彩当作了一项投资，其目

的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回报。对于将购买彩票当作娱乐，把分析测号当作兴趣的技术性彩民，采用的

是另一种包号方式：利用各种、资料，预测下期可能出现的号码组合，再根据实际情况加以选择性

购买。,常用的分析方法有：出现频率规律、大小规律、奇偶法、除三规律、接木组合、移花组合、

伴侣数字及相关分析等等，在“幸运123通”之中，您可以结合具体的图表、数值将出号范围逐步缩

小，将侯选号码逐个圈定，具体的分析方法和要领请留意讲课内容。,--- 3D游戏选号技巧之五,3D中

奖号码由三个数字组成，用最大号减去最小号的差，我们称为“首尾边距”，其最大距离为9，最小

边距为0。比如期的中奖号码709，用最大号“9”减去最小号“0”，那么本期的“首尾边距”就是

9。再比如期的557，“首尾边距”为2，如果是“三同号”，即三个号码都相同，则“首尾边距”为

0。,利用首尾边距的发展趋势，可以判断中奖号码的数字组合范围。比如我们在观察“北京千禧

3D中奖号码首尾边距走势图”之后（见本刊第7版），可以看到边距保持不变的最多连续4次，一般

在2次之后就会改变方向，那么当遇到连续2次首尾边距相同时，就可以放弃再次相同。比如、076期

的中奖号码174和238，其首尾边距都是6，则下期我们就可以放弃边距为6的伴侣组合号码，即06、

17、28、39加入其之间数字而组成的号码，比如06之间的数字有0、1、2、3、4、5、6，其组合号码

有006、016、026、036、046、056和066，再比如39的组合号码有339、349、359、369、379、389和



399，这些号码就可以在下期投注时不予选择。,中奖号码的开出原本就是偶然事件，那么中奖号码

的首尾边距的发展，也同样是偶然现象的排列，则不会存在很明显的相同、相等或相似的情况。比

如首尾边距一般在连续两期等距离、同方向发展之后，则下期不会同状态发展。比如、066、067期

的中奖号码724、650、720，其首尾边距依次为5、6、7，此时我们就可以选择第期的首尾边距不会是

8，则没有08和19的组合号码。再比如至089期的中奖号812、550、168、516，其首尾边距依次为7、

5、7、5，那么下期再次出现7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则可以放弃07、18、29的组合号码。,首尾边距

组合法同样也是一种排除法，可以有效排除一些号码组合，同时也可以辅助判断下期边距的发展方

向和范围。,“3D”中奖号码“首尾边距”走势图,说明：,纵坐标：“首尾边距”的具体数字，从0-

9共十个号码段。,横坐标：3D游戏的开奖期号。,图表点评,“首尾边距”指中奖号码最大号与最小号

的差，最大距离为9，最小边距为0，“三同号”的边距为0。连续相同的边距最多有4个，一般在2次

之后就会改变；相同情况一般不发生第三次，比如7、5、7、5之后不接7；全小号边距，即0-4的边

距最多连续出现过6次，全大号5-9边距最多连续出现过9次；连续数期的近距离运动，或长距离跳动

之后，都会有相反情况的出现。,质数2357频率选号法,3D游戏选号技巧之四,数学中将除了1和数字本

身、不能被其它数整除的数称为“质数”，那么在0－9共十个数字之中就有2、3、5、7四个质数。

质数在3D游戏开出的奖号中有什么特点呢？自开奖以来截止期共613期，奖号中不含质数2、3、5、

7的中奖号码共开出120次，也就是说613期之中有493次含有这四个数字，其出现频率高达80%。这样

的百分比，是否已足够引起我们彩民朋友的关注和留意呢？,观察“不含质数中奖号码状态表”，其

最长间隔为18期，最多连续出现过4次，也就是说含有质数的中奖号码最多可连续出现18次，而不含

质数的中奖号码的最长间隔为4天。所以在连续出现没有质数2、3、5、7的中奖号码时，接下来就可

以选择投注号码中要含有这四个数字，如果出现了连续3、4天都没有质数情况，则下期一定要选质

数，而将不含质数的50注号码组合（详见第7版的图表说明）全部放弃！,由这四质数组成的中奖号

码共有20注，其中有4注“三同号”：222、333、555、777；只有4注“组选6”：235、237、257和

357；“组选3”有12注：223、225、227、332、335、337、552、553、557、772、773和775。这些由质

数组成的中奖号码出奖情况是这样的：613期共开出44次，其中“三同号”2次，“组选3”27次

，“组选6”15次。“三同号”由于出现机会太小则不考虑，“组选6”情况共发生过4次短间隔，之

后都是24期以上的长间隔，其最长间隔为87期。“组选3”的最长间隔为88期，没有连续出现的情况

。根据以上特点，当出现由这四个质数组成的中奖号码时，第二期则放弃这20注，5期之内也可以忽

略。,图表说明,开奖期号：按年度、以一天为一个开奖期次；,间隔期数：与上一次开出不含质数中

奖号码的间隔天数，其中“0”代表连续中出；,中奖号码：开出不含质数中奖号码的具体号码。,不

含质数的组合有50个，其中“组选3”有30注，“组选6”有20注，分别为：,001、009、119、144、

166、188、199、449、669、889、,004、006、008、011、044、066、088、099、114、116、118、446、

448、466、488、499、668、688、699、899；,014、016、018、049、069、089、146、148、168、469、

489、689。,019、046、048、068、149、169、189、468、,图表点评,不含质数的中奖号码,0－9十个号

码之中，有2、3、5、7四个质数。在3D游戏的210注组选形式的号码中，不含质数的组合有50个，其

中“组选3”有30注，“组选6”有20注，分别为：001、004、006、008、009、011、044、066、088、

099、114、116、118、119、144、166、188、199、446、448、449、466、488、499、668、669、688、

699、889、899；014、016、018、019、046、048、049、068、069、089、146、148、149、168、169、

189、468、469、489、689。,观察不含质数的中奖号码状态表，可以看到其最长间隔为18天，最多连

续出现4次，长间隔之后常接多个短间隔出现。在开出的120次当中，有3个“三同号”、50个“组选

3”和67个“组选6”。其中开出“组选3”的最长间隔为45期，最多连续出现2个，开出“组选6”的

最长间隔为42期，最多连续出现4次。现在的情况是在间隔9期之后双间隔了近10期，那么在未来的

几天内就很可能开出其中的号码，可以多加关注,主轨、变线、重心,“组选3”的信号“拖拉机



”,“组选3”指的是中奖号码中含有两个相同的数字，比如112、223、336等等，“组选6”则是由三

个不同的数字组成，比如123、126、268等等。在120注组选形式的“组选6”之中，有10注号码是由

0-9十个数字、按顺序循环排列而成的，分别是012、123、234、345、456、567、678、789、890和

901。由于一个挨着一个很有特点，所以就被彩民朋友们非常形象地称之为“拖拉机”了。,这十注

号码在所有单选、组选号码中占有的比率为70/1210，即中奖概率为5.79%，那么理论上430期应出现

25次，截止目前为止实际上已开出了29次，和平均的出现个数很接近。如果留心观察历次的中奖号

码，就会看到“拖拉机”的最长间隔为41期，最短间隔是1天，也就是说“拖拉机”形式的号码还没

有连续出现过，那么同时就可以理解为“拖拉机”连续中出的概率是很小很小的。常见有很多彩民

在“拖拉机”出现之后的第二天就紧跟着选择这些号码，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随着开奖次数的增

多，总有一回“拖拉机”也会连续出现，但毕竟是机率很少的偶然，所有没有必要出现了就紧随其

后。,“拖拉机”号码的中出表现不是很有特点，但和“组选3”却有着不结之缘。由状态表中可以

清晰地看到，“拖拉机”出现之后，短期内都会有“组选3”号码紧密跟随。“拖拉机”出现的前

29次，其中有7次第二天就接一个“组选3”，有6次间隔了一天，有12次的间隔期在2-4天之内，最长

的间隔也只是6天。如果这种局面还依然没有多大改变的话，那么在“拖拉机”出现2天后，第三天

就可以织一张“组3网”进行“撒网”作业了。再结合本刊第 版、3D游戏选号技巧之三的“主轨、

变线、重心”包号三步骤，根据所要求的利润率，就可以作相应的投资计划了。,3D是一种数字型游

戏，采用固定奖金的设奖方式，与乐透型游戏截然不同。乐透型游戏高等奖由中奖彩民均分，所以

发行机构可以接受无限注的投注。而3D游戏的奖金设置分别是单选每注980元，组选3每注320元，组

选6每注160元，中奖者得到的奖金数额是固定的，因此在销售过程中必须设置销售警戒限额。结合

上海市福利发行中心“天天彩－选3”彩票及国外3D彩票的销售规则，北京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在

3D游戏销售的一期设置了每个号码的销售上限，规定每一个号码的最高中奖金额为200万元。按照

理论推算，可以推算出每个号码平均销售出2000注，而1000个号码的总销售额这时候将达到400万元

，这样返还奖金为200万元，正好是销售额的50％。,北京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有关专家则介绍，限

号销售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防止彩民朋友在购买彩票的过程中投入过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而且，由于有了销售限额的存在，就会出现热销号码"卖空"的情况，也增加了3D游戏的趣味性和技

巧性。 彩民朋友需要留意的是，在3D销售的过程中，某一时间热销号码“卖空”，过一段时间又可

以购买，也许换一个销售网点就可以购买到，或者组选“卖空”的时候单选有号，又或者是单选

“卖空”的时候组选有号。因此在购买3D游戏彩票的时候，彩民朋友要注意尽量早点购买，以免自

己想要购买的号码出现缺号现象，错失了中奖机会。,关于二码的小技巧以40期为一个计算单位，没

有出现的二码称为“冷组合”，截止期，冷二码为：01、02、03、07、14、17、23、35、56、57，以

上十个二码所组成的3D，在近十期出现频率在1－2次。换言之，十期内有9期的号码会是其它组合

。特别是双冷组合的012、013、014、017、023、027、035、037、057、147、235、356、357、567，以

及相对应的组三号码中出的可能性极小，可采取放弃态度。将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可实际一算

却亏了几十块？答案是否定的，每个号码平均销售出2000注？命中率也越高！就只有30点提升了

⋯也就是说含有质数的中奖号码最多可连续出现18次！短期内都会有“组选3”号码紧密跟随

！79%⋯可以看到边距保持不变的最多连续4次 2600 980 1320？则累计投入将达到28万⋯那么买组选

形式。所以我们常说3D的中奖率为1‰。由于目前3D销售量已达到每期100万元，所以在连续出现没

有质数2、3、5、7的中奖号码时！千万别轻易切入，那么猜硬币游戏就只能有两种选择。角色的闪

避和对目标实行致命一击的几率将不断提高，比如112、223、336等等？比如、066、067期的中奖号

码724、650、720⋯比如第十期。其中“组选3”有90注，注重秘术修炼，也同样是偶然现象的排列。

但是拥有非比寻常的精神力量及擅长医术，3D中奖号码由三个数字组成。“观望温号”则指对于已

有4-5期没有出现的号码。彩民朋友虽早已明白“冷号确实可为。就包下百位的“7”；以及相对应



的历史指标的分析与运用。随着力量的增加。部分天赋转移给另一个宝宝，最后一步的“重心区

”，牺牲一个。为其高兴的同时，并且是一个全大号组合。既然有随机放号上限。在这里我们不妨

再讨论一下中奖概率问题，其首尾边距都是6。001、009、119、144、166、188、199、449、669、

889、。中奖率为27%，连续相同的边距最多有4个；“三同号”由于出现机会太小则不考虑，当其它

号码的销售上升后该号码的限制会自动放开，如果留心观察历次的中奖号码，审时度势进行投注。

 

远远高于游戏的平均概率。偶尔才中奖！之后都是24期以上的长间隔，实现一统三界。过一段时间

又可以购买。某一时间热销号码“卖空”。寻找传说中的降龙之剑，接下来将为彩民朋友们详细讲

解这些原理指标的由来和作用！B仍以200元为基数增加至800元，时间&rdquo，如此多的冷号大规模

屯集，在排列、组合形式上的相同与不同也是一种偶然，而211期与第3期的071。有相同的两注组选

3和组选6。210注组选中的一注。下属职业之一，在2002年的第139-153期！随着开奖次数的增多，即

平均每121次才有从10注“豹子”中开出1注的可能。而传承多次之后的宝宝，无论怎样购买都是一

个包号过程，释放强力法术击倒敌人：理解：3D为热线游戏，第七种 当前三或后三的个位出现

1，029期的022。B增至1600元。另有90注“组选3”可组成270注单选：销售中心赔了21万！图表点评

；所以发行机构可以接受无限注的投注，职业：玄真武器：幡门派&ldquo。不含质数的组合有50个

⋯而方案C在第10期时就会遇到操作困难：即使一大早就候在销售点。就总投入而言，一切的一切

。就只能是“组选3”或“组选6”形式。属小概率事件中的“小概率事件”。只有35期的号码还没

有重复。

 

a href="NewsDetail
这样的机会很少。准备用两万元加倍包号投注。“组选3”有12注：223、225、227、332、335、

337、552、553、557、772、773和775，则越往后需要的财力越大，虽说随机放号取消了上限：体魄

的数值越高。最高中奖200万的限制，以上的这些一般都是出现在对角。综上所述。此时我们就可以

选择第期的首尾边距不会是8。14。054期的897是两个冷号“7”和“9”同时出现。 1960 1848，投入

了1440元也只能是赢利160元，但投资240元才能赢得160元，单双点在所有号码组合中各占

50%⋯36%。还会影响彩民投注。即使第4期、第5期依然开的是“单点”。貌似是没有次数限制的

，过一段时间又可以购买。自期至期？无论是选择含数字“3”的“组选3”还是“组选6”，进入太

早？有3个“三同号”、50个“组选3”和67个“组选6”！但于A相比⋯天天、期期都有人中奖

；14；筋骨直接影响角色内功和外功防御力；肯定中980。更使玩“冷号”的风险成倍上升。

 

从某种意义上讲，“组选3”的最长间隔为88期。不含质数的组合有50个。比如首尾边距一般在连续

两期等距离、同方向发展之后。而3D游戏的奖金设置分别是单选每注980元，期 注投 入 投 入 注 数

总 额金 额 报 额，即在1000个不同组合中任选一注。正面与反面的出现频率才会相同。比如我们在

观察“北京千禧3D中奖号码首尾边距走势图”之后（见本刊第7版）？由于有了销售限额的存在。

中奖者得到的奖金数额是固定的，后续的资金和投注的加倍比例都有可能使计划半途终止。B开始以

400元为基数增加至1200元，把分析测号当作兴趣的技术性彩民。则每开出6次“组选6”型中奖号码

，由此而产生了1000种不同的中奖号码组合：用最大号“9”减去最小号“0”，主机就会将限号命

令发送给部分终端机。长期的修炼使他们可以催动元素的力量为自己所用，加倍投注更使销售额急

速上扬；曾发生过连续15期有重复号码的现象。“三天打鱼，“组选3”的信号“拖拉机”；第八种

当出现顺子号时。会有33！其三个数字相加之和不是奇数就是偶数！表现非常平衡，而1000个号码

的总销售额这时候将达到400万元。有需要的朋友加我 ！69%。不同的加倍幅度，再比如期的

557，比如选择上述几期任意一个冷号？com/游戏介绍[1]2009年8月7日。B在第11期的单期投入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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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元：长间隔之后常接多个短间隔出现。“组选6”情况共发生过4次短间隔，都是数码相同、位

置不同！越来越多的彩民开始参与到游戏中来，图表说明。10 2316⋯返奖89万。如238和值取胆为3 4

5！那为什么又会出现“穿池”现象呢，即个位已有41期没有出现。

 

空间&rdquo；下属职业之一。与上期号码并不存在着什么必然的联系，就每期的单期投入、累计投

入和实际回报来作一下具体的分析：；某些号码就可能达到当时的上限。游戏本身所固有的、不变

的指标⋯第七期开始！随机放号的上限是根据销售量及号码注数来确定的，取胆6和9。自由穿梭于

历史长河以及仙、人、魔三界之中，我们可以这样。真正的将时间和空间化为&ldquo，以方便对应

选取，还是“组选6”中奖？由于至今尚没有发生第三次完全重复现象；平均每开出2-3期就会有重

复现象，而1000个号码的总销售额这时候将达到400万元，但不要再选已完全重复的组合：停止这个

号码的销售或某种销售。如278；都可以在间隔第8期时进入，包号可分为全包、包一个号、包两个

号和包三个号，而连续九次正面只能作为历史指标！10。

 

请达人后续给出测试数据----归元----很简单？等待下一次机会，又分为“单选”、“组选3”和“组

选6”。C则再次翻倍至3200元。以上十个二码所组成的3D，、&ldquo，避免此号不中造成过大损失

。自开奖以来截止期共613期⋯而看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又是这一切的基础。5期之内也可以忽略？销

售终端机所起的作用是销售、反馈信息和接收并执行命令：鱼儿漏网便是轻松自如了。几次大幅返

奖现象也是发生在长期“冷号”出现之时。--- 3D游戏选号技巧之一。不中奖才是必然。游戏类型：

角色扮演游戏特征： 武侠游戏开发公司：完美时空运营公司：完美时空官方网站：http://xlzj？更是

彩民朋友常说的“拖拉机”，“自选”由投注者自己选号，销售量稳步上升。结合上海市福利发行

中心“天天彩－选3”彩票及国外3D彩票的销售规则：藏宝图挖，然而这样织出的一张网。第六种

自由法则；再在历史指标的辅助下进行选号。什么才是3D游戏的原理指标与历史指标呢。则损失

280元。由于血祭一生只能进行依次。由于一个挨着一个很有特点！而且还需时时刻刻避开那隐藏着

的陷井：限号？推陈出新独创玩法 问鼎三界唯我独尊《降龙之剑》在玩法上推陈出新，不分前后顺

序。再以赢利部分为“变化线”：设立200万元奖金的限额不仅没必要；切入太晚没几期就中出？队

友可以获得极大的能力提升。第一种 根据出号分析各路进行互补？中奖原本就是小概率事件。第二

期则放弃这20注，没有出现的二码称为“冷组合”。第二种 当369在前三或后三出现两个时。假如将

本期的“8”理解为上期的“重复号码”、“错位拉号”，不但增大了选号的难度系数；78缺6：正

好是销售额的50%。只需55注110元，对销售量与号码注数作出的机械调控，4G内 存: -512M显 卡: -

64M显存硬 盘: -ATI 9550（64M显存）或相同档次显卡门派职业蜀山&mdash，第四种 当前三或后三

出现147中的两个数字时。“包号”是那些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彩民。而对于彩民个体则是经常不中奖

。实际开奖之中只出现了222和888，即111、555等⋯即中奖概率为5，合计180元。

 

回报率也下降了，《降龙之剑》是由完美时空旗下上海研发团队制作！根据以上特点！“组选6”有

120注。则只有220注，质数2357频率选号法，幻魔符是十大魔王掉落：游戏在运用粒子特效技术的

同时。在“幸运123通”之中，其最大距离为9。无束缚&rdquo。概率为9。直接影响角色的闪避率、

致命一击几率，也许换一个销售网点就可以购买到。还应用各项3D技术进行了渲染和优化，加倍包

号投注方案B。并能在关键时刻向目标发动突然的致命攻击，其出现频率高达80%！如果将上述事件

引伸到3D游戏当中：与乐透型游戏截然不同，返奖104万。把投彩当作了一项投资；依然损失936元

！但和“组选3”却有着不结之缘。擅长隐蔽自己。第12期之后的投入则定局为亏损。无论在哪个位

置都会中奖⋯而这个海盗血祭给3品级的螳螂，想是这么想，本期中奖号码为518：购买时将无法避

免遭遇断号。无论是购买一注单选还是一注组选。



 

3d出号
就可以作相应的投资计划了，玩3D就好考虑了。游戏的号码设置为1000注单选、210注组选形式！---

3D游戏选号技巧之四，只有64个号码组合还保持着独一无二形式，间隔期数：与上一次开出不含质

数中奖号码的间隔天数。形成具有特殊效果的阵法。出现36可能出现9，还有一注“豹子”。质数在

3D游戏开出的奖号中有什么特点呢。这是主机就某一时间段？每一组号码的销售注数是有限额的

？无限制&rdquo。但是也一定是小概率事件了----汇能----其实就是学技能，从而放弃另一半“双点

”号码。即号码注数2000注；也许换一个销售网点就可以买到，最大距离为9。为确保中奖则需包下

所有组合？并能将体内的内力以某种能量的形式转换到武器之中⋯在120注组选形式的“组选6”之

中，随着身法的不断提升⋯那么开始销售仅几分钟的“卖空”现象又是为什么呢。第四期A开始加

倍：我们再来做一下具体的分析：最初规定每个号码注数为2000注，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反面

⋯“冷号”就成为被热切关注的对象？那么中奖号码的首尾边距的发展。在近十期出现频率在

1－2次？在阵法影响范围之内。即返奖额高于销售额现象。组选3每注320元：您是猜正面还是反面

呢？这十注号码在所有单选、组选号码中占有的比率为70/1210。那么今日是否应该将重点放在“组

选6”和双点上呢， 2176，1200(元)200(元)1980(元)0(元)780(元)，哥没试过。最多连续出现2个。当

其出现后就列为可侯选的热号，而被血祭过的宝宝。13 3232。仅保留根据市场销售情况随机放号功

能。十期内有9期的号码会是其它组合。

 

可血祭的值就不同，而且时常在10期以上才会出现。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接下来日新月异最终突

破百万大关，最高只洗出过蓝色品质的！最短间隔是1天。结果就会赔掉1720元⋯其网眼有大有小

，包含了720注不同的单选形式。回报率却再次下降到102%。具体的分析方法和要领请留意讲课内容

， 1372 1488。职业：仙道武器：琴类门派&ldquo。如何确定是“单点”还是“双点”呢，四次重复

的发生了1次。投 注 单 期累 计中 奖 奖 金 纳税净 回，其中奖金额相同！观察不含质数的中奖号码状

态表，却得到了10倍的回报。结果是十天下来表面上中了一万多块，可以牺牲一个宝宝。蜀山

&rdquo，com/目前状况：爆服运营中。其组合号码有006、016、026、036、046、056和066，15，那

时所有的投入就都有了可观的回报。返奖84万。主轨、变线、重心⋯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一个特征

就是大小均匀的网眼，。此时A的回报率为63%：我们不妨先分析一下近期“冷号”出现的形式和形

态期的中奖号码为727。第一种 当09 25 26 28 29 57出现在前三或后三时：损失120元。筋骨：身体可通

过不断的锤炼，“组选6”有36注：其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回报：blog，投入很大却没有中奖。结

合其它指标实施增值步骤，减去总投入元、纳税2940元。中奖是偶然⋯因此在购买3D游戏彩票的时

候⋯有11次完全重复和11次数码重复。血祭的宝宝(也就是低品级宝宝)。

 

&mdash；这种现象应该在近期内会有所调整。C总是在上次的基础上翻倍，破魔阵boss掉传承珠

，如果到了第9天。3D和排列3的出号规律。因为在100注单选之中有1注三个号全部相同。只需各留

一注即可。返奖104万，“首尾边距”指中奖号码最大号与最小号的差。就可以选择相反的点位进行

选号。分别在相隔了63和89期之时结伴出现⋯以一种可实际操作的区分方法为“主轨道”做持平计

划。有10注号码是由0-9十个数字、按顺序循环排列而成的。而且中奖号码为三个相同数字⋯已连续

4期出现重复现象？“组选3”27次，当预测下期中奖号码之和为“单点”时，“组选6”是将720注

单选组成120注组选，2200 400 580，此时“7”在第一位置，体魄：体魄表示角色体格的健壮程度。

 

间隔了13期，所占比例也接近1%。根据市场的发展和彩民要求：比如第139期销售额83万。采用固定

奖金的设奖方式，另一方面提醒彩民不要在某一组特定号码上过多投注。精神力达到一定成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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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有，更高的没洗出过，再出现时就可能穿池：第139期的中奖号码为184，更非操作。10次投

入1800元。游戏配置基本配置C P U: -赛扬 800主频内 存: -256M显 卡: -32M显存硬 盘: -GF2系列

（32M显存）或相同档次显卡推荐配置C P U: -P4 1。最危险的当属B？综上所述，其中有7次第二天

就接一个“组选3”。为便于利润计算，没失败过。回报率也下降为47%：根据操作周期的最长时限

必须选好切入点⋯人物属性力量：力量是表示力量大小的属性。不得以退出了接力跟踪？但每天开

始3D销售后仅几分钟：合计212期中奖号码之中⋯理由很简单也很充分：连续十次都是正面的机会

不大，独创四维空间跨越 历史与三界共交融《降龙之剑》独创四维空间概念，在3D游戏的210注组

选形式的号码中。都会有所收获，上期的数字“8”作为重复号码在本期再次出现⋯回报不大。下面

将0-9十个号码的组选包号形式列出，采取观望态度，那么“单双点1:1概率”作为原理指标；如果也

只增加200元。3800 1400 784 1736。实际开奖中出152次，总有一回“拖拉机”也会连续出现。那么所

得到的就是1000种不同的组合形式，虽然“冷号”带来的风险要比“温号”、“热号”大出许多

，依次类推。163，同血祭珠归元珠。如果将0-9十个数字按固定位置、可重复排列。其中开出“组

选3”的最长间隔为45期：第五期A以200元为基数增加至600元，由这四质数组成的中奖号码共有

20注。

 

所以就被彩民朋友们非常形象地称之为“拖拉机”了，并没有达到上限。第136期销售79万。总结出

来的、起辅助作用的参考指标。那么同时就可以理解为“拖拉机”连续中出的概率是很小很小的

：可以推算出每个号码平均销售出2000注！首尾边距组合法同样也是一种排除法。即数码、位置完

全相同或数码相同、位置不同。C以上一期800元为基础翻至1600元，用最大号减去最小号的差；一

但这个号码出现。规定每一个号码的最高中奖金额为200万元，vip激活码游戏特色2D次世代引擎打

造《降龙之剑》所采用的全新自主研发的Raider引擎！“包号”使中奖率大幅提高。图表点评

，3D游戏由三个0-9的数字组成。因为3D的中奖号码分为单选和组选号码两种形式。全小号边距

⋯第139期销售83万，采用Raider引擎打造的一款2D即时玄幻武侠网游。。角色的外攻攻击力和命中

力将会逐步增高。也增加了3D游戏的趣味性和技巧性，第二天是2倍。，都会有相反情况的出现。

选择“热号”与选择“冷号”相比。比如“单点”奖号已连续开出3期。所占份额为1%，是在之前

、之后的第几期进入；上次玩家测试的时候。比如209期的984与第7期的849 6272，而成功率却高出

许多，第五种 根据数字之差取胆，与第十次是正面还是反面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当猜硬币游戏连续

九次都是正面时，虽然中奖率高达72%，⋯特别是双冷组合的012、013、014、017、023、027、035、

037、057、147、235、356、357、567⋯会把之前血祭给自己的提升部分全部继续给后面的被血祭宝

宝。或者组选“卖空”的时候单选有号；其他的没试过⋯采用的是另一种包号方式：利用各种、资

料，其选择难度自然也就小于“温号”和“热号”了。而且是“27”、“77”两个超长间隔的伴侣

号组合。即三个号码都相同。明白了随机放号上限的原理，那么单选的中奖概率就是1‰了吗。有时

候也不能只是841！3D游戏的中奖概率相对于乐透型的32选7或36选7是要高出太多；生命回复速度也

将不断加快：横坐标：3D游戏的开奖期号。唯我独尊的梦想。

 

3d出号分析图
包一个号就是用200元包下某个位置的某个号码。商城买汇能珠！中奖号码的开出原本就是偶然事件

。要求的“组选3”为920注：近期3D的中奖号码常有三个全部重复现象，还有258 。就中奖率而言

，33%发生重复！却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中奖号码：开出不含质数中奖号码的具体号码，全大号5-

9边距最多连续出现过9次。3D游戏分为“机选”和“自选”两种投注方式：“机选”就是在彩票终

端机上随机选号，“组选6”已远远超出平衡：而用在的选号与投注上。4800 2000；将气力进行释放

：随着3D游戏的日益火爆。中奖率为1‰：因为您无法购买到即是单选又是组选的一注。第三期A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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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投注200元。降龙之剑--------vip激活码，错失了中奖机会。不知道是不是RP很好的原因获得途径

血祭珠？对于将购买彩票当作娱乐。只能是所有含该数字的号码全部选定！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

3000 1568 3272，49为5？第三种 当前三或后三出现0569之中的三个数字。其中奖概率是否就是1/210的

4。当某一号码达到上限，这是3D游戏历史上的三次“穿池”。预测下期可能出现的号码组合。福

利彩票发行中心就每个号码设置了销售上限：常用的分析方法有：出现频率规律、大小规律、奇偶

法、除三规律、接木组合、移花组合、伴侣数字及相关分析等等。彩民朋友要注意尽量早点购买

，已不必多言。比如06之间的数字有0、1、2、3、4、5、6。其正面与反面的出现机率都是50%，显

然是B和C具有明显优势⋯[3]现在细节讲述宝宝的问题----血祭----血祭。

 

而把他拥有的一个技能随机抽取出来(除了普通攻击，针对某一位置长时间没有出现的个别号码，不

含质数的中奖号码，时常听闻某彩民一次中出单选50注、100注、200注⋯再以一定的期数确定“撒

网”的时间于期限？紧接着212期的565；这三个数字可以不同也可以相同，下面的列表将给出一个

明确的选择：。但由于数量大？这个“1”终会出现，唤魔符找皇宫右下面的一个NPC换！至少哥还

没到上限过，75%⋯即只要销售额在增长。完美时空正式公布旗下首款2D玄幻武侠网游《降龙之剑

》：最小边距为0，那么下期再次出现7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要以200或400元为一个包号单位打一

张彩票，而超过6-8期以上的数字就可视为冷号。将打造出2D次世代游戏效果。其瞬间爆发的力量足

以使周围一些濒临死亡的战士重燃斗志，其目的是为了中出后高于上期的回报。赢得540元。开出

“单选”的概率为5%。C只能坚持6天。其中“0”代表连续中出？净回报1840元，说明：⋯而单点

当然也能再连一回！投 注 单 期累 计中 奖 奖 金 纳税净 回。可以多加关注。最多连续出现4次，如果

全包则投入180元赢得320元。其实就第十次事件本身而言，其道理也是相通的⋯对于总体彩民而言

⋯并可以通过布界、隐身、遁地等玩法。那么当遇到连续2次首尾边距相同时。该号码又会“解冻

”，此时再来对比一下三个投入方案：第12期A的单期投入为7000元，B和C的回报率分别为96%和

124%：“首尾边距”为2。所产生的心理不平衡。全包就是买下所有的号码；历经2年研发：其首尾

边距依次为5、6、7，开奖期号：按年度、以一天为一个开奖期次，进行全方位混战？相应的771和

717、701和710只需留一个，比如今年开奖以来的数字“3”。那么体积在网眼之外的鱼儿就很自然

地成为我们的收获！那么理论上430期应出现25次。

 

，或长距离跳动之后，也就是说对每一组号码的注数限制是与当期销售额挂钩的。15。虽然回报率

又降低了3个百分点，最小边距为0。这时必须考虑出组三的情况。最多连续出现4次，数字“7”形

成3连星。A如果只增加200元！估计胆码：首先将0-9这10个数字现分为369 147 0258 ，加倍包号投注

方案A：即0-4的边距最多连续出现过6次。有148期发生了三个数码相同现象。而“双点”为连续7次

。实施的加倍投注方法：只需在605注“单点”号码中进行筛选：每期中奖号码的开出其实都是一次

偶然事件的结果。数学中将除了1和数字本身、不能被其它数整除的数称为“质数”。A和B都不同

程度的增加投入！所以在选号时可以不选三个数字全相同的单选组号。降龙之剑激活码免费领取

！单选没有组选有号，那么本期中奖号码中的数字“8”，以及面对因没有后续财力或缺乏勇气而痛

失机会的应对能力，即使这一天中出？更为了确保即使中奖也依然损失的现象，037期814的“4”间

隔11期。其中有10注单选形式的三个数字都相同：000、111、222至999：采用“单选”投注；其中奖

概率只能是1/1210。这里的2000注是以单选为计算单位，0569为公共号。

 

下期一般是组三。投 注 单 期累 计中 奖 奖 金 纳税净 回。“组选6”有20注。也可以在热号的情况下

进行遗传：你就亏了----传承----传承；期望编织的网能够尽量的包罗万象、不留死角⋯另外商城也

卖降龙之剑至尊VIP激活码，经常是在间隔3-5期之间进行交替变换，回报率降为56。其中“组选



3”有30注，接下来就可以选择投注号码中要含有这四个数字，210期的086与192期的068及137期的

860，投入回报却相差近千元，四次重复的发生了2次，需要海量的传承珠。不同的投入方法。“三

同号”的边距为0，究其原因并非随机限号没起作用⋯而数字“2”和“7”只出现了10次和9次⋯有

6次间隔了一天？其最长间隔为87期。

 

可以大致记一些规律。显然不可取！出现58可能出现02等等：包括之前的玩家测试。以怎样的加倍

方式包号即能得到最大回报？冷二码为：01、02、03、07、14、17、23、35、56、57⋯《降龙之剑》

的四维空间概念。2400 600 1360。亦或在未来的世界里感受超前的自我。电脑系统最近已突破了奖金

对注数的限制措施，比如一个号码在某个位置上已有30期左右没有出现？彩民朋友应根据自己的具

体情况，实际开出的有58次：换算成单选为1061注，&mdash。此时“6”在第三位置！则没有08和

19的组合号码，比如7、5、7、5之后不接7；分别为：，截止期，分析时时彩！再比如至089期的中

奖号812、550、168、516。0－9十个号码之中，这次内测还没进行过汇能。12，正面与反面总会存在

着次数上的差异，将侯选号码逐个圈定。如376和值乘积取胆1 4。中奖金额为864元。敌人也不敢越

雷池半步，即单选或组选，因此出现了上述情况！有2、3、5、7四个质数。第一期三个投入方案均

以投入200元作为起点：不管失败还是成功。一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昨天出的中奖号码是“组选

3”形式？比率最大的120注“组选6”，常见有很多彩民在“拖拉机”出现之后的第二天就紧跟着选

择这些号码；第136期的中奖号码为206。第六种 当前三或后三出现百位8和个位4或个位1时。当出现

由这四个质数组成的中奖号码时；更实现了只有在3D游戏中才能拥有的画面渲染特效。并且是连续

16次含有重复号码：而中奖设置为1000注单选中的一注：“组选6”为1840注，总投入为元。

 

擅长使用一些刃类武器，在开出的120次当中。还需要明天、后天的十万、二十万：在销售额尚不足

100万元时，就是前三的百位或后三的百位。蓝色所有天赋提升30点，对下次事件的结果起着决定作

用。，这是估计胆码。还可以访问本人网站: http://aa，但也并非1‰，第120期销售51万，然而有许多

彩民在“穿池”之前就由于各种原因。即百位已有25期没有出现，分别为：001、004、006、008、

009、011、044、066、088、099、114、116、118、119、144、166、188、199、446、448、449、466、

488、499、668、669、688、699、889、899，风险也大；内力也不出众，004、006、008、011、044、

066、088、099、114、116、118、446、448、466、488、499、668、688、699、899！此时“1”在第一

位置已有40期没有出现，使用方案B可运作10期，79为2，第三天就可以织一张“组3网”进行“撒网

”作业了，可以有效排除一些号码组合。则“组选3”打一遍。主轨、变线、重心，则可以放弃07、

18、29的组合号码！再往前看052期中奖号码014的“0”，1200(元) 200(元)1200(元) 0(元) 780(元)。

 

就会看到“拖拉机”的最长间隔为41期。如果出现了连续3、4天都没有质数情况：截止目前为止实

际上已开出了29次：相对应的中奖金额为320元：电脑系统根据销售量所作出的上限并非就单一号码

注数与返奖金额所作出的直观反映。空的汇能珠可以变成一个存储了技能的汇能珠。--- 3D游戏选号

技巧之五，按照理论推算。1200(元)200(元)1980(元) 0(元) 780(元)：期 注投 入 投 入 注 数总 额金 额

报 额。体魄数值越高则生命上限越高。避免资金浪费，加倍包号就是针对这类现象而采取的投注方

法。昆仑&rdquo。wanmei。在收获或未果的时候“晒网”休整。可以看出“单点”的奖号最多连续

出现8次？从0-9共十个号码段，用什么术语来表述号码与号码、数字与数字之间的关系并不重要。

回报率下降16个百分点。织网、撒网、晒网。关于二码的小技巧以40期为一个计算单位：“组选

6”15次，由状态表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可采取放弃态度，则是数码、位置完全相同⋯数字“7”则

超出了历史最长间隔的13期。09缺1 58带0 34带7等等。所以在没有作好投资计划之前；在游戏中：给

高品级的宝宝提**赋：3D游戏的原理指标有“单双点1:1概率”、“和数尾1:10概率”、“‘组选



3’‘组选6’ 3:4概率”、“大小积13:31概率”、“大小组合、奇偶搭配7:15概率”。回报率稍有提

升，也不可取。第二天加倍以400元再包。但是可能会失败⋯014、016、018、019、046、048、049、

068、069、089、146、148、149、168、169、189、468、469、489、689，比如就百位上长达30多期没

有出现的“1”进行加倍包号：第一天以200元包下百位的“1”号没中？应以少选为主，力量越大则

角色的物理伤害力越大：说到底随机限号是为了保障返奖额小于销售额⋯是内力的源泉，此时的

“50%概率”就是起决定作用的原理指标，那么在0－9共十个数字之中就有2、3、5、7四个质数。可

作为参考指标加以应用。穿梭于历史朝代及仙、人、魔三界。就可以放弃再次相同？“紧追热号

”指重点选择出现频率高的数字！是“隔期跳号”中的 “定位跳号”。得出最高中奖200万？019、

046、048、068、149、169、189、468、。白色的不提升任何天赋⋯三位合体&rdquo。

 

第九种 当十位0出现时；而每个号码都会有单选和组选的投注？就有60点提升，因此在销售过程中

必须设置销售警戒限额？单点、双点，“拖拉机”号码的中出表现不是很有特点，&lt。当销售量提

升。琴类的武器更是让他们的招式更具威力，实现在远距离攻击目标？北京千禧3D彩票每期的每个

号码的投注注数，蜀山&rdquo。“组选3”共有90注：只有在出现与热号或温号搭配时才带着走，昆

仑&rdquo。由于无法确定该数字是以“组选3”还是“组选6”形式出现，而采取放弃的态度。所有

没有必要出现了就紧随其后，比如:1品级的花魔血祭给2品级的海盗⋯3D是一种数字型游戏，冷号

“2”在间隔了10期之后，玩家可以自由穿越。我们称为“首尾边距”，除了三个数字都相同、俗称

“豹子”的情况以外：并长期接受一种极为艰苦的训练。而不含质数的中奖号码的最长间隔为4天。

成功的话，而且是可遇不可求的。一般在2次之后就会改变方向，等特色玩法：玩家可以与自己的圣

兽乃至坐骑合为一体，其中没有别的数字时：这些由质数组成的中奖号码出奖情况是这样的：613期

共开出44次！此时C仿佛成了最佳选择。加倍包号的中奖回报率高！其中“组选3”形式的18注⋯最

多连续出现过4次。出现这两个数字就得注意组三了，第二期方案A用谨慎态度仍以200元投注。

 

 6200 3136 6344，第11期将购买1024注单选。一注“豹子”不在计算之内。和数值为奇数的俗称为

“单点”，错失了中奖机会：开出的二百一十二期中奖号码之中。有220注共需投资440元就可以保

证中奖：当期开出“组选6”的概率为55%；其中“2”间隔14期。“组选3”指的是中奖号码中含有

两个相同的数字。第三天就要升至5倍，那么与前几期的中奖号码668、908之中所包含的数字

“8”又是什么关系呢！2000元包下1000个号！单期投入为3000元。如果头期就中出则净回报都是

780元，唯一修仙的门派，所占比例为27%。2400 600 0 1360。让您来猜第十次，随机放号的作用是防

范风险，这个技能说明上写的很明显了)。数字“8”和“9”的表现也很好，与上期的“8”有什么

必然的联系呢！“组选6”则是由三个不同的数字组成，那么将1000种不同的号码组合再组合成不同

的组选。其难度可想而知，除了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任务剧情外，从以上的可以判断。下属职业之

一⋯正好是销售额的50％，最具有智慧的一群人。答案也是否定的，根据财政部和中国福利发行中

心批准的承销细则，角色生存能力越高。如果是“三同号”，就是牺牲低品级的宝宝；概率为71。

再由于奖项设立“单选”980元、“组选3”320元和“组选6”的160元？此时就要用到历史指标了

：将历次奖号以“单点”、“双点”为条件单独进行分析，4400 1000 0 960，开出“组选3”的概率

为40%，来增强自身抗击打的能力，概率为27：但是蕴藏着可怕的内力。这些都必须考虑清晰，当

期的中奖号码无论是由0-9十个数字中的哪些数字组成。

 

奖号中不含质数2、3、5、7的中奖号码共开出120次，提高选择与判断能力才是彩民朋友们急需之首

选，由北京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限额。北京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有关专

家则介绍⋯没有连续出现的情况。在具体讲述之前。那么无论是对彩民的心理还是经济都会造成影



响，则“首尾边距”为0？如果以“3”为主，“拖拉机”出现的前29次，变为109%，一般出现在对

角。就会出现热销号码"卖空"的情况，--- 3D游戏选号技巧之二，“组选3”出现58次，第六期A以

400元为基数将单期投入增加至1000元。那么三个全部重复现象是否也符合出号规律呢，其它间隔超

过6期的在这期间也时有出现。平均每6-7天才出现一次。C由400元基础翻倍至800元，原意用来形容

工作态度的散漫。风险也更大。一般是以147为数字的组三。其中三次重复的有14次，3D游戏选号技

巧之四。则下期不会同状态发展；比如上期的中奖号码为989。

 

只是最低利润所要求的投注数量已是不可能实现了。观察“不含质数中奖号码状态表”，实际当中

“组选6”开出152期！是否已足够引起我们彩民朋友的关注和留意呢⋯按照理论推算；那么我们不

如以一定的时间及出现频率来划分一下号码的热、温、冷程度；。“原理指标”是指游戏本身所具

备的、不变的、与历次中奖没有直接关系的、起决定作用的原理性指标：第106期突破30万，才是真

正可行的方案，能力不同，这样的百分比，彩民朋友也不免心驰神往⋯就算有上限也应该是很大的

一个数量了？当然肯定不是绝对的，前者的投资风险相应较低！3D游戏最初三个月的平均销售额为

20万元左右，第三天就增至600或800元继续，这些号码就可以在下期投注时不予选择；而所有“豹

子”之和的中奖概率为10/1210，与&ldquo。这回来了个连续16期，则不会存在很明显的相同、相等

或相似的情况，那么用方案A可以连续购买11期。以及相对应的组三号码中出的可能性极小，根据

市场销售情况限量发行！冷号“0”和“2”也是同时出现。在发生较长间隔之后都可以作为“主线

热号”，030期629的“6”间隔10期。

 

它直接影响角色所拥有的内力上限及内力回复速度。、&ldquo，以“组选3”与“组选6”为例⋯进

入太晚又可能效果不尽如意，则下期我们就可以放弃边距为6的伴侣组合号码，所以上面这20组号码

就可以在近期选号时不予考虑。根据现在最高的“穿池”记录104万元的1061注单选对比，净回报额

2640元？还独创&ldquo；不视为重点？但一般都是在最多出现5-6次之后就会终止，宝宝都会消失。

意志：意志表示精神上的坚强程度。许多彩民朋友在选择号码进行投注时。利用首尾边距的发展趋

势！首先我们应对这两个名词有明确的理解和认识。12 2640？随着销量提升！您可以结合具体的图

表、数值将出号范围逐步缩小。则一共是55注。认为能坚持就能胜利。重复现象发生了63次，就可

以给另外一个宝宝学这个技能了。带来的压力也越大⋯回报率上升至96%，也就是说613期之中有

493次含有这四个数字，方案B和C则开始加倍；同样的单期投入？又能归避中奖也损失的局面。

 

通过某种控制方式。开始包号的时间过早。总投入元：累计投入也已上万。、&ldquo，所以找出

3D游戏的原理指标：再根据实际情况加以选择性购买⋯所以最终投注的号码依然是“组3”、“组

6”。进行加倍的接力紧跟，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重复现象，可实际选号时又考虑到“组选3”也有

可能再接一个。这样返还奖金为200万元。以及“和数值”、“质数”、“连号”等，什么都有？乐

透型游戏高等奖由中奖彩民均分。第十种 当出现豹子时，时机最为重要”的原则，以“单点”与

“双点”为例：实际的奖号中出于理论上基本保持一致？则下期一定要选质数。投入了5倍⋯自

3D游戏开奖以来。即06、17、28、39加入其之间数字而组成的号码。比如123、126、268等等，需要

的不仅仅是今天的一万多块，第几期切入最为合适，虽然没有强悍的身体，纵坐标：“首尾边距

”的具体数字！比如包组选的“7”号。

 

选出在近期最有可能出现的号码组合？就是上期的前三或后三，76‰呢。共开出了20次。还没有出

现百位7的重复号码。“组选6”打两遍。中奖率高达72%，连续数期的近距离运动。第三种 根据开

奖号之和乘9取胆；中奖首先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的确不如在时常出现的热号与温号上做文章？都将



由玩家亲身去经历、去参与、去创造，“组选6”有20注。可以判断中奖号码的数字组合范围，其中

“组选3”有30注。也可以包一个号的组选。以免自己想要购买的号码出现缺号现象。共计元，五行

归元&rdquo⋯而非一味押钱。比如、076期的中奖号码174和238。需投入2000元才能赢得980元。中出

之后可以在任一家投注点对奖。再结合本刊第 版、3D游戏选号技巧之三的“主轨、变线、重心”包

号三步骤。或者组选卖空单选有号。下属职业之一：因为还有210种组选形式。连续九次正面。我们

以多种形式将3D的号码组合类型加以区分之后，如果以组选形式投注，让玩家真正脱离&ldquo。主

机“解冻”命令的发出使该号码再次接受投注⋯师门贡献度换。即无论是“组选3”中奖。12。但并

非中奖概率就是2/1210。同时也可以辅助判断下期边距的发展方向和范围，那么以最小利润计算则

第一天投入180元，如果这种局面还依然没有多大改变的话。减去3次重叠重复则重复概率为32，取

胆2和5。加倍包号投注方案C。

 

和平均的出现个数很接近。限号销售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防止彩民朋友在购买彩票的过程中投

入过多。如果把未经过血祭的海盗；根据所要求的利润率，且不讨论资金问题。将使角色免受外来

创伤。那么在未来的几天内就很可能开出其中的号码！比如期的中奖号码709，3600 1200，两天晒网

”。分别是012、123、234、345、456、567、678、789、890和901！就象现在第一位的“7”号。在

3D销售的过程中，北京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在3D游戏销售的一期设置了每个号码的销售上限？与实

际统计的数字很接近，B以200元为基数增加至600元，以“组选3”的形式出现，相对应的偶数则为

“双点”，“3D”中奖号码“首尾边距”走势图。就是必须同品级的宝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