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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福利彩票中奖号码,福彩3D 我买组选3 昨天期请问我这算中奖了吗

 

我前一天买了4注 组选3A.346B.277C.236D.033前一天083期开877  请问，我中奖了吗

 

没中啊，你差一个数字了！请看下3D的中奖规则：你知道昨天福利彩票中奖号码。奖金分配方式

3D中奖可分为三种情状：直选，组选3和组选6"直选"奖：投注号码与当期颁布的中奖号码的3位数按

位数全盘类似，其实昨天福利彩票中奖号码。即中得直选奖。如开奖号是123，中出123   "组选3"奖

：当期摇出的中奖号码3位数中有随便两位数字类似，对于中奖。且投注号码与中奖号码的数字类似

，昨天福利彩票中奖号码。次第不限，即中得"组选3"奖。如开奖号是122，中出212，事实上福彩

3D。221，122 "组选6"奖：当期摇出的中奖号码中3位数各不类似，且投注号码的三个数字与当期中

奖号码类似，昨天福利彩票中奖号码。次第不限，即中得"组选6"奖。如开奖号为123，福彩3d连线学

习。中出123，你看福彩。321，132，213，你看请问。231，312。你知道福彩3d连线学习。 奖金分配

直选：每注1000元； 组选3：每注320元；   组选6：每注160元；

 

没有 

 

神明白你口渴，昨天福利彩票中奖号码。制作了水，我买组选3。神明白你饿，昨天。制作了米，了

吗。神明白你没有一个心爱的伴侣，所以制作了我，看看d。然则神也明白这世上没有笨蛋，相比看

昨天期请问我这算中奖了吗。乘隙制作了你。 本日是哲人节，学习怎么选双色球号码。开个玩笑。

想知道问我。 你差一点就中奖了，昨天福利彩票中奖号码。前提是假如把2换成8的话。 3D的中奖规

则是：昨天期请问我这算中奖了吗。 "单选"奖：我买组选3。投注号码与当期颁布的中奖号码的3位

数按位数全盘类似，即中得单选奖（1000元），如开奖号码是231，投注号码也必须要是231才算中

奖； "组选3"奖：你知道昨天。当期摇出的中奖号码3位数中有随便两位数字类似，且投注号码与中

奖号码的数字类似，次第不限，即中得"组选3"奖（320元），你看福彩3d连线学习。如开奖号码是

112，投注号码是121，211，112中随便一注就中奖； "组选6"奖：福利彩票。当期摇出的中奖号码中

3位数各不类似，且投注号码的三个数字与当期中奖号码类似，次第不限，昨天福利彩票中奖号码。

即中得"组选6"奖（160元），如开奖号码是213，投注号码是123，福彩3d连线学习。

132，213，231，3d。312，相比看山东福利彩票。事实上福彩3D。321中的随便一注就中奖。对于福

彩3d连线学习。 所以讲你没有中奖，彩民中又多了一位新成员。 

 

没有，3D的中奖规则是：学会昨天福利彩票中奖号码。 "单选"奖：昨天福利彩票中奖号码。投注号

码与当期颁布的中奖号码的3位数按位数全盘类似，中奖号码。即中得单选奖（1000元），如开奖号

码是231，投注号码也必须要是231才算中奖；  "组选3"奖：当期摇出的中奖号码3位数中有随便两位

数字类似，且投注号码与中奖号码的数字类似，次第不限，即中得"组选3"奖（320元），如开奖号码

是112，投注号码是121，211，112中随便一注就中奖；  "组选6"奖：当期摇出的中奖号码中3位数各不

类似，且投注号码的三个数字与当期中奖号码类似，次第不限，即中得"组选6"奖（160元），如开奖

号码是213，投注号码是123，132，213，231，312，321中的随便一注就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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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连线学习
自身去“中国公益彩票网”上看看中奖规则 

 

 

昨天福利彩票中奖号码,福彩3D 我买组选3 昨天期请问我这算中奖了吗

 

福利彩票双色开奖结果 中国福利彩票开奖视频,一、双色球期开奖回顾— 双色球期的中奖号为红球

：13,14,21,22,23,27；蓝球：04。我中了三红球：03、22、27。奇 偶比：奇4/偶2；红球三区间号比

—0：3：3。和值120；和值正常偏高。比上期多16。 重号0个。连号2个；其中一个是三连号。 二、

双色球第期的红球分析如下— [1]奇偶比：上期奇偶为—奇数偶数开出4比2。红球开出4个奇数，2个

偶数号码。4奇2偶的出号形式近 期不常见。总体分析研究下期出号趋势奇偶应该是基本平衡，、

1002期偶多奇少。期奇 多偶少。期双色球分析红球出号还是在奇数，虽说上期奇数较偶数走强，但

也要关注奇数再次 多出。要关注尾号奇数1，5，9。偶数2、4、6出号形式。期双色球红球考虑到奇

偶比应该是：奇3 偶3；或奇4，偶2。 [2]重号方面：上期开出重号0个。期双色球的红球重号可关注

一区。重点推荐出重号区域为一 区。 [3]连号：上期开出个2连号；其中一个是三连号。是连号最多

的一期双色球了。1004期防止可关注连 号开出1个。主要区域分析是一区出连号。上期区间比——上

期出各区号码走势特别偏重于号；出现了 一区一个0——13的空号区。整个一区空无一号！二区出

号3个号，三区3个号。一区还是出现的12个号的 空号区也是前所未见的。从0——13留下12号的空号

区的存在，这在双色球历史上不多见，近期却常见。 本期分析预测连号可关注一区出连号，重点是

0头的。本期分析红球将趋于重点转向一、二区的走势。 特别是0头的，至少出2个号。区间走势本

期分析向中位靠左倾斜。重点应该盯防一区回补多开，关注2：2 ：2或3：2：1的三区比的出现。

[5]和值：从和值上看红球正常偏听偏信高一点儿。和值为：120，比上期多16。和值走了高高低低的

曲线图，几期前来回走向高高低低后，再次回到了正常运行的轨道分析期和值该当再向回走 一点儿

，回位到十个号左右。建议关注在90-110左右出现。 三、双色球第期的蓝球分析如下— 蓝球1003期

出偶数蓝球04。蓝球04已经有112期没出了，是个特别严重的特别冷的冷门号。期 分析蓝球停留在

0区的可能有。下上行的空间大；间距应当在1—11。定位重点向右偏移。盯防蓝球出奇 数。偶数也

可能出。关注号为：03、07、11，10。 *#*综合以上分析，双色球第期推荐号码为—— [1]红球12码开

出为：07,02,05,15,26,10,11,18,19,16,25,29 [2]重蓝推荐6个：03,07,11,10,14,08 [3]红球两胆码为：18,25

[4]红球杀两码为：13,27,中国教育电视台1 ,楼主您好：,很高兴认识你，我开了自己的淘宝店，有自

己的工作方式，有自己的交流方法，幸运的我，想到当时自己进入淘宝时的无助心态，在这里希望

我能够给你一点点的帮助~~o(∩_∩)o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或者愿意沟通或者咨询的，很荣幸能得到

您的关注哦~~我的Q见帐号~~~很希望能够帮到你！~~~ ^-^ ~嘿嘿 ,ぁダ∠ちづ如果是新手，个人

不推荐你马上做实物生意，大家都知道没信誉做实物的话非常辛苦。呵呵个人感觉一开始做虚拟产

品效果更好一些。你只需代理一个软件就够了，300块不算贵吧。就能让你开店做老板。不过你可以

两者一起做，当然了。只要你勤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淘宝的话可以找我。建议你刚开店还是从

QQ业务、点卡、话费冲值这些业务开始卖起，成本低。对于淘宝新手来说，你想开网店的话可能会

有几个疑问（这也是我当初的疑问）。1为找到好的货源或者代理商发愁（不知道代理商给你的是不

是正品，发货速度快不快，对于这样的情况我建议你先买来看下，发货速度是不是快，质量是不是

过关，是不是骗人的）2代理商要求先付款怕被骗而发愁，3怎样令自己店铺信誉快速提高（信誉不

高没有人光顾）淘宝新手开始我推荐还是做点卡`话费之类的虚拟产品（投入少，不用积压资金

），在这里我把我的一点经验和你分享吧！至于狂轰滥炸的广告就不发了，反正到处都是！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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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帮上你的忙，毕竟我也是感同身受。如果您想做虚拟物品的话，可以来找我，我有货源.现在我在

做虚拟代理，无需信誉也可以做，而且提升信誉很快，同时软件代理还可以赚钱。我会诚信待人

，服务到家，负责到底。我有能力和信心指导你开店经营。我是&lt;捷&gt;&lt;易&gt;&lt;通&gt;自动充

值系统代理商。我全天在线,随传随到！可以语音帮助,或者远程帮助.呵呵，可以说能包你会。希望

可以帮到你！望采纳有不懂的可以来问我。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我百度名上的qq ,本人主张真心交流

，我专业指导你开店，保证教会，愿我的真诚能换回你的信 任与支持，真诚合作，共谋发展...有兴

趣联系我Q见百度用户名（非诚勿扰哦） 。 漫天的广告我就不打了，相信铺天盖地的广告也让您看

的头晕，只有真正了解了 才知道是不是适合做，怎么做，怎么做好。 全职卖家诚心为您解答，实力

证明一切，不管是做什么都得自己了解的足够和 亲身实践才知道。 全天在线是我的保障，终身售后

是我的承诺。 欢迎前来咨询，了解的透彻才能够去做！ 扣扣见百度名你的微笑，就是我们努力的目

标！ ,我昨天买了4注 组选3,A.346,B.277,C.236,D.033,昨天083期开877 请问，我中奖了吗,没中啊，你差

一个数字了！,请看下3D的中奖规则：,奖金分配方式 ,3D中奖可分为三种情况：直选，组选3和组选

6,"直选"奖：投注号码与当期公布的中奖号码的3位数按位数全部相同，即中得直选奖。如开奖号是

123，中出123  ,"组选3"奖：当期摇出的中奖号码3位数中有任意两位数字相同，且投注号码与中奖号

码的数字相同，顺序不限，即中得"组选3"奖。如开奖号是122，中出212，221，122 ,"组选6"奖：当期

摇出的中奖号码中3位数各不相同，且投注号码的三个数字与当期中奖号码相同，顺序不限，即中得

"组选6"奖。如开奖号为123，中出123，321，132，213，231，312。 ,奖金分配 ,直选：每注1000元；

,组选3：每注320元；  ,组选6：每注160元；,没有 ,神知道你口渴，创造了水，神知道你饿，创造了米

，神知道你没有一个可爱的朋友，所以创造了我，然而神也知道这世上没有笨蛋，顺便创造了你。

今天是愚人节，开个玩笑。 ,你差一点就中奖了，前提是如果把2换成8的话。 3D的中奖规则是： ,"单

选"奖：投注号码与当期公布的中奖号码的3位数按位数全部相同，即中得单选奖（1000元），如开

奖号码是231，投注号码也必须要是231才算中奖； ,"组选3"奖：当期摇出的中奖号码3位数中有任意

两位数字相同，且投注号码与中奖号码的数字相同，顺序不限，即中得"组选3"奖（320元），如开奖

号码是112，投注号码是121，211，112中任意一注就中奖； ,"组选6"奖：当期摇出的中奖号码中3位

数各不相同，且投注号码的三个数字与当期中奖号码相同，顺序不限，即中得"组选6"奖（160元

），如开奖号码是213，投注号码是123，132，213，231，312，321中的任意一注就中奖。 所以讲你

没有中奖，彩民中又多了一位新成员。 ,没有，3D的中奖规则是：, "单选"奖：投注号码与当期公布

的中奖号码的3位数按位数全部相同，即中得单选奖（1000元），如开奖号码是231，投注号码也必

须要是231才算中奖；, "组选3"奖：当期摇出的中奖号码3位数中有任意两位数字相同，且投注号码与

中奖号码的数字相同，顺序不限，即中得"组选3"奖（320元），如开奖号码是112，投注号码是

121，211，112中任意一注就中奖；, "组选6"奖：当期摇出的中奖号码中3位数各不相同，且投注号码

的三个数字与当期中奖号码相同，顺序不限，即中得"组选6"奖（160元），如开奖号码是213，投注

号码是123，132，213，231，312，321中的任意一注就中奖。 ,自己去“中国公益彩票网”上看看中

奖规则 ,第一条 本规则依据财政部《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和《中国福利彩票（电脑型

）联合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制定。 第二条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

”（以下简称“双色球”）是一种联合发行的“乐透型”福利彩票。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发行销售

，定期电视开奖。 第三条 “双色球”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福彩中心）统一组

织发行，在全国销售。 第四条 参与“双色球”销售的省级行政区域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以下称省中

心）在中福彩中心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对本地区的“双色球”销售活动实施具体的组织和管理。 第

五条 “双色球”彩票实行自愿购买，凡购买者均被视为同意并遵守本规则。 第二章 游 戏 第六条

“双色球”彩票投注区分为红色球号码区和蓝色球号码区。 第七条 “双色球”每注投注号码由6个

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红色球号码从1--33中选择；蓝色球号码从1--16中选择。 第八条



“双色球”每注2元。 第九条 “双色球”采取全国统一奖池计奖。 第十条 “双色球”每周销售三期

，期号以开奖日界定，按日历年度编排。 第三章 投 注 第十一条 “双色球”的投注方法可分为自选

号码投注和机选号码投注;其投注方式有单式投注和复式投注。 第十二条 自选号码投注是指由投注

者自行选定投注号码的投注。 第十三条 机选号码投注是指由投注机为投注者随机产生投注号码的投

注。 第十四条 单式投注是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6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组合为一注

投注号码的投注。 第十五条 复式投注有三种： （一）红色球号码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

20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 （二）蓝色球号码复式

：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6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16个号码，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

（三）全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20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16个号码，组合成多注投

注号码的投注。 ,谁有好的福彩3D缩水软件帮忙介绍下 免费不免费的都可以 最好还是免费的 把使用

功能在介绍介绍 谢谢！,这款软件挺好的，利于分析各种走势，有助于选号。还有一种是500wan也不

错。数字三『彩神通』 , ,  , 数字三『彩神通』是『拼搏在线（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彩票专

家和软件工程师，在总结了大量的数字选三型彩票实战经验与『彩神通』软件独特算法的基础上

，并结合广大用户提出的使用需求，精心设计开发出来的数字选三型彩票软件。数字三『彩神通』

采用自行设计的第三代数据处理引擎，是国内外少有的一款功能强大、运算速度极快、设计合理、

使用方便的数字选三型彩票软件。, 数字三『彩神通』采用了最新的软件开发工具和最流行的XP设

计风格，具有图表界面友好、美观大方、色彩淡雅、视觉舒适、显示流畅，参数指标丰富，数据统

计详尽，选号缩水快速、结构合理、方便实用等特点。 , 数字三『彩神通』由“主控面版”、“『

Smile』图表软件”、“『Coffee』选号软件”等三部分组成。其方便的主控面版设计、丰富完美的

图表分析、强大的选号缩水功能是数字三『彩神通』的又一大独有的特点。, 数字三『彩神通』定位

于有一定彩票技术分析经验的技术型彩民，是专门为技术分析型彩民朋友开发设计的一款具有很高

技术含量的彩票软件，是一款适合技术分析型彩民朋友使用的好软件。 , 数字三『彩神通』有网络

注册方式、单机绑定注册方式和软件狗注册方式供您选择。若选择软件狗注册方式，只要插上软件

狗您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一台电脑上使用该软件。 ,1、方便的主控面版设计 , 数字三『彩神通』

的“主控面版”设计，充分考虑到了使用的方便程度，其界面设计简洁明了。使图表软件、选号软

件、数据下载、数据录入、消息管理、登录拼搏在线彩票网与彩票论坛等功能的切换更加灵活方便

。, 数字三『彩神通』有方便的软件数据维护功能。数据导入与数据导出功能、导入配置与导出配置

功能，可以很方便地将奖号数据和常用的软件设置进行保存。, 数字三『彩神通』的系统消息广播功

能，可以让用户及时看到拼搏在线发布的各种系统消息及彩票预测信息。, 数字三『彩神通』的“主

控面版”上，可以看到『拼搏在线』最新发布的软件信息与最新公告。可以看到『彩神通工作室』

等彩票专家对各种彩票的分析与预测，同时还可以通过此界面来访问拼搏在线首页、短信定制、

VIP会员、彩票超市、彩票合买、拼搏社区、拼搏论坛、语音聊彩、拼搏博客、产品信息、软件下载

等相关网页。, 数字三『彩神通』的软件自动升级功能，可以在线智能查找当前最新版本，自动提示

您将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在注册信息里，可以查看到您的认证码及软件的使用期限等内容。, 数字

三『彩神通』的一键恢复功能，可以很方便地将软件恢复到软件安装时的初始默认配置状态。, 数字

三『彩神通』的帮助文件可以查看软件的使用说明，帮助您尽快熟悉软件的各项功能及掌握软件的

使用方法。2、丰富完美的图表分析, 数字三『彩神通』支持全国福彩3D与全国体彩排列三彩票玩法

，可以随时通过快捷键切换彩票种类，各种操作与功能完全一致。, 数字三『彩神通』提供（包括期

号、中奖号、试机号、机号、球号等全国福彩3D和全国体彩排列三彩票）数据更新功能。只要您轻

点鼠标，即可自动更新获取最新的开奖结果、彩票期号等相关数据，在每天晚上18：35左右可以在

线下载当天的试机号；同时为不方便上网更新数据的用户提供了开奖数据录入功能。, 数字三『彩神

通』有完善的号码设置功能，有号码机球设置、试机号设置、奖号范围设置、奖号间隔设置、排列



方式设置、奖号筛选设置、数据来源设置等功能；其人性化的号码设置功能可以方便您的使用。其

中的奖号间隔设置、奖号筛选设置、数据来源设置功能更是做的惟妙惟肖、无与伦比。, 数字三『彩

神通』参数设置中有热温冷设置（可以在0-100期内任意设置热码、温码、冷码的分析期数，软件会

自动根据分析期数来设定热码、温码、冷码）、积数设置、自定义分区（自定义排列、自定义二分

区、自定义三分区、自定义四分区、自定义五分区）设置等功能。, 数字三『彩神通』图表软件拥有

丰富完美的分析图表，共有各种分析图表13大类计124余种图表，每一种图表还包含很多的子图表。

所有的图表数据及各种指标参数都具有详细的数据统计功能，并对有可能中出的指标增加了预警提

示功能。, 数字三『彩神通』图表软件中的自定义走势图（自定义排列走势图、自定义二分区走势图

、自定义三分区走势图、自定义四分区走势图、自定义五分区走势图），可以完全满足您对号码进

行任意分区的需要。, 数字三『彩神通』图表软件有号码信息显示设置功能，可以根据您的需要对总

期数、开奖日期、机球号、试机号、试机号和值、开奖号码、号码和值、号码跨度等号码信息的显

示进行设置。 , 数字三『彩神通』图表软件其人性化的图表显示设置功能，可以根据您的需要对走

势图与分布图的标题信息位置与图表固定位置进行任意设置；图表的连线和遗漏可以自由地设置成

显示或不显示的状态；所有常用图表均具备全屏显示功能，可以充分提高您看图的视觉效果。, 数字

三『彩神通』图表软件拥有强大的号码预测行功能，您可以通过号码预测行来显示和分析所预测号

码的图形走势，并可以很方便地将所预测的号码转入到缩水器中进行缩水。3、强大的选号缩水功能

,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拥有强大的选号缩水功能。选号软件分为组号缩水、遗漏列表及分布、

数据统计（直落统计）、数据分析（号码状态表、号码查询、偏态搜索）、智能选号（邻孤传选号

、复隔中选号、热温冷选号、金字塔选号、跟随选号、魔数选号、单选定位）、辅助工具（投注指

南、集合工具、大方案统计、号码组统计、号码统计、计算器）等五大部分。具有方便完善的统计

与分析功能、强大的组号缩水过滤功能，几乎所有的数字三参数指标都可作为缩水的条件。其人性

化的设计让您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快捷。,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拥有多种形式的组号功能（百

十个位的单选组号、选二选一型组号、选三型组号），并具有（大小、奇偶、质合、012路、012路

组合、自定义）多种组号方式选择、可以让您快速方便地组出所需要的号码。, 数字三『彩神通』的

选号软件拥有丰富的缩水过滤条件，提供固定缩水条件和组合缩水条件两大类型的条件。固定缩水

条件有（包括类型、形态、胆码、号码组、按位、奇偶、大小、大中小、和值、跨度、质合、012路

、距离、单选遗漏、组选遗漏、升平降、邻孤传、复隔中、重斜跳、热温冷、位和、位差、余数、

特码和、顺序排列、定位复式、历史、号码、AC值、间距、1D、分区、积数、位积、位置积和、反

位置积和等）35大类过滤条件供您选择。,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的组合缩水条件可以完成很多

固定缩水条件不能完成的缩水功能，真正做到了只有想不到的条件组合，没有实现不了的条件组合

。 ,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其缩水过滤条件设定窗口的按钮采取了人性化的设计，可以根据

您的需要或使用习惯将常用的过滤条件按钮任意排放。,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在缩水过滤条件

设定窗口，有缩水过滤条件选择设置、容错选择设置，您可以很方便地对已设定的缩水过滤条件进

行选择和修改，您可以对已设定的缩水过滤条件任意选择使用。并可以很方便地对缩水过滤条件进

行保存和调入。,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拥有强大的容错（本级容错和总容错）功能，可以使您

选择的缩水过滤条件的组合更加多样化，帮助您最大限度地保留由于条件错误而过滤掉的中奖号码

。 ,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拥有强大的缩水条件验证功能，其验证速度之快是其它软件不可相

比的；可以用历史开奖号码来验证所选缩水条件中出的准确率；或在开奖后来验证分析当期所选条

件的错误原因。,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拥有强大的缩水号码编辑器、缩水号码回收区、缩水号

码暂存区，可以让您很方便地对号码进行编辑与统计，并可查看被过滤号码的全过程。, 数字三『彩

神通』选号软件拥有强大的缩水器，可以方便地在缩水器中对号码进行修改或添加号码到缩水器中

，并可以将缩水号码结果直接转入到图表软件的预测行中，对缩水结果做进一步分析。, 数字三『彩



神通』选号软件拥有强大的遗漏列表及分布功能，其遗漏列表及分布功能，可以分别对单选号码

（单码、两码、三码）、组选号码中（单码、两码、三码）及各种参数指标的遗漏情况进行统计

，并配有相应的遗漏走势统计图表、K线、均线等图表，可以让您对相应的历史遗漏走势一目了然

。,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拥有强大的数据统计功能，其直落统计功能可以对所有参数指标的

直落进行统计，并可以方便的设置自己需要的显示指标，以便查看自己所关心的参数指标。 , 数字

三『彩神通』选号软件拥有强大的数据分析（号码状态表、号码查询、特征串查询、偏态搜索）功

能，其号码状态表可以很方便地对任意号码组合、任意参数组合号码的历史中出状态进行分析，并

配有相应的遗漏走势统计图表。其号码查询功能，可以很方便地查询出历史所有的中奖号码中出情

况及福彩3D历史所有的试机号开出情况。其特征串查询可以查询到百位、十位、个位、和值、合值

与跨度等指标的历史特征串信息。其偏态搜索功能可以根据您的需要对条件偏态和复式偏态进行搜

索。,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拥有强大的智能选号系统。有邻孤传选号、复隔中选号、热温冷选

号、金字塔选号、跟随选号、魔数选号、单选定位选号等7种智能选号方法。其每一种智能选号方法

都有历史选号中奖记录及中奖记录统计分析，可以很方便地让您选择您喜欢的智能选号方法，轻轻

松松中奖。,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其辅助功能有投注指南、集合工具、大方案统计、号码组统

计、号码统计、计算器等6种强大的辅助工具，您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使用。 ,数字三『彩神通』这

个真很好用，也有免费版的，呵呵这个软件用明白了你也点学一段时间，我学了一个月才会用

50%的功能到现在还有很多东西不会用，它的这软件 是图表和软件和起来用的，也可以单独做奖号

，你就学吧， ,还有一种是500wan也不错，反正到处都是。 *#*综合以上分析； 数字三『彩神通』选

号软件拥有多种形式的组号功能（百十个位的单选组号、选二选一型组号、选三型组号）：其缩水

过滤条件设定窗口的按钮采取了人性化的设计！可以使您选择的缩水过滤条件的组合更加多样化：

数字三『彩神通』的系统消息广播功能。当然了， 所以讲你没有中奖， 数字三『彩神通』是『拼搏

在线（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彩票专家和软件工程师，出现了 一区一个0——13的空号区。

建议关注在90-110左右出现。1004期防止可关注连 号开出1个。312。4奇2偶的出号形式近 期不常见

。如开奖号是123。这在双色球历史上不多见⋯312⋯昨天083期开877 请问，且投注号码与中奖号码

的数字相同。不用积压资金）：132？如开奖号是122，可以根据您的需要对总期数、开奖日期、机

球号、试机号、试机号和值、开奖号码、号码和值、号码跨度等号码信息的显示进行设置。在每天

晚上18：35左右可以在线下载当天的试机号，顺序不限；几期前来回走向高高低低后，可以根据您

的需要对走势图与分布图的标题信息位置与图表固定位置进行任意设置； 3D的中奖规则是： ，自

己去“中国公益彩票网”上看看中奖规则 ！可以看到『彩神通工作室』等彩票专家对各种彩票的分

析与预测，期奇 多偶少。使图表软件、选号软件、数据下载、数据录入、消息管理、登录拼搏在线

彩票网与彩票论坛等功能的切换更加灵活方便⋯顺序不限。 数字三『彩神通』支持全国福彩3D与全

国体彩排列三彩票玩法！且投注号码与中奖号码的数字相同；然而神也知道这世上没有笨蛋。3D的

中奖规则是：？我昨天买了4注 组选3。 第二章 游 戏 第六条 “双色球”彩票投注区分为红色球号码

区和蓝色球号码区⋯可以说能包你会？我中了三红球：03、22、27，"组选6"奖：当期摇出的中奖号

码中3位数各不相同，即中得"组选3"奖（320元），数字三『彩神通』采用自行设计的第三代数据处

理引擎？是个特别严重的特别冷的冷门号。

 

可以很方便地查询出历史所有的中奖号码中出情况及福彩3D历史所有的试机号开出情况？其特征串

查询可以查询到百位、十位、个位、和值、合值与跨度等指标的历史特征串信息？回位到十个号左

右？中国教育电视台1 ⋯其方便的主控面版设计、丰富完美的图表分析、强大的选号缩水功能是数

字三『彩神通』的又一大独有的特点， 数字三『彩神通』图表软件拥有强大的号码预测行功能。顺

序不限！或奇4，幸运的我，其遗漏列表及分布功能，定期电视开奖！真诚合作，你只需代理一个软



件就够了。可以完全满足您对号码进行任意分区的需要！在注册信息里。可以分别对单选号码（单

码、两码、三码）、组选号码中（单码、两码、三码）及各种参数指标的遗漏情况进行统计。您可

以很方便地对已设定的缩水过滤条件进行选择和修改。112中任意一注就中奖，如开奖号码是

231，组选3：每注320元！即中得"组选6"奖（160元）！奖金分配 。软件会自动根据分析期数来设定

热码、温码、冷码）、积数设置、自定义分区（自定义排列、自定义二分区、自定义三分区、自定

义四分区、自定义五分区）设置等功能？我有能力和信心指导你开店经营。 第十五条 复式投注有三

种： （一）红色球号码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20个号码；按日历年度编排，质量是不是过关

！可以充分提高您看图的视觉效果，我会诚信待人。

 

"组选3"奖：当期摇出的中奖号码3位数中有任意两位数字相同， [3]连号：上期开出个2连号；负责到

底。如开奖号码是112。组选3和组选6；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拥有强大的容错（本级容错和总

容错）功能。 二、双色球第期的红球分析如下— [1]奇偶比：上期奇偶为—奇数偶数开出4比2， 数

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其辅助功能有投注指南、集合工具、大方案统计、号码组统计、号码统计

、计算器等6种强大的辅助工具。二区出号3个号。红色球号码从1--33中选择，随传随到⋯建议你刚

开店还是从QQ业务、点卡、话费冲值这些业务开始卖起，期 分析蓝球停留在0区的可能有，并可以

方便的设置自己需要的显示指标，期双色球分析红球出号还是在奇数。&lt：这款软件挺好的。可以

很方便地将软件恢复到软件安装时的初始默认配置状态，同时软件代理还可以赚钱！并具有（大小

、奇偶、质合、012路、012路组合、自定义）多种组号方式选择、可以让您快速方便地组出所需要

的号码，没中啊。投注号码也必须要是231才算中奖，可以语音帮助，我有货源。采用计算机网络系

统发行销售；神知道你饿。 第四条 参与“双色球”销售的省级行政区域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以下称

省中心）在中福彩中心的直接领导下；下上行的空间大， 重号0个，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在

缩水过滤条件设定窗口？是连号最多的一期双色球了：期号以开奖日界定。其偏态搜索功能可以根

据您的需要对条件偏态和复式偏态进行搜索， 欢迎前来咨询。

 

我先分析的是自己的周期：有很多朋友在辛苦的找寻号
愿我的真诚能换回你的信 任与支持。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区间走势本期分析向中位靠左倾

斜。充分考虑到了使用的方便程度。并对有可能中出的指标增加了预警提示功能！我专业指导你开

店：236；期双色球的红球重号可关注一区，在总结了大量的数字选三型彩票实战经验与『彩神通』

软件独特算法的基础上，对缩水结果做进一步分析， 三、双色球第期的蓝球分析如下— 蓝球1003期

出偶数蓝球04。3怎样令自己店铺信誉快速提高（信誉不高没有人光顾）淘宝新手开始我推荐还是做

点卡`话费之类的虚拟产品（投入少？ 第九条 “双色球”采取全国统一奖池计奖！你就学吧！而且

提升信誉很快！ （三）全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20个号码，组合为一注投注号码的投注。终

身售后是我的承诺。怎么做好？图表的连线和遗漏可以自由地设置成显示或不显示的状态，神知道

你没有一个可爱的朋友。有邻孤传选号、复隔中选号、热温冷选号、金字塔选号、跟随选号、魔数

选号、单选定位选号等7种智能选号方法。创造了水；奖金分配方式 。211。保证教会。没有实现不

了的条件组合。 特别是0头的： 第三条 “双色球”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福彩

中心）统一组织发行；可以很方便地将奖号数据和常用的软件设置进行保存，我全天在线。轻轻松

松中奖； 第十二条 自选号码投注是指由投注者自行选定投注号码的投注， 第三章 投 注 第十一条

“双色球”的投注方法可分为自选号码投注和机选号码投注？关注号为：03、07、11，25 [4]红球杀

两码为：13，精心设计开发出来的数字选三型彩票软件，我中奖了吗，近期却常见：至少出2个号。

对于这样的情况我建议你先买来看下，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间距应当在1—11。所有的图

表数据及各种指标参数都具有详细的数据统计功能：要关注尾号奇数1；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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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拥有强大的缩水号码编辑器、缩水号码回收区、缩水号码暂存区！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拥

有强大的缩水器，对于淘宝新手来说。

 

只要插上软件狗您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一台电脑上使用该软件⋯如开奖号码是231：即中得直选

奖，213？ 漫天的广告我就不打了，偶数2、4、6出号形式。可以让用户及时看到拼搏在线发布的各

种系统消息及彩票预测信息。122 ， 扣扣见百度名你的微笑⋯至于狂轰滥炸的广告就不发了， 第十

条 “双色球”每周销售三期，盯防蓝球出奇 数。易&gt！数字三『彩神通』 。偶数也可能出，你差

一个数字了；投注号码是123， 数字三『彩神通』提供（包括期号、中奖号、试机号、机号、球号

等全国福彩3D和全国体彩排列三彩票）数据更新功能，不过你可以两者一起做。 数字三『彩神通』

选号软件拥有强大的缩水条件验证功能？现在我在做虚拟代理，有自己的工作方式。帮助您尽快熟

悉软件的各项功能及掌握软件的使用方法。有助于选号， 数字三『彩神通』有方便的软件数据维护

功能，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的组合缩水条件可以完成很多固定缩水条件不能完成的缩水功能

。比上期多16，可以看到『拼搏在线』最新发布的软件信息与最新公告⋯是不是骗人的）2代理商要

求先付款怕被骗而发愁，如开奖号码是213。 全职卖家诚心为您解答。 今天是愚人节。211。楼主您

好：：其每一种智能选号方法都有历史选号中奖记录及中奖记录统计分析：即中得"组选3"奖！ [5]和

值：从和值上看红球正常偏听偏信高一点儿， "组选3"奖：当期摇出的中奖号码3位数中有任意两位

数字相同。 数字三『彩神通』的一键恢复功能；其号码查询功能；231，你差一点就中奖了。负责

对本地区的“双色球”销售活动实施具体的组织和管理，利于分析各种走势⋯并配有相应的遗漏走

势统计图表； "单选"奖：投注号码与当期公布的中奖号码的3位数按位数全部相同？神知道你口渴

；你想开网店的话可能会有几个疑问（这也是我当初的疑问）。

 

如开奖号码是112。 数字三『彩神通』图表软件中的自定义走势图（自定义排列走势图、自定义二

分区走势图、自定义三分区走势图、自定义四分区走势图、自定义五分区走势图）， 第十四条 单式

投注是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6个号码，其中一个是三连号，请看下3D的中奖规则：， 数字三『彩神

通』的“主控面版”设计。很高兴认识你，您可以对已设定的缩水过滤条件任意选择使用。和值为

：120，中出123  。有缩水过滤条件选择设置、容错选择设置，只要你勤奋， 数字三『彩神通』由

“主控面版”、“『Smile』图表软件”、“『Coffee』选号软件”等三部分组成。您可以通过号码

预测行来显示和分析所预测号码的图形走势。300块不算贵吧。有兴趣联系我Q见百度用户名（非诚

勿扰哦） 。投注号码是121，具有方便完善的统计与分析功能、强大的组号缩水过滤功能。 数字三

『彩神通』选号软件拥有强大的遗漏列表及分布功能，"组选6"奖：当期摇出的中奖号码中3位数各

不相同。~~~ ^-^ ~嘿嘿 。顺序不限。以便查看自己所关心的参数指标。 数字三『彩神通』定位于

有一定彩票技术分析经验的技术型彩民。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且投注号码的三个数字与当期中奖

号码相同！中出212，它的这软件 是图表和软件和起来用的。

 

前提是如果把2换成8的话⋯ 全天在线是我的保障。 （二）蓝色球号码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

6个号码。从0——13留下12号的空号区的存在， 第二条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以下简称“双色

球”）是一种联合发行的“乐透型”福利彩票，提供固定缩水条件和组合缩水条件两大类型的条件

⋯呵呵个人感觉一开始做虚拟产品效果更好一些。3、强大的选号缩水功能，且投注号码的三个数字

与当期中奖号码相同，可以用历史开奖号码来验证所选缩水条件中出的准确率。可以随时通过快捷

键切换彩票种类；我学了一个月才会用50%的功能到现在还有很多东西不会用，蓝色球号码从1--

16中选择。红球三区间号比—0：3：3，只要您轻点鼠标，312，3D中奖可分为三种情况：直选，且

投注号码与中奖号码的数字相同；且投注号码的三个数字与当期中奖号码相同；并可以将缩水号码



结果直接转入到图表软件的预测行中，连号2个？321中的任意一注就中奖，关注2：2 ：2或

3：2：1的三区比的出现？所有常用图表均具备全屏显示功能。也有免费版的，具有图表界面友好、

美观大方、色彩淡雅、视觉舒适、显示流畅，数据导入与数据导出功能、导入配置与导出配置功能

。

 

和值正常偏高？ 本期分析预测连号可关注一区出连号。 数字三『彩神通』图表软件有号码信息显示

设置功能。其人性化的号码设置功能可以方便您的使用。固定缩水条件有（包括类型、形态、胆码

、号码组、按位、奇偶、大小、大中小、和值、跨度、质合、012路、距离、单选遗漏、组选遗漏、

升平降、邻孤传、复隔中、重斜跳、热温冷、位和、位差、余数、特码和、顺序排列、定位复式、

历史、号码、AC值、间距、1D、分区、积数、位积、位置积和、反位置积和等）35大类过滤条件供

您选择。08 [3]红球两胆码为：18，若选择软件狗注册方式，即中得"组选3"奖（320元）？ 数字三『

彩神通』的软件自动升级功能。321，不管是做什么都得自己了解的足够和 亲身实践才知道。开个

玩笑。就能让你开店做老板， "组选6"奖：当期摇出的中奖号码中3位数各不相同。即可自动更新获

取最新的开奖结果、彩票期号等相关数据，凡购买者均被视为同意并遵守本规则。重点应该盯防一

区回补多开；蓝球：04。也可以单独做奖号：可以来找我，第一条 本规则依据财政部《彩票发行与

销售管理暂行规定》和《中国福利彩票（电脑型）联合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制定，发货速度是不是快，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奇 偶比：奇4/偶2， 数字三『

彩神通』采用了最新的软件开发工具和最流行的XP设计风格， 数字三『彩神通』有完善的号码设置

功能， 第十三条 机选号码投注是指由投注机为投注者随机产生投注号码的投注。即中得单选奖

（1000元），相信铺天盖地的广告也让您看的头晕：谁有好的福彩3D缩水软件帮忙介绍下 免费不免

费的都可以 最好还是免费的 把使用功能在介绍介绍 谢谢：即中得"组选6"奖。并配有相应的遗漏走

势统计图表、K线、均线等图表！创造了米，并可查看被过滤号码的全过程。并可以很方便地对缩

水过滤条件进行保存和调入⋯213；是一款适合技术分析型彩民朋友使用的好软件。

 

我开了自己的淘宝店。可以根据您的需要或使用习惯将常用的过滤条件按钮任意排放。但也要关注

奇数再次 多出⋯整个一区空无一号。有号码机球设置、试机号设置、奖号范围设置、奖号间隔设置

、排列方式设置、奖号筛选设置、数据来源设置等功能。本人主张真心交流，其人性化的设计让您

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快捷，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大家都知道没信誉做实物的话非常辛苦

？上期区间比——上期出各区号码走势特别偏重于号。怎么做：数据统计详尽⋯其中一个是三连号

。我是&lt。"组选3"奖：当期摇出的中奖号码3位数中有任意两位数字相同。即中得"组选6"奖（160元

），期双色球红球考虑到奇偶比应该是：奇3 偶3！1、方便的主控面版设计 。蓝球04已经有112期没

出了。 第七条 “双色球”每注投注号码由6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共有各种分析图表

13大类计124余种图表。在全国销售， 第五条 “双色球”彩票实行自愿购买。 数字三『彩神通』的

选号软件拥有丰富的缩水过滤条件！在这里我把我的一点经验和你分享吧⋯29 [2]重蓝推荐6个

：03，其直落统计功能可以对所有参数指标的直落进行统计，红球开出4个奇数？直选：每注1000元

。是国内外少有的一款功能强大、运算速度极快、设计合理、使用方便的数字选三型彩票软件；可

以很方便地让您选择您喜欢的智能选号方法。 数字三『彩神通』图表软件其人性化的图表显示设置

功能。再次回到了正常运行的轨道分析期和值该当再向回走 一点儿；真正做到了只有想不到的条件

组合。毕竟我也是感同身受，望采纳有不懂的可以来问我，在这里希望我能够给你一点点的帮助

~~o(∩_∩)o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或者愿意沟通或者咨询的。中出123⋯想到当时自己进入淘宝时的

无助心态！ 数字三『彩神通』图表软件拥有丰富完美的分析图表，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并

可以很方便地将所预测的号码转入到缩水器中进行缩水。我希望能帮上你的忙。选号软件分为组号



缩水、遗漏列表及分布、数据统计（直落统计）、数据分析（号码状态表、号码查询、偏态搜索

）、智能选号（邻孤传选号、复隔中选号、热温冷选号、金字塔选号、跟随选号、魔数选号、单选

定位）、辅助工具（投注指南、集合工具、大方案统计、号码组统计、号码统计、计算器）等五大

部分。

 

213。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拥有强大的数据分析（号码状态表、号码查询、特征串查询、偏

态搜索）功能： 第八条 “双色球”每注2元，并结合广大用户提出的使用需求。&lt，2个偶数号码

：即中得单选奖（1000元）。和值走了高高低低的 曲线图？其中的奖号间隔设置、奖号筛选设置、

数据来源设置功能更是做的惟妙惟肖、无与伦比， 数字三『彩神通』的“主控面版”上，其验证速

度之快是其它软件不可相比的，希望可以帮到你？132。或在开奖后来验证分析当期所选条件的错误

原因。定位重点向右偏移，帮助您最大限度地保留由于条件错误而过滤掉的中奖号码。可以让您很

方便地对号码进行编辑与统计，个人不推荐你马上做实物生意⋯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拥有强

大的智能选号系统，和值120。共谋发展？无需信誉也可以做，自动充值系统代理商。可以让您对相

应的历史遗漏走势一目了然？其界面设计简洁明了！服务到家。是专门为技术分析型彩民朋友开发

设计的一款具有很高技术含量的彩票软件，"直选"奖：投注号码与当期公布的中奖号码的3位数按位

数全部相同。同时为不方便上网更新数据的用户提供了开奖数据录入功能；如开奖号为123！321中

的任意一注就中奖：如果您想做虚拟物品的话，彩民中又多了一位新成员。346，1为找到好的货源

或者代理商发愁（不知道代理商给你的是不是正品。选号缩水快速、结构合理、方便实用等特点

，通&gt。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拥有强大的数据统计功能。本期分析红球将趋于重点转向一

、二区的走势，比上期多16，成本低，数字三『彩神通』这个真很好用，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

件拥有强大的选号缩水功能！自动提示您将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16个号码

。实力证明一切。各种操作与功能完全一致，一区还是出现的12个号的 空号区也是前所未见的。三

区3个号，221，淘宝的话可以找我。

 

总体分析研究下期出号趋势奇偶应该是基本平衡；了解的透彻才能够去做。投注号码是123。几乎所

有的数字三参数指标都可作为缩水的条件？投注号码也必须要是231才算中奖。参数指标丰富？2、

丰富完美的图表分析，您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使用？其投注方式有单式投注和复式投注， [2]重号方

面：上期开出重号0个？顺序不限，、1002期偶多奇少。 数字三『彩神通』的帮助文件可以查看软件

的使用说明，132，可以在线智能查找当前最新版本。277；重点推荐出重号区域为一 区！捷&gt？顺

便创造了你，一、双色球期开奖回顾— 双色球期的中奖号为红球：13？呵呵这个软件用明白了你也

点学一段时间。主要区域分析是一区出连号，顺序不限。虽说上期奇数较偶数走强，很荣幸能得到

您的关注哦~~我的Q见帐号~~~很希望能够帮到你，可以方便地在缩水器中对号码进行修改或添加

号码到缩水器中，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16个号码。231！其号码状态表可以很

方便地对任意号码组合、任意参数组合号码的历史中出状态进行分析， 数字三『彩神通』参数设置

中有热温冷设置（可以在0-100期内任意设置热码、温码、冷码的分析期数。可以查看到您的认证码

及软件的使用期限等内容，每一种图表还包含很多的子图表。组选6：每注160元⋯投注号码是

121：有自己的交流方法？ぁダ∠ちづ如果是新手，"单选"奖：投注号码与当期公布的中奖号码的3位

数按位数全部相同，所以创造了我，如开奖号码是213：033。只有真正了解了 才知道是不是适合做

，福利彩票双色开奖结果 中国福利彩票开奖视频。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发货速度快不快

，重点是0头的。 数字三『彩神通』有网络注册方式、单机绑定注册方式和软件狗注册方式供您选

择。112中任意一注就中奖，或者远程帮助，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我百度名上的qq ⋯同时还可以通过

此界面来访问拼搏在线首页、短信定制、VIP会员、彩票超市、彩票合买、拼搏社区、拼搏论坛、语



音聊彩、拼搏博客、产品信息、软件下载等相关网页，双色球第期推荐号码为—— [1]红球12码开出

为：07。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