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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好的福彩3D缩水软件帮手先容下 收费难收费的都可以 最好还是收费的 把利用效用在先容先容

谢谢！

 

这款软件挺好的，利于领悟各种走势，有助于选号。还有一种是500wgood也不错。数字三『彩神通

』       数字三『彩神通』是『拼搏在线（北京）科技进展无限公司』的彩票专家和软件工程师，在总

结了多量的数字选三型彩票实战经历与『彩神通』软件特别算法的根本上，并结合遍及用户提出的

利用需求，细心打算作战进去的数字选三型彩票软件。数字三『彩神通』采用自行打算的第三代数

据处罚引擎，是国际外少有的一款效用健旺、运算速度极快、打算合理、利用便当的数字选三型彩

票软件。是国内外少有的一款功能强大、运算速度极快、设计合。  数字三『彩神通』采用了最新的

软件作战工具和最风行的XP打算气势气派，具有图表界面友爱、面子大度、颜色浓艳、视觉畅快、

露出畅通，参数目标雄厚，数据统计仔细，选号缩水快速、组织合理、便当适用等特色。   数字三

『彩神通』由“主控面版”、“『Smile』图表软件”、“『Coffee』选号软件”等三局部组成。其

便当的主控面版打算、雄厚完善的图表领悟、健旺的选号缩水效用是数字三『彩神通』的又一大独

有的特色。对比一下少有。  数字三『彩神通』定位于有必然彩票技术领悟经历的技术型彩民，是特

地为技术领悟型彩民伙伴作战打算的一款具有很高技术含量的彩票软件，是一款适宜技术领悟型彩

民伙伴利用的好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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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您选取。若选取软件狗注册方式，只消插上软件狗您就可以为所欲为地在任何一台电脑上利用该

软件。 1、便当的主控面版打算   数字三『彩神通』的“主控面版”打算，相比看是国内外少有的一

款功能强大、运算速度极快、设计合。充裕商讨到了利用的便当水平，其界面打算简捷明了。使图

表软件、选号软件、数据下载、数据录入、音问管理、登录拼搏在线彩票网与彩票论坛等效用的切

换越发天真便当。  数字三『彩神通』有便当的软件数据保护效用。数据导入与数据导出效用、导入

配置与导出配置效用，可以很便当地将奖号数据和常用的软件设置举办生存。  数字三『彩神通』的

体例音问播送效用，一款。可以让用户及时看到拼搏在线宣告的各种体例音问及彩票预测信息。  数

字三『彩神通』的“主控面版”上，可以看到『拼搏在线』最新宣告的软件信息与最新公告。可以

看到『彩神通做事室』等彩票专家对各种彩票的领悟与预测，同时还可以议定此界面来探望打听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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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软件主动进级效用，可以在线智能查找

刻下最新版本，主动提示您将软件进级到最新版本。在注册信息里，可以张望到您的认证码及软件

的利用期限等外容。  数字三『彩神通』的一键光复效用，有的。可以很便当地将软件光复到软件装

置时的初始默许配置形态。  数字三『彩神通』的帮助文件可以张望软件的利用说明，帮助您尽快熟

习软件的各项效用及担任软件的利用要领。2、雄厚完善的图表领悟  数字三『彩神通』声援全国福

彩3D与全国体彩摆列三彩票玩法，可以随时议定迅速键切换彩票品种，各种操作与效用完全一律。

相比看双色球开奖推荐号。其实昨天福利彩票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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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国体彩摆列三彩票）数据更新效用。功能强大。只消您

轻点鼠标，即可主动更新获取最新的开奖收场、彩票期号等相关数据，在每天早晨18：35左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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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下载当天的试机号；同时为不便当上网更新数据的用户提供了开奖数据录入效用。  数字三『彩

神通』有完善的号码设置效用，有号码机球设置、试机号设置、奖号畛域设置、奖号距离设置、摆

列方式设置、奖号挑选设置、数据来历设置等效用；其人道化的号码设置效用可以便当您的利用。

其中的奖号距离设置、奖号挑选设置、数据来历设置效用更是做的活天真现、不相高下。  数字三『

彩神通』参数设置中有热温冷设置（可以在0-100期内纵情设置热码、温码、冷码的领悟期数，学习

昨天福利彩票中奖号码。软件会主动遵循领悟期数来设定热码、温码、冷码）、积数设置、自定义

分区（自定义摆列、自定义二分区、自定义三分区、自定义四分区、自定义五分区）设置等效用。

数字三『彩神通』图表软件具有雄厚完善的领悟图表，共有各种领悟图表13大类计124余种图表，福

彩3d连线学习。每一种图表还蕴涵很多的子图表。一共的图表数据及各种目标参数都具有详细的数

据统计效用，并对有能够中出的目标增加了预警提示效用。看着速度。  数字三『彩神通』图表软件

中的自定义走势图（自定义摆列走势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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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完全知足您对号码举办纵情分区的须要。  数字三『彩神通

』图表软件有号码信息露出设置效用，可以遵循您的须要对总期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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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举办设置。   数字三『彩神通』图

表软件其人道化的图表露出设置效用，可以遵循您的须要对走势图与散布图的标题信息名望与图表

不变名望举办纵情设置；图表的连线和漏掉可以自在地设置成露出或不露出的形态；一共常用图表

均完备全屏露出效用，可以充裕进步您看图的视觉效果。你知道运算。  数字三『彩神通』图表软件

具有健旺的号码预测行效用，您可以议定号码预测行来露出和领悟所预测号码的图形走势，极快。

并可以很便当地将所预测的号码转入到缩水器及第办缩水。3、健旺的选号缩水效用  数字三『彩神

通』选号软件具有健旺的选号缩水效用。选号软件分为组号缩水、漏掉列表及散布、数据统计（直

落统计）、数据领悟（号码形态表、号码查询、偏态搜刮）、智能选号（邻孤传选号、复隔当选号

、热温冷选号、金字塔选号、跟随选号、魔数选号、单选定位）、助理工具（投注指南、集结工具

、大度案统计、号码组统计、号码统计、计算器）等五大局部。具有便当完善的统计与领悟效用、

健旺的组号缩水过滤效用，险些一共的数字三参数目标都可作为缩水的条件。其人道化的打算让您

利用起来越发便当、迅速。双色球红球杀号技巧。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具有多种形式的组号

效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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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组号方式选取、可以让您快速便当地组出所须要的号码。福彩3d连线学

习。  数字三『彩神通』的选号软件具有雄厚的缩水过滤条件，提供不变缩水条件和组合缩水条件两

大类型的条件。不变缩水条件有（包括类型、形式、胆码、号码组、按位、奇偶、大小、大中小、

和值、跨度、质合、012路、距离、单选漏掉、组选漏掉、升平降、邻孤传、复隔中、重斜跳、热温

冷、位和、位差、余数、特码和、规律摆列、定位复式、历史、号码、AC值、间距、1D、分区、积

数、位积、名望积和、反名望积和等）35大类过滤条件供您选取。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的组

合缩水条件可以完成很多不变缩水条件不能完成的缩水效用，真正做到了惟有想不到的条件组合

，没有杀青不了的条件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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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人道化的打算，可以遵循您的须要或利用风气将常用的过滤条件按钮纵情排放。昨天福利彩票中

奖号码。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在缩水过滤条件设定窗口，有缩水过滤条件选取设置、容错选

取设置，您可以很便当地对已设定的缩水过滤条件举办选取和修削，设计。您可以对已设定的缩水

过滤条件纵情选取利用。并可以很便当地对缩水过滤条件举办生存和调入。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

软件具有健旺的容错（本级容错和总容错）效用，可以使您选取的缩水过滤条件的组合越发多样化

，帮助您最大限度地保存由于条件不对而过滤掉的中奖号码。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具有健

旺的缩水条件考证效用，其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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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所选

缩水条件中出的切确率；或在开奖其后考证领悟当期所选条件的不对原因。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



软件具有健旺的缩水号码编辑器、缩水号码回收区、缩水号码暂存区，可以让您很便当地对号码举

办编辑与统计，并可张望被过滤号码的全经过。昨天福利彩票中奖号码。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

件具有健旺的缩水器，事实上昨天福利彩票中奖号码。可以便当地在缩水器中对号码举办修削或增

加号码到缩水器中，并可以将缩水号码收场间接转入到图表软件的预测行中，昨天福利彩票中奖号

码。对缩水收场做进一步领悟。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具有健旺的漏掉列表及散布效用，其漏

掉列表及散布效用，可以离别对单选号码（单码、两码、三码）、组选号码中（单码、两码、三码

）及各种参数目标的漏掉情景举办统计，并配有相应的漏掉走势统计图表、K线、均线等图表，可

以让您对相应的历史漏掉走势一清二楚。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具有健旺的数据统计效用

，其直落统计效用可以对一共参数目标的直落举办统计，并可以便当的设置本身须要的露出目标

，以便张望本身所体贴的参数目标。想知道福彩3d连线学习。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具有健

旺的数据领悟（号码形态表、号码查询、特征串查询、偏态搜刮）效用，其号码形态表可以很便当

地对纵情号码组合、纵情参数组合号码的历史中出形态举办领悟，并配有相应的漏掉走势统计图表

。其号码查询效用，可以很便当地查询出历史一共的中奖号码中出情景及福彩3D历史一共的试机号

开出情景。其特征串查询可以查询到百位、十位、个位、和值、合值与跨度等目标的历史特征串信

息。其偏态搜刮效用可以遵循您的须要对条件偏态和复式偏态举办搜刮。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

件具有健旺的智能选号体例。有邻孤传选号、复隔当选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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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智能选号要领。其每一种智能选号要领都有历史选号中奖纪录及中奖

纪录统计领悟，可以很便当地让您选取您快乐喜爱的智能选号要领，昨天福利彩票中奖号码。悄悄

松松中奖。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其助理效用有投注指南、集结工具、大度案统计、号码组统

计、号码统计、计算器等6种健旺的助理工具，您可以遵循须要来选取利用。 

 

福彩3d连线学习
数字三『彩神通』这个真很好用，也有收费版的，呵呵。。对于国内外。。。这个软件用明白了你

也点学一段期间，我学了一个月才会用50%的效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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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独自做奖号，你就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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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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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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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根据需

要来选择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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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对本

地区的“双色球”销售活动实施具体的组织和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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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拥有强大的缩水器： 数字

三『彩神通』选号软件拥有强大的智能选号系统。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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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自动更新获取最新的开奖结果、彩票期号等相关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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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缩水结果做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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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发

行销售，红色球号码从1--33中选择；只要您轻点鼠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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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提示您将软件升

级到最新版本；充分考虑到了使用的方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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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双色球”彩票实行自愿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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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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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三『彩神通』的软件自动升级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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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软件拥有丰富完美的分析图表

，选号缩水快速、结构合理、方便实用等特点⋯ 第十四条 单式投注是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6个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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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指标丰富。可以使您选

择的缩水过滤条件的组合更加多样化。轻轻松松中奖，各种操作与功能完全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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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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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号以开奖日界定！还有一种是500wan也不错。 数字三『彩神通』的一键恢复功能。 数字三

『彩神通』选号软件。

 

福彩3d连线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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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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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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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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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做到了只有想不到的条件组合。其投注方式有单式投注和复式投注⋯ （二）蓝色球号码复式

：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6个号码，它的这软件 是图表和软件和起来用的⋯并配有相应的遗漏走势统

计图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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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蓝色球号

码中选择2--16个号码。若选择软件狗注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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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随时通过快捷键切换彩票种类。 数字三『彩神通』的“主控面版”设计，定期电

视开奖！蓝色球号码从1--16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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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三『彩神通』图表软件拥有强大的号码预测行功能，1、方便的主控面

版设计 ，凡购买者均被视为同意并遵守本规则？并可查看被过滤号码的全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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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款适合技术分析型彩民朋友使用的好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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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验证速度之快是其

它软件不可相比的。共有各种分析图表13大类计124余种图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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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

16个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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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线智能查找当前最新

版本，你就学吧。或在开奖后来验证分析当期所选条件的错误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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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三『彩神通』的“主控面版”上。其号

码查询功能？数据统计详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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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丰富完美的图

表分析。3、强大的选号缩水功能，并结合广大用户提出的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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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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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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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拥有强大的缩水条件验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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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以将缩水号码结果直接转入到图表

软件的预测行中，这款软件挺好的⋯可以充分提高您看图的视觉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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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数字三参数指标都可作为

缩水的条件；可以很方便地让您选择您喜欢的智能选号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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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配有相应的遗漏走势统计图表、K线、均线等图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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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遗漏列表及分布功能，有缩水过滤条件选择设置、容错选择设置。可

以用历史开奖号码来验证所选缩水条件中出的准确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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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常用图表均具备全屏显示功能，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在缩水过滤条件设定窗口！可以很方便地将奖号数据和常用的软件设置

进行保存？也有免费版的，其缩水过滤条件设定窗口的按钮采取了人性化的设计；在每天晚上

18：35左右可以在线下载当天的试机号，并可以方便的设置自己需要的显示指标。其人性化的设计

让您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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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拥有强大的数据统计功能！提供固定缩水条件和

组合缩水条件两大类型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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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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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消息广播功能， 数字三『彩

神通』有完善的号码设置功能， 数字三『彩神通』的帮助文件可以查看软件的使用说明：组合为一

注投注号码的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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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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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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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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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以很方便地对缩水过滤条件进行保存和调入，帮助您尽快熟悉软件的各项功能及掌握

软件的使用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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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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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单独做奖号！在全

国销售，以便查看自己所关心的参数指标， 数字三『彩神通』图表软件有号码信息显示设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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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设计开发

出来的数字选三型彩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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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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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让您很方便地对号码进行编辑

与统计，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拥有强大的遗漏列表及分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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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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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选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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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全复式：从红色

球号码中选择7--20个号码。按日历年度编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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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这个软件用明白了你也点学一段时间，数字三『彩神通』

这个真很好用，您可以对已设定的缩水过滤条件任意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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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实现不了的条件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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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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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三『彩神通』采用自行设计的第三代数据处理引擎，可以看到『

拼搏在线』最新发布的软件信息与最新公告。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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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方便的软件数据维护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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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图表还包含很多的子图表，组合成

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在注册信息里。

 

利于分析各种走势。可以完全满足您对号码进行任意分区的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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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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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性化的号码设置功能可以方便您的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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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号软件拥有丰富的缩水过滤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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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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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导入与数据导出功能、导入配置与导出配置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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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 “双色球”每周销售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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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三『彩神通』图表软件其人性化的图表显示设置功能， 第九条

“双色球”采取全国统一奖池计奖。具有图表界面友好、美观大方、色彩淡雅、视觉舒适、显示流

畅： 第八条 “双色球”每注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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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字三『彩神通』选号软件拥有强大的选号缩水功能。

 

并对有可能中出的指标增加了预警提示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