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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公式算法的原理是什么，准确性如何？ 

答：公式算法的原理是根据往期开奖每个号码的属性分为多个类别，然后运用数学方法将这些属性进行四

则混合运算（多用加法），的出的结果与实际开奖结果对比来分析开奖内在规律的一种方法。该方法是借鉴

六合彩分析领域最客观、科学和长期有效的方法，推广到时时彩的计算，也是目前运用最广的方法，可以

数倍提高中奖概率。 

问题 2：你们的公式软件怎么样？在飞艇、赛车赛车类软件里面有何优

势？ 

答：我们是国内最早开发彩票软件和公式软件的工作室。2000年开始研究彩票软件，开发了卜算子-搏彩王

系列彩票软件，是最早的彩票软件研究者。2006年开发了六合公式大师软件，也是最早的公式软件开发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随后开发了六合公式专家和六合公式精算师，将公式的搜索、分析、计算都整合在

软件中，并且率先引入了“选中公式法/最优公式法”等不同的排序方法；发明了码均参数，便于各类参数

在相同平台下的互相对比；首创了公式搜索模板，可以一键定制搜索公式；增加了公式反推演算功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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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外部验证结果可以反推演绎公式…以上种种首创、独创，都是建立在我们多年潜心研究以及广大用户群

的交流反馈的基础上的，2016 年 3月，经过两年的酝酿策划，时时彩公式精算师终于在六合彩公式精算师

的基础上诞生了，次月，在时时彩公式精算师的基础上又开发了北京赛车飞艇、赛车公式精算师、快乐十

分公式精算师、11选 5 公式精算师和快 3彩公式精算师共 5种高频彩票公式软件；同年 6月，又开发出双

色球彩票公式精算师、大乐透彩票公式精算师、七乐彩彩票公式精算师、七星彩彩票公式精算师、排列五

彩票公式精算师和 3D彩彩票公式精算师共 6种低频彩票公式精算师系列软件。2018 年开发了极速时时彩、

极速六合和飞艇赛车等 3种高频极速彩票精算师系列软件。 

问题 3：飞艇、赛车公式计算结果隔期是怎么对应？为何要隔期算？ 

答：因为飞艇、赛车赛车是超高频的开奖，比其他诸如时时彩、11选 5或者快 3 等快开彩票的开奖周期小

一半以上，仅仅 1~5分钟，加上开奖更新的时差和计算的时间，可能所剩只有三分多钟，在这么短时间投

注，时间很仓促。因此软件采用隔期计算，即如果当前软件更新开奖历史号到 090期，那么计算的是 092

期结果；开了 091并更新后计算 093期结果；开了 092 期并更新了历史号码后计算 094期结果。这个是根

据公式统计的属性决定的，因为飞艇、赛车公式在历史上对照就是按照隔期来对照，来找的规律，因此不

会存在对应的误差。另外，隔期结果不管开奖后是否正确，都不需要守着这个号码继续追（因为开奖是变

化的，如果守株待兔、刻舟求剑都是无意义的），我们继续用最新的开奖往下计算，用隔期前计算的结果取

买，这才是符合唯物辨证主义和科学方法论的方法。 

 

问题 4：软件下载后为何无法打开？演示说明等文件为何无法观看？ 

答：我们软件是.exe文件，安装文件也是.exe，都需要在安装了 windows系统

（windows95/98/NT/ME/XP/VISTA/win7/win8/win10）的电脑上运行打开，手机用户无法运行。另外，演示

说明的.doc需要用微软 Office组建的 Word打开；. pptx需要用微软 Office组建的 Word打开；.pdf文件

需要用 Adobe Reader 等 PDF 阅读器打开；.rar需要用 WinRAR等解压工具解压然后打开。以上软件都是属

于电脑系统必备或者常用软件，如果没有请自行下载安装。 

问题 5：软件如何更新历史号码？软件里面手工输入历史号码，为何输

入到最后一位的时候没有动静？ 

答：软件可以在线更新历史号码，在联网的情况下，一般可以在线更新最新历史号码。如果没有网络，或

者在线更新不方便，可以手工输入历史号码。输入方法是在指定期数那里依次输入开奖号码。当输入最后

一位开奖号后，会有稍许的延迟，这是因为软件在自动计算参数，稍等几秒钟后光标跳到第一格位置，期

号变为下一期，可以继续输入下一期开奖（如果改期已经开过，若未开则不必再操作），此时可以看软件界

面右部的历史号码列表，方才输入的那一期历史号码已经在历史号码列表最后一列，表明已经输入并计算

完毕。 

http://www.baidu.com/link?url=nC02-egRK9gE9SkcIMgZH4pBosLYBhkVZM1mYWSYVF6jfl8oXHp23drlowX4pHQmCJehtcF1eU0I9LELkr10TK
https://www.baidu.com/link?url=lj2R7qy7tWAsYuNJvOx08nXt0K1bvfTqakNcW5el58ndsb8sYiReJ1xbmoHVgmchSCT4_eS1rnm2YML21BK1hq&wd=&eqid=f3cec725000f0a9600000005569ad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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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6：为什么自己每次用软件搜索的公式不一样？ 

答：因为公式搜索的时候，符合条件的公式非常多，筛选的时候如果满足条件都会保留，所以我们保留的

都只有很小一部分，所以在大量的公式中保留的这一小部分可能都不尽相同的，但是这个不会影响软件的

准确性。 

 

问题 7：为什么相同的公式，计算的结果会不相同？ 

答：如果相同的公式计算的结果不同，请检查是否是计算的相同一期(或者验算相同的期数)，如果确认是

同一期，有以下两个可能导致结果不同： 

1、软件设置不一样，导致公式取值不同（如果设置不同，修改了设置后需要重新读取历史号码）； 

2、计算方法不一样，确认是否所有类/所选类设置相同，确认是否是都用的最优公式/计算选中公式； 

 

问题 8：为什么软件更新的公式，验证此前几期都是正确的，但是计算下一

期的时候有可能错？ 

答：因为软件的公式为了保证紧跟开奖规律，会过滤掉近期不准的公式，因此造成了近期公式计算的都是

准确的，但是这个规律不能保证下一期的绝对准确性，也就是说下一期计算有可能会错，这是正常的，是

由公式的性质决定的。 

 

问题 10：最优公式法和计算选中公式法哪个更好？ 

答：最优公式法是计算前将公式排序，用最好的公式去计算结果，直到剩下保留的个数为止，余下的公式

不参与计算；计算选中公式是将现有的公式（如果公式过滤了则是没有被滤掉的公式）全部计算将结果按

照 Err值（被杀次数）从小到大来排序，用户自行选择购买前面的若干项。两种方法各有千秋，但是初学

者用默认的最优公式法比较方便，可以直接设定后出结果，而不需要研究每个公式的内在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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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1：软件注册后享受什么权益？注册会员是否是终身的？ 

答：软件注册之后终身使用免费升级，这是我们一直的承诺。注册后包括电脑升级、变更，注册信息验证

后都免费重新发放新注册码；注册会员软件的版本、历史号码和公式升级，都是全免费的。 

 

问题 12：软件最新版及其说明演示怎么下载？为什么按照下载地址显示

无法打开网页？ 

答：软件最新免费试用版本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cnbcw.com/download/jss/ftsc/ftscjsds.exe 

        最新说明文档：http://www.cnbcw.com/download/jss/ftsc/ftscjsds.doc 

        最新界面和使用步骤幻灯片 PDF版：http://www.cnbcw.com/download/jss/ftsc/ftscjsdsppt.PDF 

        使用技巧演示录像集锦下载：http://down.cnbcw.com/SOFT/PK10JS/PK10gsys.rar 

以上页面，除了.doc、.pdf 可以网页直接打开，其余都是需要下载的。安装了迅雷等下载工具的在浏览器

输入以上网址电脑都会自动打开下载工具提示下载，没有安装下载工具的电脑会在浏览器提示保存文件，

下载并保存完毕后就可以打开使用了。.exe文件可以直接执行；.pdf文件需要用 Adobe Reader 等 PDF阅

读器打开；.rar需要用 WinRAR等解压工具解压然后打开，如果无法打开请下载以上对应工具再打开。 

 

问题 13：软件有什么技术支持服务，有没有交流群？ 

答：软件可以提供终身技术支持，联系方式见附录“联系我们”。另外我们软件有多个千人 QQ交流群，注

册之后可以加入 QQ群与全国数万的彩票专家、公式软件用户进行交流探讨。 

 

问题 14：除了本软件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类别的彩票公式软件？ 

答：我们彩票公式精算师软件分为六合彩公式精算师系列、高频彩票公式精算师系列和低频彩票公式精算

师系列。六合彩系列包括六合彩公式超级精算师特码版、平特版、平码版和平位版四个版本；高频彩票公

式精算师包括时时彩公式超级精算师、飞艇赛车公式超级精算师、快乐十分公式超级精算师、11选 5公式

超级精算师以及快 3彩公式超级精算师；低频彩票公式精算师包括双色球彩票公式精算师、大乐透彩票公

式精算师、七乐彩彩票公式精算师、七星彩彩票公式精算师、排列五彩票公式精算师和 3D彩彩票公式精算

师共 6种低频彩票公式精算师系列软件。如果对其中有兴趣都可以联系咨询并免费获取试用版本。 

http://www.baidu.com/link?url=nC02-egRK9gE9SkcIMgZH4pBosLYBhkVZM1mYWSYVF6jfl8oXHp23drlowX4pHQmCJehtcF1eU0I9LELkr10TK
https://www.baidu.com/link?url=lj2R7qy7tWAsYuNJvOx08nXt0K1bvfTqakNcW5el58ndsb8sYiReJ1xbmoHVgmchSCT4_eS1rnm2YML21BK1hq&wd=&eqid=f3cec725000f0a9600000005569ad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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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5：为什么我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安装后软件无法打开？ 

首先请排除是因为试用版本超过了试用期，软件行了了锁死或者自动退出，这需要注册后才能保证使用。

软件支持 Windows 系列操作系统（包括 Win95/98/2000/NT/ME/XP/2003/VISTA/7/8/10）,如果是 Windows10

操作系统安装过程中会出现兼容性问题，软件安装的时候请鼠标右键点击安装文件，右键点击 – “属性” 

– “兼容性” - 选中“以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 - 选择系统 “Windows7” 

并 之后，即以

Windows7 的兼容性安装，可以解决部分 Windows10 和本软件的兼容性问题；如果是 Windows8/8.1 操作系

统，可以软件安装的时候请鼠标右键点击安装文件，右键点击 –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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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安装后还是不能运行，请关闭各种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再

用以上方法操作一次。因为有可能是防火墙对于一些软件所需要的系统文件进行了阻拦。 

问题 16：采取倍投还是平投的方法使用彩票软件购彩更科学？ 

答：我们的软件是看基本面，取大数据看基本面，中奖概率远大于综合赔率的倒数，那么就可以持盈保泰，

稳定收益和发展。而采取不中/连错则倍投的方法，我们是不建议的。这相当于平时都能保证小赚，但是当

遇到小概率的连错多期的特殊事件（这是无法排除的，哪怕 80%的正确率，那么还有几百万分之一的 10 不

连中），如果采取倍投的话可能会倾家荡产。实际上，倍投的方式，可以看成是购买保险的一种反向操作。

保险是将平时付出一小笔费用，以抵御不可预知风险的时候不需要支付高额的费用，保证资金链的稳定和

人生的平安；而倍投是平时获得一小笔盈利，但是出现小概率风险会支付高额费用，这种风险式高额支出

可能造成资金链断链，将人一次性击垮。玩彩票，几乎所有人的初衷都是娱乐的同时能够增加收入，但是

这是要在能保证个人资金安全和家庭稳固的基础上，如果出现倾家荡产的风险，我们是不建议的，因此我

们一向不推荐采用所谓的计划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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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技术支持及注册软件）： 

 

QQ: 1433005104 (飞艇、赛车赛车公式大师) 

电话：13907192348 付家辉 

网址：http://www.cnbc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