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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软件主界面
•左上部分是功能区域
•左下部分是公式列表区域
•右半部分是历史号码列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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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主界面介绍

1. 功能区域

2. 公式列表区域

3. 历史号码列表区域

1.功能区域
3.历史号码
列表区域2.公式列

表区域

主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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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功能区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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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号码的更新方法

1.手工输入

2.历史号码文件在线更新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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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的更新方法

1.手工输入

2.读取公式文本文件

3.公式搜索（推荐）

中文公式的添加，采用最常用的格式，比如：
[第一生]第七5余+第九单双+第七码+第六3余+第八单双+第十码+第七5余+第六5段+0
或者兼容如下格式：
第七5余+第九单双+第七码+第六3余+第八单双+第十码+第七5余+第六5段+0=下期生第一

公式输入完毕点
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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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文本文档(.txt)中的公式，支持中文公式，采用最常用的格式，比如：
[第一生]第七5余+第九单双+第七码+第六3余+第八单双+第十码+第七5余+第六5段+0
或者兼容如下格式：
第七5余+第九单双+第七码+第六3余+第八单双+第十码+第七5余+第六5段+0=下期生第一
选中相应的公式文本文件（.txt），然后点确定即可



公式搜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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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设置公式的类型

•“公式种类选择”：包括“一星”、
“二星”、“组选”、“直选”等9种
类别的公式，都可以搜索。

•“生杀”：设置公式的结果是生还是
杀

•“公式元数”：设置生成的公式是由
几个参数量累加而成。例如此例中都
是默认8元公式，不加最后的+0，前
面有8项参数相加。

•“公式末尾偏移常数”：可以设置最
后加一个常数，默认是0，即最后是
“+0”，如果设置为“随机”那么最
后加一个随机数。



公式搜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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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设置采集公式搜索的参数设置可

以搜索制定类或者所有类的公式的参

数

•智能设置里面的数字，是模拟搜索该

类指定条数的公式，将所列数量的公

式中的参数最高值（正确率与连对取

最大值，连错取最小值）作为该类公

式的参数最低标准。

•一般来说，数字越大，即采集公式的

数量越多，那么最好的参数值也越高，

作为参数的话搜出符合条件的公式也

越困难。



公式搜索界面
•这里可以设置公式搜索模板
•右边一列是现有公式总数以及每一类
数量

•“公式保有数量”指每一类公式要达
到左边列的数量，不够的补齐数量。

•“公式新增数量”是指每一类要增加
的公式数量。

•“保存设置”是在左列填入设置数量
之后点该按钮来保存，下次进入软件
的时候点“调用设置”即可将保存的
数量调用进来。

•“确定搜索方案开始搜索”按钮可以
让公式开始按照以上选择和设置开始
搜索。（搜索公式所限制的公式参数
的设置和保存下节介绍）

•“继续”和“暂停”按钮作用于“确
定搜索方案开始搜索”按钮开始后的
模板方案公式搜索，并不作用于普通
公式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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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搜索界面

•这里可以设置公式搜索参数

•选择某一类公式后，就可以调用之前
设置的该类参数，可以修改参数，并
且点“保存当前种类参数设置”按钮
来保存。

•每种参数都是设置的范围值，从多少
到多少，一般正确率百分比的数最大
设置为100，连对值最大设置为32768，
连错最小设置为0，这一部分都不需要
修改。可以修改正确率的最小值，连
对的最小值，连错的最大值。

•最右边一列是搜索的本条公式的每种
参数值，可以供对照是否满足参数设
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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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搜索界面
•这里是公式搜索情况显示区
•点“开始搜索”开始搜索“公式种类
选择”中选择的某一类公式，每搜索
的一条在下面的白色文本框显示，该
公式的参数在上面的“当前公式参数
值”中显示。“暂停搜索”可以暂停。
•“公式形式”选择框可以选择生成的
公式的中文显示形式。目前两种形式
都是当前流行的形式。
•下面的列表中显示搜索过程中删选出
来的符合条件的公式。上面有合格公
式数量，可以在白色框内设置需要的
条数，勾选“自动中止”的情况下，
搜索到指定条公式自动暂停。（图例
中勾选了自动中止，默认设置数量50，
搜索到50条公式暂停）
•“公式更新到数据库”是将软件数据
库内的公式清空，然后将搜索到的公
式导入到软件数据库。
•“公式追加到数据库”是保留软件数
据库中已有的公式，然后将搜索到的
公式追加到软件数据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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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种类选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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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选择公式的位数，
来设定当前公式运算的

种类。

这里选择公式类型是生
（保留）还是杀（排除）



公式列表区域

软件的公式的列表，上下移动滚动条可以看到所有公式，左右移动滚动条，可以
看到正确率、连对、连错等参数。

可以显示公式
的英文机器代

码内容

可以将公式的中文导出到文本文件（.txt），
导出的公式文件可以再次导入到软件中
（参见第5节“读取公式文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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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的选择和过滤

这里通过“滤非极限公式”按钮，可以将最后连错小于极限值的非极限公式过滤掉。
“公式过滤设置”按钮，可以进入公式过滤设置窗口，里面默认的参数都是所有公式的每种参数的范围，
如果不修改的话就不能过滤掉任何现有公式，我们可以通过提高一些参数的值，比如加大正确率或者连
对最小值减少连错最大值，提高公式的整体参数性能，被过滤的参数序号变灰色，保留的参数序号依然
是蓝色。

可以选中所有公式（公式列表
序号都变成蓝色）和反选所有

公式（公式列表序号灰蓝互
变），变后选中的公式（蓝色）

方参与公式后面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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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的导出和删除

可以在序号的地方点击鼠标可以选中/不
选该条公式，手动选择单条公式

• 鼠标右键点公式列表，弹出菜单，
菜单选项如下：

1. “导出到excel表格”：可以将
公式列表整体导出到excel表格，
需要安装excel97以上版本

2. “查询该公式历史计算式”可以
计算该公式历史每一期的计算式
和计算值

3. “删除该公式”：从软件中删除
当前鼠标点中序号的公式

4. “删除选中所有公式”：从软件
中删除序号是蓝色的所有公式

5. “删除最后公式”：从软件中删
除列表中最后一条公式

6. “删除未选中公式”：从软件中
删除序号非蓝色（呈灰色）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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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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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完毕后就点
该“计算”按钮

计算

•计算方法选择
1. “最优公式法”：将

公式按照参数排序，
依次杀码，直到剩下
指定个数的项目，剩
下的公式不参与计算

2. “计算选中公式”：
所有选中公式参与计
算，结果按照被杀次
数排序，选择排名靠
前的号码或者项目



历史号码列表区域

“历史列表显示公式各
期验算结果”：勾选选
中后（可能需要运算较
长时间），将在列表右
部展现各条公式的历史
各期运算结果，见下节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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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号码列表区域（展开）

•这里对应公式列表的每一条公式的计算结果

•“公式3”对应的公式列表中序号为3的公式

•每一行的结果都是该公式用上期开奖结果计算
的该期的值，便于与历史号码对照

•蓝色背景表示该期公式计算时正确的，绿色背
景表示错误的。

•图中，“17010912”的“公式1”结果“7”
背景为蓝色，表示公式列表中序号1的公式，
17010911期算17010912期的结果为7，
17010912第一位（当前验算的第一位公式）开
奖结果正好为7，该期正确，故背景为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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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快捷使用流程（快速入门）
•第一步：点“开奖历史在线更新”

按钮并稍等片刻；

•第二步：点“搜索公式”按钮，

搜索公式，可以按照默认设置搜索。

点调用设置，使用模版设置搜索，

操作如作图流程（每天只用搜索一

次，当天搜索后此步骤[图中框选部

分]可以略过）；

•第三步：选择对应的位，同时选

择计算的位数、玩法（如果是选择

的“直选”且第二位以上那么结果

会将低星位的结果也计算出来并在

列表窗口可以切换显示） “计算下

期结果”、“最优公式法（”默

认），然后点“计算公式”按钮；

•第四步：在弹出结果列表里面，

每一位排除了前面位开奖结果所剩

下的排名最前的的号码即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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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
我们选择的前三名，计算
方法是，按照前三位的公
式计算，排除了前面位数
计算出现过的号码剩下的
排名最靠前的号码组合成
的前三位结果

关闭搜索窗口返回
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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