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彩市中，竞彩返奖率
最高，达到69%，在竞彩的
各种玩法中，聪明的彩友很
快抓住了窍门：所有子玩法
中，2串1的返奖率能够达
到76%！因而目前越来越多
的人倾向于选择2串1。用
济南竞彩店店长王先生的
话说：“2串1中奖返奖都很
高，当然成为大家首选的投
注方式。”

2串1怎么买？任意选
择两场比赛猜就可以，即使
不懂球，也完全可以按照数
字的方式来竞猜，玩起来非
常容易。相比于单场，2串1

难度只提升了一点儿，奖金
却因此变为固定奖，投注时
就可以看到所获奖金，收益
一目了然，喜欢倍投揽奖的
彩友当然会非常喜欢。目前
在各竞彩店内，选择2串1

投注的彩友成为主流，场次
少、收益高，自然受到人们

追捧。
今年2月，全国首个竞

彩百万大奖在江苏诞生，中
奖者所选的方式便是2串
1，加大倍投力度，照样获
得了百万大奖。无独有偶，
8月24日，重庆彩友严先
生，再度利用2串1方式买
竞彩，中得了122万元的大
奖，可见低关倍投在博取大
奖方面的确占有优势。

对于喜欢竞彩的朋友
来说，天天都有比赛猜、想
买哪场买哪场的感觉非常
过瘾，最近几天有欧洲锦标
赛预选赛、杯赛、巴西甲可
以竞猜，此外还有篮球世锦
赛，众多篮球迷们纷纷用购
买竞彩的方式为中国队加
油，在舒适宽敞的竞彩店里
看比赛、买竞彩，与志同道
合的朋友一起谈彩轮球，分
享中奖，不失为一件乐事。

(孙秀红)

竞彩2串1返奖率76%
渐成彩友主流投注方式

竞彩游戏8种玩法

一句话告诉你怎样猜

足球胜平负：猜这场比
赛主队是胜？是平？是负？
足球半全场：猜这场比

赛上半场和全场的胜平负分
别是什么？
足球总进球数：猜猜这

场比赛全场的进球数一共有
几个？
足球比分：猜猜双方的

比分是几比几？
篮球胜负：猜猜这场比

赛主队是胜是负？
篮球胜分差：猜这场比

赛两支球队的比分相差多
少？
篮球让分胜负：双方实

力悬殊较大，那么主队让了
一定分数之后，还能不能赢
客队？
篮球大小分：竞猜前先

确定一个“预设分数”，猜
这场比赛的总分比预设分大
还是小？

竞彩知识连载(二)

竞彩猜什么？

通俗来说，竞彩游戏猜
的是足球比赛和篮球比赛。
竞猜的范围非常广泛，足球
方面几乎包含了欧洲、亚
洲、非洲、美洲的所有比
赛，包括彩友最为熟悉和喜
爱的意甲、英超、德甲、法
甲、西甲的欧洲五大联赛；
篮球方面包括彩友了解最多
的NBA和WNBA(美国女子
职业篮球联盟)的比赛，以
及关注度很高的欧洲篮球联
赛和世锦赛等。
众多精彩比赛供彩友随

心竞猜，竞彩游戏可以说是
几乎做到了“想怎么猜就怎
么猜”、“想猜谁就猜谁”。世
界顶级足球篮球比赛，在带
给球迷快乐与激情的同时，
也让更多人感受到了竞猜比
赛的快乐以及中奖的惊喜。

男篮世锦赛竞彩攻略：

及早下手多中奖金

有中国队参与的本届男
篮世锦赛吸引了更多的目
光，彩友在投注之前，自然需
要做足功课，尤其是那些投
注竞彩篮球比赛的基本规则
与知识。不管是菜鸟还是篮
彩投注高手，都要做到温故
知新。目前，竞彩篮球游戏推
出4种游戏玩法，分别为“胜
负”、“让分胜负”、“大小分”
和“胜分差”。

篮球和足球不一样，篮
球的爆冷几率相对较小。但
是世锦赛球队过往交锋的战
绩不像足球那样有规律可
循。而且篮球世锦赛有个特
点就是得分很少，球队的得
分一般在六七十分，赢球的
分差一般在6-10分。
目前比赛还在小组赛阶

段，有的彩友暂时采取了观
望的态度。专家建议彩友，最
好及早下手，这样可以早点
试水，培养对球队的“感觉”，
玩法上可以优选大小分和让
分胜负，投注方式上优选2

串1，奖金固定，返奖率和中
奖率都高。世锦赛毕竟时间
相对来说较长，彩友如果喜
欢，可以做个投注计划，能够
有效地规避风险、从而赢得
更多。

8月30日上午开奖的
第10075期胜负彩，注定要
吸引全国彩友的“眼球”：有
多达2630万元的奖金滚入
本期奖池，最终开出11注
一等奖，每注奖金高达405

万元，二等奖开出264注，
每注奖金29715元。

本期胜负彩最冷的比

赛由西甲弱旅马洛卡创造，
他们在主场0比0逼平了强
大的皇家马德里，这个结果
的猜中率为15 . 53%，尽管
是 客 场 作 战 ，依 然 有
76 .39%的投注支持皇家马
德里取胜。意甲豪门尤文图
斯也在客场落马，0比1不
敌巴里，这个结果的猜中率

为18 .64%。此外，巴勒莫主
场0比0平卡利亚里，阿尔
梅里亚客场0比0平奥萨苏
纳，佛罗伦萨主场1比1平
那不勒斯，斯图加特主场1

比3不敌多特蒙德，拉科鲁
尼亚主场0比0平萨拉戈
萨，这5场比赛的猜中率均
为超过30%。 (李安)

很多人第一次听说“2

串 1”往往会打一个大问
号：什么是2串1？2串1怎么
买？实际上，2串1非常简
单，就是在所有受注赛事
中，任意选择两场比赛进行
投注，新手不妨通过以下三
步熟悉2串1：

第一步：查看比赛。登
录 中 国 竞 彩 网

(www. sporttery . cn)，可以
直接看到受注赛事。

第二步：挑选比赛。在
众多赛事中，随便选2场，球
队不熟悉没关系，只看胜平
负的赔率数字即可，可以选
择赔率值最低的投注。(赔率
值越低，获胜的可能性越高)

以下所选两场，赔率都在
1.6左右（具体如下图）。

第三步：投注比赛。选
好2场比赛即可进行投注，
此即为2串1，固定奖金。投
注时即可看到奖金数，更加
有备而战。另外为了提高奖
金数额，可以采取多倍投
注。8月24日，重庆一位彩
友就是利用2串1多倍投，
中奖122万元。

(禾木)

何谓球盲？不懂球、
不看球、更不踢球也。俺
从来没看过球赛，对球队
更是一无所知。竞彩又是
什么？在俺这个球盲的眼
中，竞彩不过是数字游戏
而已。看了看各种游戏，
胜平负最简单的，看看投
注方式，就它了——— “2

串1”。
打开中国竞彩网，很

多比赛出现在眼前，全是
些稀奇古怪闻所未闻的球
队，对俺这个球盲来说，
看了也白看。不过前几
天，刚学了一个最简单的
方法，俺觉得很适合球盲
玩竞彩。一句话，就看赔
率值，至于赔率值是什

么，甭管。首先选场次：
选择胜率、平率、负率这
3种赔率值差别较大的场
次，差别越大越稳妥。例
如：张三 V S 李四，胜
1 . 35、平3 . 85、负6 .50，
显而易见，3种赔率值差
别较大，就选这样的。然
后选结果：哪个数值小就
选哪个。还是刚才的数
值 ， 毫 无 疑 问 ， 就 选
1 .35。

俺先选了4场比赛，
投注方式选“4串6”--实
际上就是6注“2串1”，
如果这4场全选对，纯利
润肯定在100%以上，选对
3场，也能中3注，即使只
选对2场，也能有奖金进

账。于是，球盲的第一单
诞生了：8月24日选择“4

串6”投注，即6注“2串
1”，倍投4倍。次日结果
出来了，虽然选错了 1

场，仍然中奖43元。8月
25日周三，俺再选两单：
“2串1”周三002(胜)+周
三010(胜)，倍投10倍。
“3串1”周三002(胜)+周
三010(胜)+周三014(胜)，
倍投10倍。周四上午，赛
果揭晓，两单全中，收获
奖金77 .5元。

首玩竞彩，连中 3

次，总结经验如下，供各
位球盲球迷参考：首选
“2串1”，选场看赔率，
小值定胜负。 (千江月)

2630万元奖金滚入

足彩送出11注405万头奖

玩竞彩2串1

新手入门只需三步走

球盲首次玩竞彩连中3次

哥看的是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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