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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拳本色 世界冠軍嘉年華篇 
PACHISLOT リングにかけろ 1 ワールドチャンピオンカーニバル編 

樂都機種介紹 QR 

 

手機掃描 QR 進入機種介紹  

導入年月 2020/10 

六號機 AT TYPE 

框體圖片 

 

有效線 

 

特殊一線有效 

50 枚約可遊技轉數 50G 

小役構成 

 

冠軍之路 

 

轉輪凍結 

 

PUSH 目 

3/11 枚 

1 枚 

REPLAY 

REPLAY 

轉輪配列 

 

開獎條件 

1. 週期到達時突入 CZ 後抽選 AT 

2. 通常時獲得點數強化 CZ 期待度 

轉輪凍結特典與確率 

PUSH 目瞄押演出時出現影道總帥 

特典為 AT 初期枚數 1000 枚確定 

天井情報與恩惠 

天井為有利區間移行後消化 999G，天井到達時經由前兆當選 AT 確定 

 

http://slotto.com.tw/product.php?ac=show&pid=3204
http://slotto.com.tw/product.php?ac=show&pid=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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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役種類及瞄壓方式 

通常時首先左轉輪約在轉輪上段附近瞄押黑 BAR 圖案 

左轉輪下段紅櫻停止時，中右轉輪適當停止，以下牌型為弱紅櫻或強紅櫻 

弱紅櫻與強紅櫻可以從聲音跟轉輪閃爍方式判別 

 
 

弱紅櫻 

 

強紅櫻 

 

強紅櫻 

左轉輪下段黑 BAR 停止時，中右轉輪適當停止，中段再再鐘連線時為弱機會牌 

 

 

弱機會牌 

左轉輪西瓜上段停止時，中轉輪瞄押西瓜，右轉輪適當停止，西瓜連線時為西瓜 

西瓜聽牌但是沒中時為強機會牌 

 

 

西瓜 

 

強機會牌 

AT 中的打法 

有押順指示時照押順停止，切入演出發生時與左第一押順出現時請瞄押 PUSH 目 

其他演出則照通常時打法瞄押即可 

 

 

 

 

版權宣告：遊戲說明內容皆取材自網路整理，版權分屬各出處所有人 

如有任何不妥與意見請與我們連絡，我們將盡快改善，感謝大家。 

本機種資料僅供遊戲過程參考，不得做為開牌依據，更多詳細資料請上網：http://slotto.com.tw 

 

http://slott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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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演出說明 

模式與 AT 介紹 

點數獲得部分 誓言之旗場景 

  

規定轉數 50G 消化之間，目標為獲得點數 

全部小役都會進行點數獲得抽選 

50G 內到達 100 點則會移行此場景將剩餘 

轉數消化，要是在這每獲得 20 點則龍兒的 

勝率會上升 1%，越早移行則勝率越大 

鬥志燃燒 ZONE 鬥志機會 

  

特殊小役成立時會進行突入抽選，為點數獲得 

特化區間，為 5G 繼續，可期待獲得大量點數 

平均獲得點數約 150 點 

到達 100 點後(到達率約 75%)移行的報酬獲得 

部分，按下按鍵可以獲得 AT 直擊、夥伴參戰、 

或是龍兒勝率上升等 

CZ「希臘對決」 AT「冠軍之路」 Victory RUSH 

   

50G 消化後沒到 100 點時突入 

全日本 Jr.對戰希臘十二神 

我方勝利則突入 AT 

純增約 3.1 枚/G，初期枚數為 

100~250 枚的差枚數管理 AT 

基本會從紅 7 連線開始，要是 

為藍 7 則有 50 枚的 BASE 

AT 剩餘枚數歸零時有 BASE 時 

突入的上乘特化，有機會使 

BASE 獲得枚數加倍，每一轉 

 約 50%上乘，之後再突入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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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畫面說明 

左上的 ICON 右上的轉數 

  

參戰 x?為鬥志機會中可獲得的次回 CZ 的夥伴 

參戰人數，真點亮的話則 CZ 勝利時為藍 7 濃厚 

パンドラ點亮則在 CZ 失敗時的一部分點亮 

會使下一次敵人的數量減少一人以上 

會顯示剩餘的規定轉數 

左下的龍兒勝率 右下的獲得點數 

  

鬥志機會或誓言之旗場景中有可能上升 

當然越高的話則 CZ 的過關期待度越高 

會顯示現在的獲得點數，到達 100 點則移行 

鬥志機會，剩餘的轉數會移行誓言之旗場景 

 

鬥志機會中的演出 

劍崎出現 夥伴參戰 龍兒勝率上升 

   

出現時為 AT 直擊濃厚 

但是出現率很低別太過期待 

夥伴參戰時則次回 CZ 突破期待 

度上升，三人時為大好機 

獲得的 ICON 顏色會使上升度 

變化，期待度依序為藍綠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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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對決中的演出 

參戰人數 全日本 Jr.的勝率 機會上升演出 

   

龍兒+夥伴最大三人參戰，對方 

十二神的人數為 3~5 人 

志那虎的勝率為 50%以上 

河井 66%以上、石松 33%或 

是 80%。勝利時剩餘的夥伴數 

越多則初期枚數會較高 

攻擊時有紅色文字時為好機 

勝利期待度急速上升 

 

冠軍之路中的演出 

AT 中的場景 

   

通常場景 高確場景 超高確場景 

會依照場景而對決嘉年華的突入率會有變化，通常約 1/25、高確約 1/18、超高確約 1/10 

對決嘉年華在特殊小役成立時進行抽選，出現頻率高的 PUSH 目要特別注意 

場景在對決勝利之前都不會轉落 

特殊場景 

  

宙斯場景 巨龍場景 

移行特殊場景時為大量獲得的大好機，宙斯場景移行時對決宙斯濃厚，勝利則突入宙斯衝擊 

PUSH 目的一部分有機會移行巨龍場景，對決發展時勝率大幅上升，此場景滯在時一定出現龍兒 

在龍兒敗北前都不會結束，且要是滯在此場景中枚數歸零的話也會強制突入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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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決嘉年華 

    

劣勢對決 強碰對決 優勢對決 特殊對決 

上面越右邊的對決期待度越高，對決中 11 枚銅鐘連線時為好機 

左第一銅鐘或是特殊小役成立時則勝利期待度大 

左第一銅鐘 連戰 

  

AT 中約 1/12.5 出現的左第一銅鐘抽到時為好機 

特別是在劣勢對決中抽到的話則期待度急速上升 

左第一銅鐘為契機勝利時則有機會發生連戰 

會多一次機會再上乘 BASE 枚數 

爆裂契機介紹 

Victory RUSH SPECIAL 宙斯衝擊 

  

為每轉 50%上乘 LOOP，畫面破掉則上乘成功 

第一次一定成功，出現的角色會有期待度的不同 

特殊小役成立則上乘成功+BASE 枚數上升 

為本機最強上乘特化區間，為 Victory RUSH 

的上位版本，為每轉 80% LOOP 

BASE 最低 100 枚，神降臨則上乘 BASE 

影道總帥凍結 

  

通常時 PUSH 目切入演出時出現影道總帥則發生濃厚，突入初期枚數 1000 枚的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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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確率 

基本 SPEC 

設定 1 2 3 4 5 6 

ART 初當 1/499.4 1/476.5 1/462.5 1/424.6 1/416.9 1/381.3 

機械割 97.7% 99.0% 100.8% 104.5% 107.0% 1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