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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 變形⾦剛 
CR ぱちんこトランスフォーマー 

樂都機種介紹 QR 

 
⼿機掃描 QR 進⼊機種介紹  

導⼊年⽉ 2015/06 

MAX TYPE，V-ST 型 

框體圖⽚ 

 
千珠平均該到達回轉數 

71.2 轉 

⼤當圖案 

 

基本 SPEC 

賞球數 3&3&3&15 

通常時⼤當確率 1/399.6 

確變時⼤當確率 1/125.8 

確變突⼊率 52% 

確變 ST 最⼤ 185 轉 

平均出⽟ 

8R：約 1200 個 

16R：約 2400 個 

ROUND 數 8/16 

1R COUNT 數 10 

時短 

全⼤當結束後 100/185 回 

⼤當 ROUND 數分配⽐例-起動⼝⼊賞時 

 
52% 8R 確變、48% 8R 通常 

⼤當 ROUND 數分配⽐例-電嘴⼊賞時 

 
100% 16R 確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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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演出說明 
模式與⼤當介紹 

通常模式 

   
通常時沒有⼩當、突然確變、或是潛伏確變，以數字連線為主要的⼤當演出 

突⼊特殊區間的⼤⿈蜂疾⾛ ZONE 與達克賽德 ZONE 實則保留內的期待度會上升 

變形⾦剛 BONUS 

    
數字連線當選的 8R 確變或通常⼤當，開獎中會發⽣賭上 ST 的 PRIME MISSION 

任務成功的話則 V 洞會開放。任務期待度依序為：アタッカーを変形させろ!!<ロゴギミックを変形

させろ!!<バンブルビーを変形させろ!!任務失敗則突⼊ 100 轉的時短 

⼤⿈蜂 BONUS 

    
⼤⿈蜂機會成功時所當選的 8R 確變⼤當，⼤⿈蜂機會中有兩種演出 

到達對岸演出中的加速等級越⾼期待度越⾼，變形成⼤⿈蜂演出中加速越多期待度越⾼ 

變形⾦剛機會 變形⾦剛機會 x100 

   
電嘴補助 185 轉的確變模式，ST 前半與後半有不同演出 

前半時保留變化時為好機，後半的對決演出⾮常重要 

電嘴補助 100 轉的時短模式 

滯在中抽到⼤當則為 16R 確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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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演出 
四⼤暴⾛演出 

    
斑⾺紋 TURBO ZONE 變形群預告 超變形⾦剛 

⼤家看習慣的群預告與斑⾺紋、LOGO 變形所突⼊的 TURBO ZONE、連續變形的超變形⾦剛 

哪個都是接近⼤當的激熱演出 

連續預告 保留變化預告 短凍結預告 

   

有三種不同的連續預告 

哪個持續三次都為⼤好機 

保留的顏⾊或 ICON 會⽰唆 

期待度的先讀預告，變成紅⾊或 

斑⾺紋時為好機 

變動開始時畫⾯凍結的演出 

連續發⽣時為好機 

按鍵出現後要注意之後的演出 

激變⼼跳保留 發展挑戰 

  
マトリクス出現後刺進保留或將保留變成拉桿 

變成拉桿後拉下 ULTRA 拉桿可期待變成斑⾺紋 

數字聽牌後會發⽣的演出，有⾯板任物與 

NEXT 任務兩種，演出成功則發展 SP 以上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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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按鍵機會 7SEG 機會 7SEG 倒數 

   

連打按鍵使按鍵顏⾊變化則保留 

會升格，按鍵顏⾊有期待度不同 

拉下拉桿使 7SEG 上顯⽰的 

期待度上升的演出，最終 

ギガナックルブレイク炸裂的話 

則當選確變濃厚！ 

突然 7SEG 開始倒數，到 0 時 

哪個役物會開始變形，如果到 0

的時候是⽴直的最後則 ULTRA 

拉桿會動作為⼤當濃厚 

⽴直演出 
⼀般⽴直 ディセプティコン襲來⽴直 

    
⽴直後發⽣的演出要注意拉⾨與螢幕的顏⾊ 

要是⾼速閃爍按鍵出現時為⼤好機 

有兩種演出，阻⽌敵⼈攻擊時則往 SPSP ⽴直 

失敗時要是數字變形時則為發展的好機 

任務 SP ⽴直 

    
任務 SP ⽴直有五種，只有⼤⿈蜂有兩種演出，任務成功則獲得⼤當 

失敗時要是數字變形則可期待往⼤⿈蜂機會或是オプティマスプライム SPSP ⽴直發展 

⼤⿈蜂對決⽴直 

   
有兩種的演出，哪個演出中只要迴避攻擊時則往 SPSP 發展 

SPSP 中按下按鍵將敵⼈擊破的話則獲得⼤當，迴避攻擊時拜時數字變形的話為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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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プティマスプライム VS ⽴直 

    
發展的⽴直種類有期待度的不同，上⾯越右邊的期待度越⾼，勝利則獲得⼤當 

劇場 VS ⽴直 

  
再現劇場版演出的 VS ⽴直哪個都是⼤好機，⽴直中按鍵按下發⽣ FINAL 倒數的話 

則期待度上升 

 

ST 中的演出 
保留變化預告（前半） 排氣⼝預告 

   
前半保留變化最重要，期待度依序為⿈綠紅，變化的保留要是 

變形後出現 ULTRA 拉桿則拉下他吧，成功則獲得 2400 顆出⽟ 

保留整個被煙覆蓋，煙散去後 

則保留有可能變化 

閃電預告 拉桿 ZONE 保留變化預告（後半） 

   
閃電使保留變化的演出，閃電的 

顏⾊是紅⾊時為好機 

滯在中保留變成拉桿的話 

則⼤當就在眼前！？ 

各種時間點都有可能變化 

期待度依序為⽩藍綠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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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破壞切⼊預告 紋章預告 

   
出現的⽂字要注意 

FANTASTIC 則為激熱！ 

變形的形狀不同則會往不同演出。按鍵變形時會往電磁砲⽴直或 

役物⽴直，オプティマスプライム變形時則往對決⽴直 

電磁砲⽴直 役物⽴直 

  
砲擊瞄準メガトロン，命中則獲得⼤當 

⽂字的顏⾊是紅⾊時為好機 

拉下拉桿使役物動作的話則獲得⼤當 

雖然演出單純但是期待度很⾼ 

對決⽴直 

    
對決⽴直中我⽅勝利的話則獲得⼤當，上⾯越右邊的演出期待度越⾼ 

出現紅⾊系的演出則為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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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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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演出期待度 
四⼤暴⾛演出 

演出種類 斑⾺紋 TURBO ZONE 變形群預告 超變形⾦剛 

期待度 66% 59% 71% 86% 

保留變化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演出種類 期待度 

綠⾊ 3% 倒數後變成紅⾊ 35% 

紅⾊ 34% 倒數後變成斑⾺紋 50% 

斑⾺紋 60% 激變⼼跳後變紅⾊ 35% 

紅⾊底⽚ 51% 激變⼼跳後變斑⾺紋 60% 

短凍結演出 期待度 5% 

VS ⽴直演出期待度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演出種類 期待度 

VS センチネルプライム 61% VS スタースクリーム 35% 

VS メガトロン 45% VS メガトロン 33% 

VS ザ・フォールン 39% VS ドリラー 24% 

⼤⿈蜂機會 加速 Lv4 期待度 24%、Lv5 期待度為⼤當濃厚 

⼤⿈蜂對決⽴直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演出種類 期待度 

ドリラー 17% スタースクリーム 18% 

ディセプティコン襲來⽴直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演出種類 期待度 

總和期待度 13% 紅⾊字幕 48% 

紅⾊視窗 37% 紅⾊跑⾺燈 63% 

7SEG 機會 

最終數字 99 80 70 60 50 40 30 

期待度 ⼤當濃厚 81% 71% 61% 52% 41%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