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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 復仇者聯盟 
CR ぱちんこアベンジャーズ 

樂都機種介紹 QR 

 
⼿機掃描 QR 進⼊機種介紹  

導⼊年⽉ 2016/04 

新規 MAX TYPE，V-ST 型 

框體圖⽚ 

 
千珠平均該到達回轉數 

78.6 轉 

⼤當圖案 

（請看畫⾯中圖案） 

基本 SPEC 

賞球數 3&2&4&8&15 

通常時⼤當確率 1/319.7 

確變時⼤當確率 1/71.5 

確變突⼊率 51% 

確變最⼤ 115 轉 

平均出⽟ 

5~10R：約 525~1050 個 

15R：約 1575 個 

ROUND 數 5/10/15 

1R COUNT 數 7 

時短 

全⼤當結束後 100/115 回 

⼤當 ROUND 數分配⽐例-起動⼝⼊賞時 

 
51% 10R 確變、49% 10R 通常 

⼤當 ROUND 數分配⽐例-電嘴⼊賞時 

 
57% 15R 確變、25% 5R 確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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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演出說明 
模式與⼤當介紹 

通常模式 ASSEMBLE BONUS 

  
通常時突⼊復仇者聯盟集結攻擊為初當主要契機 

各種演出只要復仇者聯盟成員集結越多 

則期待度越⾼ 

起動⼝的⼤當⼀定當選 10R 確變或通常的 

ASSEMBLE BONUS，可從三種任務中選擇 

過關則突⼊ ST，失敗則突⼊時短 

⼀擊任務 連打任務 告知任務 

   
贏過リヴァイアサン的話則 

任務過關，會以⼀擊判定 

連打來儲存能量，要是到達 

MAX 的話則過關 

命運的倒數後要是發動 

Air-Vib 的話則過關 

ST「AVENGERS RUSH in JAPAN」 時短「AVENGERS RUSH in JAPAN」 

  

為主要的出⽟契機的 ST 模式，連莊率約 80.2% 

跟通常時⼀樣發⽣復仇者聯盟集結攻擊時為好機 

開獎中的任務失敗時突⼊的時短，店嘴補助有 

100 轉，消化中演出跟 ST ⼀樣 

拉回期待度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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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物介紹 
鋼鐵⼈役物 美國隊⻑役物 雷神索爾役物 

   
畫⾯左⽅的鋼鐵⼈⾯具 

跑出來的話為好機 

美國隊⻑的盾會在右⽅來 

進⾏演出 

索爾的⼿放出閃電的話 

則為好機 

蜘蛛⼈役物 DANGER 役物 BIG-A 閃光 

   
蜘蛛⼈役物會在畫⾯上⽅ 

掉下來 

在畫⾯最上⽅，要是作動時 

則⼤當急速接近！？ 

告知發展最⾼潮⽴直的役物，可

能從復仇者聯盟集結攻擊發動 

 

預告演出 
保留變化預告 眼帶保留預告 連續預告 

   
保留的顏⾊變化時為好機 

變成紅⾊以上可期待⼤當 

保留變成眼帶時突⼊ 

復仇者聯盟集結攻擊濃厚 

連續越多則期待度越⾼ 

擬似連⾷登場的⾓⾊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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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預告 ZONE 系演出 S.H.I.E.L.D 任務 

   
登場的⾓⾊會有期待度不同 

ニック登場時則突⼊ 

復仇者聯盟集結攻擊 

突⼊時為突⼊復仇者聯盟集結 

攻擊的⼤好機！？ 

空⺟登場的話則突⼊ 

復仇者聯盟集結攻擊濃厚 

蜘蛛⼈ 復仇者聯盟集結攻擊 

    

蜘蛛⼈在保留變化或是倒數計時中出現時 

為告知各種好機的演出 

為本機最重要的演出，期待度約 50%，成員集結 

越多則期待度越⾼，浩克出現時為⼤好機 

突⼊時的按鍵顏⾊也必須要注意 

 

⽴直演出 
復仇者聯盟成員⽴直 

   
開眼⽴直 拳擊沙包⽴直 狙擊⽴直 

   
チタウリ⽴直 雷神挑戰 變⾝⽴直 

總共有六種演出，成功的話則突⼊復仇者聯盟集結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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リヴァイアサン襲來 チタウリ侵攻 ロキ遁逃 

   
將リヴァイアサン燃燒殆盡 

則獲得⼤當 

將巨⼤化的チタウリ擊破 

的話則獲得⼤當 

將暴⾛的ロキ給予懲戒的話 

則獲得⼤當 

最⾼潮⽴直 

   
リヴァイアサン擊滅 次元擊破 サノス強襲 

為⾼期待度的三種⽴直，上⾯右邊兩個演出期待度為特⾼ 

 

電嘴補助中的演出 
鋼鐵⼈ in 新宿 

   
鋼鐵⼈場景只要找到敵⼈時則為⼤當的好機，蜘蛛⼈登場時會將圖案鎖定 

雷神索爾 in 淺草 美國隊⻑ in 鎌倉 

    
將宿敵ロキ逼到盡頭的話則獲得⼤當，各場景中 

演出失敗後蜘蛛⼈登場時則為復活⼤當可能性⼤ 

這場景要注意右上⾓，敵⼈部隊出現時為發展 

⽴直的可能性⼤，將敵軍殲滅則獲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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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寡婦與鷹眼 in 東京灣 浩克 in 富⼠⼭ 

    
發⽣演出的話則可能使保留變化 

變成紅⾊以上時則期待度⼤幅上升 

突⼊時為期待度⼤幅上升的場景 

浩克敲打圖案的話則獲得⼤當的期待度⼤ 

復仇者聯盟集結攻擊 サノス強襲對決 

  
電嘴補助中突⼊復仇者聯盟集結攻擊時 

會往期待度⼤的サノス強襲對決發展 

從復仇者聯盟集結攻擊發展的⼤好機⽴直演出 

將サノス擊破則獲得⼤當 

 

各演出期待度 
復仇者聯盟集結攻擊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演出種類 期待度 

總和期待度 50% 最終按鍵-紅⾊ 52% 

最終按鍵-藍⾊ 32% 最終按鍵-⾦⾊ 78% 

最⾼潮⽴直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演出種類 期待度 

サノス強襲-5 ⼈ 82% リヴァイアサン撃滅-3 ⼈ 59% 

サノス強襲-有 CF 92% リヴァイアサン撃滅-4 ⼈ 67% 

次元突破-4 ⼈ 75% リヴァイアサン撃滅-5 ⼈ 68% 

次元突破-5 ⼈ 79% リヴァイアサン撃滅-有 CF 80% 

次元突破-有 CF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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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潮⽴直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演出種類 期待度 

ロキ遁逃-4 ⼈ 36% ロキ遁逃-CF/浩克以外 89% 

ロキ遁逃-5 ⼈ 69% リヴァイアサン襲來-3 ⼈ 18% 

チタウリ侵攻-3 ⼈ 25% リヴァイアサン襲來-4 ⼈ 29% 

チタウリ侵攻-4 ⼈ 31% リヴァイアサン襲來-5 ⼈ 61% 

チタウリ侵攻-5 ⼈ 63% リヴァイアサン襲來-CF/浩克以外 81% 

チタウリ侵攻-CF/浩克以外 83% 

ST 中的⽴直演出 

以下演出中，只要按鍵是演出跳出來時為⼤當濃厚，ST 前半與後半期待度不同 

鋼鐵⼈-空中戰 

演出種類 前半 後半 演出種類 前半 後半 

台詞顏⾊-通常 83% 63% 按鍵變化-通常 83% 64% 

台詞顏⾊-紅⾊ 92% 87% 按鍵變化-紅⾊ 92% 89% 

鋼鐵⼈-地上戰 

演出種類 前半 後半 演出種類 前半 後半 

台詞顏⾊-通常 82% 63% 按鍵變化-通常 84% 65% 

台詞顏⾊-紅⾊ 92% 89% 按鍵變化-紅⾊ 93% 89% 

無役物作動 84% 66% 有役物作動 93% 90% 

美國隊⻑-境內路徑 

演出種類 前半 後半 演出種類 前半 後半 

台詞顏⾊-通常 83% 64% 最終按鍵變化-通常 83% 64% 

台詞顏⾊-紅⾊ 93% 89% 最終按鍵變化-紅⾊ 92% 89% 

⽴直中按鍵-通常 83% 64% ⽴直中按鍵-紅⾊ 96% 89% 

美國隊⻑-基地路徑 

演出種類 前半 後半 演出種類 前半 後半 

台詞顏⾊-通常 83% 63% 最終按鍵變化-通常 83% 64% 

台詞顏⾊-紅⾊ 90% 86% 最終按鍵變化-紅⾊ 96% 89% 

切⼊演出按鍵-通常 83% 64% 切⼊演出按鍵-紅⾊ 93%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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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隊⻑-レッド・スカル路徑 

演出種類 前半 後半 演出種類 前半 後半 

台詞顏⾊-通常 83% 63% 最終按鍵變化-通常 83% 64% 

台詞顏⾊-紅⾊ 91% 86% 最終按鍵變化-紅⾊ 93% 89% 

雷神索爾-電擊路徑 

雷神索爾的錘⼦路徑為⼤當濃厚 

演出種類 前半 後半 演出種類 前半 後半 

台詞顏⾊-通常 78% 56% 按鍵變化-通常 74% 51% 

台詞顏⾊-紅⾊ 91% 79% 按鍵變化-紅⾊ 98% 95% 

⻑押特效顏⾊-藍⾊ ⼤當濃厚 無役物作動 80% 59% 

⻑押特效顏⾊-綠⾊ 76% 53% 有役物作動 93% 90% 

⻑押特效顏⾊-紅⾊ ⼤當濃厚 

蜘蛛⼈⽴直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演出種類 期待度 

發展時役物-通常 30% 裂痕程度-⼀階 25% 

發展時役物-好機 53% 裂痕程度-⼆階 26% 

按鍵變化-通常 13% 裂痕程度-三階 53% 

按鍵變化-紅⾊ 81% 

サノス⽴直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標題顏⾊-通常 72% 台詞顏⾊-通常 73% 

標題顏⾊-紅⾊ 85% 台詞顏⾊-紅⾊ 85% 

按鍵變化-通常 73% 按鍵變化-紅⾊ ⼤當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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