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级英雄游戏 SuperHero.Game 故事 

 

超级英雄是正义的化身，狗熊是邪恶的猎人，超级英雄与狗熊的世代对决，在你我之间的 DApp

上展开。 

在上次的本宇宙战争中，超级英雄战胜了狗熊，狗熊们的残党在战败后，在逃跑途中意外找到了

深渊之地，深渊之地中充满了水晶碎片，水晶碎片 $CrystalShards 是元宇宙中稀有的资源，狗

熊们心生一计，将深渊之地作为新的根据地，开始采集水晶碎片，只要有越多的水晶碎片 

$CrystalShards，就能作为能量来源召唤出平行宇宙中的自己，这样狗熊们的军团数量就会大

增，足以与超级英雄对抗。但是从其他平行宇宙中召唤出来的狗熊与超级英雄，有小概率概率被

超级英雄降伏，变成超级英雄阵营的人。 

因为要准备最终之战，万一深渊之地被超级英雄发现，狗熊们会被一网打尽，为了长远计画，不

让深渊之地被超级英雄发现，深渊之地的狗熊会向深渊之地外面释放水晶碎片$CrystalShards 作

为诱饵，而超级英雄们则忙于搜集水晶碎片$CrystalShards 而找不到深渊之地的所在位置，刚好

让狗熊们有充足时间可以开采水晶，准备最终之战，一旦有狗熊离开深渊之地时，超级英雄就有

概率抓得到狗熊，为了不被抓住，狗熊会放弃身上所有采集的水晶碎片$CrystalShards。超级英

雄会优先选择水晶碎片$CrystalShards，因为水晶碎片$CrystalShards 能让超级英雄们拥有更多

能量对抗狗熊。 

 

当一个超级英雄，无风险稳定赚取水晶碎片 $CrystalShards ，还是想要当一个狗熊猎人，有风

险的开采水晶碎片 $CrystalShards ? 邀请朋友来玩超级英雄，最多享有五代收益，打造超级英雄

社区，元宇宙超级英雄游戏，怎么玩由你决定。 

 

超级英雄游戏 SuperHero.Game 简介 

超级英雄游戏 SuperHero.Game 是一个基于代币经济的 NFTs 风险协议，它展示了 BSC BEP-20

和 BEP-721 之间相互作用的可能性。首先，你的 NFT 可以为你获得其他 NFT（BEP-721 代

币），而当你的 NFT 越稀有，你可能获得的代币越多。 

 



 

超级英雄游戏 SuperHero.Game 也是全球第一款结合多层次营销 Play and Earn 的游戏，我们

认为，一个好的游戏经济模型需要有大量的玩家加入，多层次营销一直都是一个成熟的商业模

式，让用户更自然的愿意分享 超级英雄游戏 SuperHero.Game，我们甚至更引用了”自动营销” 

模式，只要你的超级英雄正在 Stake，你就有机会额外获取免费的下级玩家，玩家的收益都与你

有关。继续增加了超级英雄的可玩性与价值。加上五层的制度让玩家更乐意分享超级英雄游戏，

与更乐意在自己的 NFT Stake 因为可以获得下级更多的奖励。让游戏生态更健全。 

 

游戏分为第一章、第二章、与第三章，第一章角色仅为超级英雄与狗熊猎人的互动，第二章我们

加入深渊之地、平行宇宙的玩法。第三章为最终之战，超级英雄与狗熊猎人两方用手上的水晶碎

片 $CrystalShards 作为赌注，互相拼一个高下。到底会是人数居多的狗熊会获胜，还是正义必

胜的超级英雄们呢。让我们一起期待的看下去。 

 

超级英雄游戏 SuperHero.Game 规则摘要 

 

1. 超级英雄游戏 NFT 总共数量共 60,000 ，其中 0~ 10,000 个 NFT 为第 0 代，每一个 

NFT 需花费 0.50 BNB 铸造，剩余 50,000 NFT 为第一代，仅能透过水晶碎片 

$CrystalShards 铸造 

 

2. 铸造到狗熊的概率为 90%，狗熊可以在深渊之地 Stake 挖矿来获得 水晶碎片 

$CrystalShards (每日 10,000 水晶碎片 $CrystalShards)，可以随时选择获取 80% 水晶

碎片 $CrystalShards 并将 20%水晶碎片 $CrystalShards 丢于深渊之地外随机分配给超

级英雄。 

 

3. 如果狗熊从深渊之地离开 UnStake (至少要身上带满 2 天的水晶产量)，超级英雄试着抓

到狗熊 (50%概率)，狗熊会放弃全部搜集的水晶碎片 $CrystalShards 来换得自身的安

全。一個新的狗熊從其他平行時空被召喚時，有 10%的概率會被超級英雄降伏，如果他

們成功了，他們會給隨機分配的超級英雄地址，不是給鑄造的玩家。 

 



 

4. 铸造到超级英雄的概率为 10%，其中超级英雄有 Power 能量值 (5~9) ，能量越高，能在

游戏中获得更多的水晶碎片 $CrystalShards (狗熊索取 Claim 时给出的 20%分配给全部

正在 Stake 的超级英雄) 和更高的概率获得从平行宇宙招唤出来的狗熊与超级英雄 (10%

概率被降伏，降伏后，分配给正在 Stake 的超级英雄，Power 值越高，有越高的概率获

得该狗熊)。 

 

5. 玩家以创世神的角度参加这游戏，观看元宇宙中的精彩战斗，为了让更多创世神参加，玩

家须点选参加 Join 透过邀请连结加入，成为别人玩家的下级，方可开始铸造 NFT，如不

是透过他人邀请连结加入的玩家，但此时没有超级英雄正在深渊之地 Stake 公司会分配创

世地址，但如果此时有超级英雄正在深渊之地 Stake，则依照超级英雄 Power 值分配给

随机的超级英雄作为下级。 

 

6. 游戏有五层的奖励机制，分别为 L1 (5%)、L2 (4%)、L3 (3%)、L4 (2%)、 L5(1%)当自己

的 NFT (不论超级英雄与狗熊)正在深渊之地 Stake 状态时，下级五层内 Claim (索取)的

收益，可以额外获取水晶碎片，该收益并入自己 Stake 时的收益。如玩家没有在深渊之地 

Stake 状态时，所有下级收入与玩家无关。 

 

超级英雄游戏 SuperHero.Game 合约地址 

- DoggyBear / SuperHero NFT: 0x1fD19acD341032Af3D059B9E386Ee22a8b3C83cC 

- Staking: 0xb8cB53066886df7197BE409C9EFB342EC91e5Fe9  

- CrystalShards Token: 0x97e503Cb3C7a5e6dE61BFFdBf765902A2A3BB3B3   

 

超级英雄游戏 SuperHero.Game 开盲盒规则 

-第 0 代只有 10, 000 个，第 1 代有 50,000 个 

• 令牌 ID 花费 

• 1 to 10,000  0.50 BNB 

• 10,001to 20,000 20,000 $CrystalShards 

• 20,001 to 30,000 35,000 $CrystalShards 



 

• 30,001 to 40,000 50,000 $CrystalShards 

• 40,001 to 50,000 65,000 $CrystalShards 

• 40,001 to 60,000 80,000 $CrystalShards 

 

白名单铸造价格定为 0.15BNB 

铸造所有现存的狗熊和超级英雄 NFTs 的总成本将达到 2,500,000,000 $CrystalShards 

狗熊 NFT 

你有 90%的机会铸成一只狗熊，每只狗熊都有独特的特征，以下是他们可以采取的行动：                         

行动 说明 风险 

 

进入深渊之地(质押) 一天可累積到 10,000 

$CrystalShards 

(按比例計算到第二天) 

无风险 

收集水晶能量(索取) 从你的狗熊上获取 80%的

$CrystalShards 

为了保护深渊之地不被发现，

20%的$CrystalShards 需释

放至深渊之地外面，让超级英

雄取收集，而$CrystalShards

获取将由在深渊之地所有的超

级英雄依照 Power 值比例分

配 

 

离开深渊之地(取消质押) 狗熊会从深渊之地移出，并把

所有水晶碎片取走，而仅有收

集了两天的水晶能量才能这样

做 

你所累积的  $CrystalShards

（水晶碎片）有 50%概率会

被超级英雄拿走，被拿走的

$CrystalShards（水晶碎片）

将由在深渊之地所有的超级英

雄依照 Power 值比例分配。 

 

 

 



 

超级英雄 NFT 

你有 10%的机会可以铸造出超级英雄，每超级英雄都有独特的特征，Power 值落在 5～9 之间，

当 Power 值越高 

- 超级英雄可以从深渊之地获得高比例的$CrystalShards（水晶碎片）。 

- 成功降伏新狗熊或超级英雄的机会会越大 

行动    说明 风险 

 

用$CrystalShards（水晶碎

片）铸造一个新的角色 

NFT 实际上是超级英雄的概

率为 10% 

新的狗熊或超级英雄有 10%

的概率被质押中的超级英雄降

伏，而成功率与该超级英雄的

Power 值有关系 

 

举例： 

超级英雄 A 的 Power 值为 8，超级英雄 B 的 Power 值为 6，当他们同时成为被质押的超级英雄

时： 

- 如果总共积累了 70,000 $CrystalShards（水晶碎片）作为税收，那么超级英雄 A 将能领到

40,000 $CrystalShards（水晶碎片），超级英雄 B 则能领到 30,000 $CrystalShards（水晶碎

片）。 

- 如果新的狗熊被偷走，超级英雄 A 约有 57%的机会可以得到它，超级英雄 B 则约有 43%的机

会。 

行动    说明 风险 

 

进入深渊之地(质押) 赚取深渊之地所收集的 20% 

$CrystalShards（水晶碎片） 

无风险 

收集水晶能量(索取) 索取质押的超级英雄身上的 

$CrystalShards（水晶碎片） 

无风险 

离开深渊之地(取消质押) 索取质押的超级英雄身上的 

$CrystalShards（水晶碎片） 

 

无风险 



 

 

超级英雄游戏 SuperHero.Game 五层收益 

 

01. 用户是透过邀请连结进来，即邀请连结的主人即为用户的上级，Join 完毕后才可以 mint 跟 

Stake。 

02. 用户没有透过邀请连结进来，但此时深渊之地没有超级英雄正在 Staking，公司分配创世地址

为上级 (我们指定一个地址，作为公司的收益) 

03. 用户没有透过邀请连结进来，但此时深渊之地有超级英雄正在 Staking，则上级依照超级英雄

的 Power 值，随机分配给正在 Staking 超级英雄当作下级。 

 

04. 当自己的 NFT (不论超级英雄与狗熊)属于 Staking 状态时，下级 Claim (索取)的收益，可以

让玩家额外获取水晶碎片 (例如第一层玩家当下获取的是 10000，我就是获取 10000*5%=500) 

level 1   5%  

level 2   4% 

level 3   3% 

level 4   2% 

level 5   1% 

05. 五层收益需点选 Claim (索取) 方能获得 $CrystalShards（水晶碎片) 此收益不受超级英雄游

戏规则影响，为纯玩家的收益。 

(也就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有上级，然后鼓励所有的人抽到超级英雄，因为还有免费下级)。 

 

所以加入有两种方式，透过朋友的连结加入，给朋友赚奖励，或是直接加入，但系统会分配给正

在 Staking 的超级英雄作为下级。 

 

 



 

超级英雄游戏 SuperHero.Game 代币 $CrystalShards 

 

最大水晶碎片供应量为 5,000,000,000$CrystalShards（水晶碎片）： 

$CrystalShards 在社区的发放等同于同步$CrystalShards 在项目管理的发放，比例为 1:1。此 

$CrystalShards 将用于社区奖励，奖励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宣传我们的用户，硬顶为 

10,000,000,000 $CrystalShards。 

 

社区奖励将发放给在任何社交媒体平台（Twitter、Instagram、YouTube 和 Facebook）上发

布和提及我们的用户。用户可以在 Twitter(superherogamefi) 上将帖子的链接分享给我们的管

理员，每个用户可以每天提交一个帖子。 

Twitter 帖子并提及：1000 $CrystalShards 

Facebook 帖子并提及：1000 $CrystalShards 

Instagram 帖子并提及：1000 $CrystalShards 

YouTube 视频帖并提及：100,000 $CrystalShards 

*须经经理批准。 

 

完成任务发送邮件至 race@superhero.game 

附上截图与 BSC 地址 

mailto:race@superhero.g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