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在前面：

在初版的百炼成钢系统发布后，承蒙诸位玩家抬爱，收获了许多的好评，也收获了一些热心的建议和意见，令

人受益匪浅。在此谢谢各位了！

此后，我们制作委员会又马不停蹄投入到了第二版的工作中去，通过总结初版的不足，加上玩家中肯的建议，

于是，不断改进精雕细琢，所有的付出只为献给喜爱游戏的你们！献出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

古语说的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这个“器”在此处就是模拟器。希望新版的全定制模拟器能被诸

位认同为“利器”，那么我们多日的辛苦也值得了。谢谢。

——————————————————————————————————————————————————

几点须知：

（1）真·百炼成钢是在著名的 RETROPIE复古系统之上，定制和修改而得到的魔道系统。

相比官方版本的 RP系统，两者在软件间的依赖关系上、在应用的实现逻辑上基本未做变化。但在所用的模拟

器、应用程序和本地化，以及底层 linux系统方面，都有着大量的不同和差异。因此，不要用 RETROPIE的版

本衡量它。同样，因为上述特点，升级官方内容对它都是一种破坏。

（2）系统内置模拟器数量众多，有些同一机种也有多个模拟器对应。为表达方便，根据它们在真·百炼成钢系统

中的实际表现，将这些模拟器做个评级：

评级为 A级 ：表示该模拟器实际使用中，对于绝大多数 ROM而言运行速度良好，图形和声音接近完美，操

作顺畅使用方便。

评级为 B级 ：实际使用中综合水准次于 A级，可能有部分 ROM效果运行不佳，或图形、声音有瑕疵但不影

响游戏等等。

评价为 C级 ：那就是比 B级都不如。本系统内没有收录这类模拟器。不多说了。

（3）真·百炼成钢是一个与广大网友免费分享的模拟器软件系统，不得用于任何商业活动，不得用于任何盈利行

为之中。

模拟器中枢程序 RetroArch 定制版的功能介绍和说明 （新人向）

关于 RA ：RetroArch是众多使用 Libretro API 的模拟器的公用前端及管理程序，基于 C语言编写，运行高

效且功能强大。本次的真·百炼成钢系统内的定制模拟器大多是基于 RetroArch的，所以若想玩耍愉快的话，是

很有必要熟悉 RetroArch（简称 RA）的功能与设置。

概括 ：真·百炼成钢系统内置了专为树莓派 3优化编译的定制版 RA，尽可能去掉了冗余的驱动和功能；又

按照一般使用频率，对菜单的排序重新调整；并修改了原 RA 的 block hotkey 条件，大家尽管放心的用热键进入和

退出 RA menu 吧，不会发生热键失效。



RA的根配置文件（大概可以理解为默认值）已设置为泛用最佳状态，一般玩家不用关心，跳过。

而每个机种平台内的二级 RA配置文件，有时应该根据该平台特性，做一些针对性调整。在游戏内按“热键+
菜单键”，此键位根据每人的手柄映射不同而不同，相对比较典型的是“热键+X”，这时可切换出简洁明快 RetroArch
Menu（RA菜单）。分为三大项：“主菜单”，“设置”，“网络功能”。

一、主菜单图文说明：（总览如下图，按顺序说明）

快捷菜单 ：该项是很重要的主要功能集中之所在，之后有详细解释。

加载核心 ： 这里不是 Lakka ，调用其他核心不在此处。 该项已被无效化。

载入游戏内容 ：切换和选择游戏建议在 ES界面下进行。如果你不怕麻烦而且就是喜欢用 RA做这件事，在这也行。

在线更新器 ：部分对真·百炼成钢系统有潜在破坏可能的更新项目已被删除。可在此处更新 RA所用的 overlays ，

GL shaders ，金手指代码和游戏数据库。

在线游戏 ：联网双打，网络设置、观看别人游戏等功能所在。

信息 ： RA对自身特性的一些报告，也反馈了当前的运行状态。

配置 ： 可定义二级 RA配置文件、root级 RA配置文件路径，名称等。一般不要改动。

帮助 ： 实际没有什么帮助。

退出 RetroArch ： 字面的意思。



“快捷菜单”内容的详细图文说明：（总览如下图， 顺序说明）

继续 ： 继续游戏的意思，从menu状态退出返回游戏。 现在放心的用热键返回吧，不一定选这里。

选项 ： 当前使用的模拟器核心的各种设置选项，即重要又常用。因此现在它被排在第二位，尽量快捷的位置。

控制 ：（配图 2张）。“用户 x设备类型”该条目可以设定当年输入设备是手柄、鼠标还是光枪等等，一般不要

更改，由程序自动设置。 “用户 x手柄输入转数字选项”可以将十字键映射到左或右摇杆上，就可以用摇

杆控制方向了。



类似“用户 x D-Pad Up”“用户 x B”“用户 x Select”条目，用户可自定义键位，改成自己习惯的。

改好的键位可以有两种方式保存下来，见上一张图。“保存核心重映射文件”是指为此模拟器核心保存当

前的键位，以后再启动这个模拟器核心时，即使在运行其他 rom，仍会自动加载键位配置文件；“保存游戏重

映射文件”是指为当前运行的游戏保存键位，以后再启动这个游戏 rom时，即使在用其他核心，仍会自动加载

键位配置文件。

光盘控制 ： 仅在运行光碟游戏机模拟核心时出现此项，例如 PS模拟器。最大的用途是通过“追加光盘镜像”来

实现换碟功能。“Disk Cycle Tary Status”可以模拟光碟的弹出和收仓动作。

金手指 ：（配图）如果通过在线更新得到了金手指代码，那么在这里使用它。



使用顺序是，先选择“加载金手指文件”，再选择“应用金手指修改” 。RA目前可更新的金手指代码都是家

用机类的，街机的只有靠模拟器自我实现了。

保存状态 ： 就是即时存档功能。虽然在此处也能实现，但更方便的做法是将此功能映射到手柄某键。

加载状态 ： 就是读取刚才的即时存档。同上，方便做法还是映射到手柄某键。当然，用键盘也挺方便。

状态存储槽 ： 即时存档的存档位置选择。可以放置在 Auto状态，也可以手动指定使用几号存档位置。

重启 ：模拟器复位。

关闭 ： 卸载当前的 rom和模拟器。

撤销加载状态 ： 前面第六条“加载状态”的反动作，取消读取的即时存档的意思。

撤销保存状态 ： 前面第五条“保存状态”的反动作，取消所做的即时存档的意思。

在线游戏 ： 不小心和前面说过的，主菜单下的“在线游戏”重复了。未来会修正，现在请无视。

Shader效果 ：加载预定义 Shader文件，经 GPU运算后实现某些画面特殊效果，经常是用来模拟 CRT的
扫描线效果。这个功能启用后，会消耗一定的系统运算资源。使用顺序为，先选择“加载 Shader
预设”，之后再选择“应用 Shader修改”。RA系统支持 glsl格式的 Shader文件。

（注：OpenGL Shading Language - OpenGL 着色语言，简称 GLSL，是一个以 C 语言为基础的高阶着色语言。它

由 OpenGL ARB 所建立，提供开发者对绘图管线更多的直接控制，而无需使用汇编语言或硬件规格语言去实现。）



选择“加载 Shader预设”后，应当能看到真·百炼成钢系统内置的几组 Shader预定义。

其中的 crt-pi和 scanline glsl预设集模拟了扫描线效果，而后者对资源的消耗更低。Gameboy-screen-grid
和 hq2x&lcd3x更适合应用在掌机游戏中，2xsal和 2xScaleHQ强调了画面增强效果。具体效果自行尝试吧。

保存核心覆写 ： 为当前的模拟器核心保存定制的 RA设置文件，下次再使用这个核心时，这份定制的 RA设

置文件会依据设置，或自动加载。

保存游戏覆写 ： 为当前的 rom保存定制的 RA设置文件，下次再运行这个 rom时，保存的定制 RA设置文

件会依据设置，或自动加载。

截图 ： 保存当前帧的图像，默认存储在游戏 rom目录，为 png格式。方便的用法仍是定义到手柄某键

/* RA的主菜单项简介完毕，细节请各位再做深度挖掘。*/



二、设置菜单图文说明 ：（总览如下图，顺序说明）

一、视频 ：非常重要的设定项，错误的视频设置可以让游戏体验变得糟糕。该项内容较多，不过也有不少条目带

有中文注释。 （以下为图 1）

I、 暂停屏保程序 ： 本系统已经在底层禁用 DMPS ，而且此定制 RA也已禁用了对 X Window的支持，所以不会

有屏保被激活。此项保持默认。



II、显示帧率 ： 开启后，默认在游戏画面左下角显示当前核心运行帧率。可做横向对比参考，但不具有权威性。

III、显示器索引 ： 虽然 RA支持多显示器模式，但树莓派并不支持。此项置于 AUTO位置即可。

IV、使用全屏模式：

V、使用无边框窗口全屏模式 ： 这两项的实际效果看起来都是全屏状态，但 GPU所处的工作状态有所不同。前者

为资源独占(exclusive)，后者是共享(share)。推荐开启前者关闭后者。

VI、刷新率 ： 这项改也无用，实际模拟器启动的之时，系统后台会加载包含刷新率在内的一个 override设置。这

里的设定会被覆盖。请无视此项。

VII、估算的显示器帧率 ： 此项的有效值和所用的模拟器核心有关，在很多模拟器下，此值为不适用（N/A）

VIII、强制禁止 sRGB帧缓冲 ： 因为 RA是支持多硬件平台的，在某些平台的某些 GPU情况下，需要开启本项来

解决一些显示问题。在树莓派上没有此类问题，所以请保持在OFF。

IX、视口比例选项 ：（视口含义对应 ViewPoint）
调整模拟器的视频显示比例。比如，可以选择 RA自动识别，此时该值会因模拟器的不同，显示为“DAR 4:3 PAR
1:1”之类； 可以选择“4:3”“6:5”“16:9”等强制指定显示比例；如果设置为“Custom”，则 可以配合

之后的几条自定义设置，来调整出一个自己喜欢的画面大小和比例，但相对麻烦；如果选择“Core
Provided”，那么如同字面意思，就由当前的模拟器核心来决定显示比例。推荐使用此值。因为本系 统内

置的定制模拟器核心，大多具有这个功能。

X、自定义视口 X：
XI、自定义视口 Y ：自定义显示的起始坐标，以屏幕的最左上角为（0, 0），当上一条“视口比例选择”中设置为

“Custom”时，才会发生作用。

（以下为图 2）

XII、自定义视口宽度 ：

XIII、自定义视口高度 ：自定义显示画面区域的宽和高，例如宽 640，高 480，就得到一个 640X480的显示区域。



XIV、窗口缩放量 ： 无用。原因参考下一条。

XV、窗口宽度 ：

XVI、窗口高度 ： 本系统的定制 RA不能运行在窗口模式，这两项没有意义。

XVII、整数化缩放量 ： 将画面显示区域的分辨率，按照当前模拟器核心的原始分辨率进行整数倍放大，以期获得

还原度更高的显示效果。但放大规则也同时和你所用显示器分辨率有关。

举例，运行MD模拟器核心，原始分辨率为 320X240 （320:240 = 4:3），显示器分辨率为 1080p（1920:1080
= 16:9）
不开启“整数化缩放”，画面显示区域会尽可能利用显示面积，因此显示区域的高为 1080，在 4:3比例下，可

算出此时显示区域的宽为 1080 x 4/3 = 1440。此时的放大倍率为 1440 / 320 = 4.5 或 1080 / 240 = 4.5 倍。

也就是原本图像的一个像素宽度，现在需要用显示器上的 4.5个像素宽度表示，其中小数点后的倍数通常不能

精确的表现出来。

开启“整数化缩放”，画面显示区域会在整数倍放大为第一前提的情况下尽量使用显示面积。原始高 240的 5
倍为 1200，超过有效的 1080；退一步，240的 4倍为 960，此值是整数倍前提下最接近 1080的数，因此画

面显示区域的高采用 960 ，所以这时屏幕的最上和最下各会有 （1080 -960 ）/ 2 = 60个像素宽度的黑边。

而显示区域的宽此时应为 960 x 4/3 = 1280 。比起没有开启整数化缩放而言，后者的屏幕利用率减少了

（1440x1080 - 1280x960）/（1440x1080）= 20.99% 约 21% ，换来的是更精准的画面还原。

辅以上述例子，尽量解释清楚本项含义，望诸位能理解。

XVIII、旋转 ： 将画面按照顺时针方向进行旋转，分别为顺时针旋转 90°、180°和 270°，使用此功能比通常需

要更多的显存。对希望全屏玩打飞机来说比较有用吧。

XIX、多线程渲染 ： 提升渲染性能，稍微增加一点延迟，通常都是开启。

XX、垂直同步 ： 减少画面撕裂现象，如果关闭会增加少许性能，但建议开启它。

XXI、垂直同步交换间隔 ：

XXII、最大交换链图像数 ： 这两项的默认值分别是 1和 3，建议保持，不作修改。

XXIII、强制 GPU同步 ：

XXIV、强制 GPU同步帧数 ： 这是相关联的两项设定，但在树莓派上已被证实，这两项实际是不可用的，你无

论把它们设置为何值，什么都不影响。

（以下为图 3）



XXV、帧延迟 ： 通常设置为 0 。只有在玩一个你感到很卡很慢的模拟器游戏时，调大这个数值，可以稍微感觉帧

率平滑一些。但后果如其名，会增加了延迟。

XXVI、黑色帧补间 ：当 60HZ的信号输入到 120HZ的显示器上时，开启此功能会在两帧之间插入一幅黑色帧，

以消除闪烁感。不是这种情况就不要开启它。

XXVII、启用GPU截图 ：开启，截取显存中数据保存为 png格式图像；关闭，截取内存中数据保存为 png格式图

像。前者截取的信息包含了拉伸后的分辨率，shader效果，覆屏效果，文件较大；后者为原始分辨率，不包

含任何处理后特效，文件很小。此项建议开启。

XXVIII、Crop Overscan ：应该翻译为裁剪多余的过扫描区域。说实话这个功能一般是在模拟器核心内使用，

此处的效果从未注意过。默认就是开，那就开着吧。

XXIX、硬件双线性过滤 ：即所谓的画面柔化功能（smooth）。有效的消除边角轮廓的尖角方块感。主要由 GPU
实现，但实际开启后仍会带来一点点系统性能下降。

XXX、视频滤镜 ：这个功能是个鸡肋。忘了它吧。

音频 ： 此项掌管着 RA音频输出的各项设定，但远没有视频设置那样经常需要调整。通常设置为如下状态，无

需再去更改。

挑几个说说：

“音频静音”：顾名思义的作用。提醒一下的是，此功能可以映射到手柄某键，用快捷键来切换静音很方便。

“音频设备”：显示为空白是因为 RA自动识别使用了树莓派 3板载 bcm2835 ALSA音频设备。



“音频 DSP插件”：可以在此加载一些音频特效文件。但有趣的是，RA并没有做出关闭音效的开关。所以不想使

用音效时，请加载 Null.dsp（内容为空）。

输入 ：很重要的设置项。可以在这里自定义一些需要的快捷键。

I. 最大用户数 ：决定了最大可以几个控制器同时游戏。当然这和游戏也有关系。默认为 4，足矣。

II. 统一菜单控制 ： 以同样的键位定义去控制菜单操作和游戏，适用于键盘和手柄。



III. 轮询类型行为 ： 这项会影响到 RA的输入轮询行为，导致输入延迟的变化。设置为“稍晚”对于大多数控制器

来说是最佳的、延迟最小的。但也有个别控制器在“稍早”的状态下，输入延迟更低。

IV. 游戏控制器菜单切出组合键 ： 类似于“热键+X”呼出 RA菜单的功能。比如在此选择为“L3+R3”，那么在

游戏中，同时按下两个蘑菇头，就会呼出 RA菜单，再次同时按下，又会返回游戏。

V. 菜单切换 确定/取消按键 ： 交换确定键 OK和取消键 Cancel的功能，就是类似美版和日版游戏中，确定和取

消键的位置交换。

VI. 所有用户都能控制菜单 ： 关闭时，仅 1P用户有权控制 RA菜单的操作；开启时，所有用户都可以。

VII. 启用绑定重映射 ： 此项与下面的“输入热键绑定”项息息相关。如果开启，则用户自定义的按键绑定就会以

最高优先级生效。所以本项通常都是保持开启。

VIII. 启用自动配置 ： 如果启用，则 RA设置目录内的 autoconfig目录下的手柄配置文件将会以最高优先级生效。

简单的说，在 ES中设置好手柄键位后，想要生效的话，这项就必须开启。本项默认为开启。

IX. 输入轴阈值 ：设定手柄上模拟摇杆的 deadzone，这个数值越大，摇杆就要拨动更长的距离才能触发。

X. 绑定超时时间 ：进行按键绑定设置时，每两项之间的等待间隔。单位为秒。

XI. Turbo区间 ：

XII. Turbo占空比 ： 这两项是关联项，都属于 RA内置按键连发功能的设置。说实话，很难用。首先，这两项诡异

的设定数值，很多组合值都是无效的，需要自己逐一尝试。其二，一个可用的组合值，换个模拟器有可能就无

效了。其三，实际使用还需要专门绑定一个 turbo按键，使用时需要 turbo和开火键同时按下，连发效果才能

发生。如果偷懒把 turbo和开火键绑定为同一个按键，那么请注意，这个连发效果是无法关闭的。

综上所述，忘了它吧。真百炼成钢系统内的大多数模拟器都已经新增了专业的连发功能，要用就用专业的。

XIII. 输入热键绑定 ：进入后如下图所示（局部），可以看到此处可以进行大量功能键的设定。需要提醒的是 -
每项功能都可以绑定两种按键：手柄和键盘；上面的“启用绑定重映射”与此处关系密切，需保持开启；如果

某绑定值前面包含 auto字样，则说明是通过上面说过的“启用自动配置”来获得的绑定关系，自己定义时注

意覆盖问题。



XIV. 输入用户 1的绑定 ：

XV. 输入用户 2的绑定 ：

XVI. 输入用户 3的绑定 ：

XVII. 输入用户 4的绑定 ：这些为同义项，一起解释。

注意！在此强调！上一条所述的“输入热键绑定”是指功能键的绑定设置，比如“即时存档”，“截图”，“音

量增加”，“音量减少”等等。而本条的“输入用户 x绑定”是指的游戏操作按键的绑定设置，比如“方向上”

“方向右”“A键”“B键”“投币键”等等。希望大家不要混淆。具体设定方式和上一条差不多，不赘言。

------------------------------------------------------------------------------------------------------------------------------------------------------

屏幕显示 ：此处可以设定屏幕显示文字的字体，大小，位置。以及很重要的覆层效果设置。（Overlays，如下图）

解释一下：

“显示覆层”：覆层效果的开关。

“在菜单中隐藏覆层”：要不要在 RA菜单中也显示覆层效果的意思。

“覆层不透明度”：无唯一标准，随个人喜好调整。数值越大，覆层遮挡效果越明显，画面越黑。

“覆层缩放比例”：要不要把原覆层尺寸进行拉伸的意思。

“覆层预设”：在此处选择所需的覆层效果文件，不同的文件有不同的画面效果。真百炼成钢内置覆层如图所

示。有的覆层效果适合掌机模拟器，有的覆层扫描线特别细腻，有的特别粗犷，也有模拟了 RGB显示效

果的覆层文件。请自行尝试吧。特别说一下，选用名称为 NULL的覆层预设，等于关闭了覆层。



用户界面 ：对 RA菜单的各项特性进行设置。精确的说，真百炼成钢选用了目前完成度最高的汉化最彻底的 XMB
主题，因此也可以理解为对 RA的 XMB主题菜单的各项特性进行设置。首页如图：

“显示高级设置”：RA的各项设置中会出现更多的功能选项，适用对 RA整体有所理解的同学们使用。

“启用多线程数据执行循环”：关闭的话，RA菜单内各项操作执行会变慢，不过这与模拟器核心如何运行无关，

不要产生误解。此项保持开启。

“禁止后台运行”：前面说过了，本定制版 RA不支持桌面环境，这项无意义。



“禁用桌面元素”：仅对 windows版 RA有效。无视了。

菜单 ：内容很多，如下图

此处很多选项，看名字都可以猜到功能，所以只提醒几点： “菜单字体”和“菜单图标主题”请不要改动，保

持图中的设置，否则主题乱套。“启用图标阴影”保持关闭。“菜单颜色主题”可以更改主题背景配色。

存档 ：对于存档，特别是即时存档（Savestate）的一些设置。



网络 ：远程联网游戏的设置项。没研究。

核心 ： 模拟器核心相关的几项设置。“启用硬件共享上下文”保持开启可以轻微提升一些性能，但有极少的模拟

器核心需要这项关闭。某些模拟器核心需要“允许旋转”这项的开启。



日志 ：DEBUG相关的设置。一般都关闭吧。就是记录也没人看。

帧率限制 ： “最大运行速度”如果调大，可以加快游戏运行速度，如同变速齿轮的作用。但前提是必须有充足的

计算资源能支持快速运行。“慢动作倍率”是相反功能，可以调慢游戏速度。打飞机游戏或许比较有用。“回

溯”功能是指将游戏回退到前一段时间的某一点，如同录像机倒带。具体可以回退多长的时间，也是在此设定。

注意：“回溯”功能会占用较多系统资源，明显的影响游戏运行速度。



游戏列表 ： 没用。Lakka才需要这个。保持下图既可。

配置 ：

“退出时保存配置”如果开启，在 RA菜单内做的各项设置和改动，在退出 RA时将会自动保存。如果关闭则改动

不会被保存。

“自动加载游戏内容特定的核心选项”，如果之前使用主菜单内的“保存核心覆写”保存了定制的核心设置，启用

本项会自动加载核心设置。

“自动加载覆写文件”“自动加载重映射文件”的作用，类似上一条，自行参考。



目录 ： 一般用户不要更改这里。

Retro成就 ： RA的实验性功能。并不成熟。并且没有多少模拟器核心支持这个。

隐私 ： 这项为空。所以也不用配图了。



用户 ： 可以更改 RA菜单的语言设置。比如英文、繁体中文、简体中文。账号、用户名没什么用。

驱动 ： 本定制版 RA编译时禁用了很多无意义的驱动，所以很多项显示为空（null），这是因为本系统中 RA的定

位和作用只是一个应用程序，而非模拟器前端，不需要多余的东西。

提醒几点：菜单驱动必选 xmb，选用 rgui会出现异常，而 rgui是 RA的基础菜单驱动，编译时无法禁用。

音频驱动比较好的选择是 sdl2 和 aslathread，请随意。视频驱动必选 gl ，因为许多视频功能选项是依赖

gl实现的。

/* RA的设置菜单项简介完毕，细节请各位再做深度挖掘。*/



三、网络菜单图文 ：（总览如下图）

就是这么简单的两条。无需多言。

RetroArch 定制版的功能介绍和说明到此结束

真·百炼成钢系统定制模拟器使用详解

在具体的说明之前，感觉有必要提炼出一个概括，一些普遍共性。之后就不必花费时间在这些重复性的地方。

OK，本系统内的定制模拟器都具有以下的特点：

1. 真·百炼成钢系统内收录的大部分模拟器是经过我们二次开发。而这些定制模拟器均以树莓派 3 为工作平台

而编译完成。编译时，所优化的目标处理器为树莓派 3所用的 Cortex-A53。在模拟器内新增加的或大幅度改良

的功能选项，在前面均加有一颗“*”号标记 。在此免费与大家分享，谢谢。

2. 这些定制模拟器的所有选项设置均已汉化，以方便诸君使用。汉化时尽量使用规范的和约定俗成的译名，然

而时间紧水平低，必然会有翻译不尽人意之处，欢迎各位指教、纠错。

3. 大量定制模拟器新增加了连发功能，或改良了连发功能。在共用按键的情况下，模拟器都被设计有独立的连

发开关。连发速度被设置为快中慢三个档位--“Fast、Medium、Slow”，理论上分别对应每秒 15 次、10 次和

6.67 次击发。实现连发功能的代码，简单、高效。其连发 loop 结构被设计的非常稳定，不会出现连发中断的

现象。



如图：

以上为超任模拟器 SNES9X2010 的连发实现，按顺序分别为快、中、慢。



以上为 PS 模拟器 pcsx_rearmed 的连发实现。请注意子弹间隙的均匀程度。



（一）超级任天堂平台定制模拟器功能选项介绍

模拟器 snes9x2005 ：（评价 - B 级之上，A 级之下）

实际是基于 snes9x 1.43 与少量的 zsnes 代码移植得来。支持多数特殊芯片的卡带 rom。模拟精确度稍差，个

别游戏有图形混乱现象，甚至有某个对战游戏出现了永远打不死，无法 KO 的问题。反过来说，执行速度飞快，

不在乎显存溢出，有个别游戏目前只有用 snes9x2005 才能运行。因此收录在系统内，推荐作为一个备用模拟器。

编译它时选用了 Blargg APU 声音模块，所以声音模拟部分比较完善，不再有声音通道的缺失。这时它被称为

snes9x2005 plus 。

选项功能：

“视频输出制式”： 可选 auto、pal、ntsc ，两种视频制式之间帧率不同，通常设为 auto 即可。

“画面比例设置”： 新增功能。原模拟器只有一种不可选的 4:3 比例。现在可选 SAR、PAR 8:7、NTSC ，SAR

对应 6:5 ，PAR 8:7 对应超任最常用分辨率 256X224 的比例，NTSC 对应 4:3。使用时，RA 的“视口比例选

择”应设为 Core Provided 。

“启用连发键”： 新增功能。可选值有 None、Y、X、B、A ，其中 None为禁用连发功能，其他值分别启

用相应的按键连发功能。

“设置连发速度”： 新增功能。可选值有Medium、Slow、Fast 分别对应三种连发速度。



模拟器 snes9x2010 ：（评价-可归入 A 级）

基于 snes9x 1.52移植并用 C语言重写代码（原 C++），支持绝大多数卡带特殊芯片，但不支持天外魔境的

RTC芯片。模拟精准度和执行效率较高，兼容性好，很少遇到无法运行的游戏。适合作为主力模拟器使用。推

荐它用于通常 SFC游戏的模拟。

编译时，裁剪去掉了对多人分插器、超任鼠标、三种超任光枪设备的支持，因此输入部分的逻辑变得简单，会少许

减少了输入延迟。

选项功能 ：

“设定 SuperFX芯片频率”： 对 SuperFX卡带特殊芯片进行超频设定。可以使星际火狐这类游戏运行更流畅。

“画面比例设置”： 新增选项。原模拟器只有一种不可选的 4:3比例。现在可选项有 6:5、PAR 8:7、4:3、9:7、11:9
等更多的选择。使用时，RA 的“视口比例选择”应设为 Core Provided 。

“启用连发键”： 新增功能。可选值有 None、Y、X、B、A ，其中 None为禁用连发功能，其他值分别启用相

应的按键连发功能。

“设置连发速度”： 新增功能。可选值有Medium、Slow、Fast 分别对应三种连发速度。



模拟器 snes9x ：（评价 - 可归入 A 级，但综合评价应该比 snes9x2010 稍低）

基于 snes9x 1.54移植。支持所有卡带特殊芯片，包括天外魔境的 RTC芯片。支持超任的大多数外设模拟。模

拟精度较高，兼容性好，很少遇到无法运行的游戏，运行效率相比 snes9x2010要低，极个别游戏有拖慢现象。

至今，源代码的维护仍然比较活跃。综合而言，也是可以作为主力模拟器来使用。推荐它用于汉化游戏的模拟。



选项功能：

“设定 SuperFX芯片频率”： 对 SuperFX卡带特殊芯片进行超频设定。可以使星际火狐这类游戏运行更流畅。

“禁止 VRAM 访问越界”： 新增功能。设置为 OFF 时，将不阻止对无效显存地址的访问，使得一些非标准方

式汉化的游戏可以正常显示中文字符，比如 天外魔境 ZERO，纹章之谜、勇者斗恶龙 3 。设置生效需要重启

模拟器。

“使用 L2键将 Y键 B键映射到 R2并连发”： 新增的连发功能的使用方法提示 ，具体用法是这样的：做成千篇一

律的东西是很无聊的，所以没有给 snes9x加入菜单内的连发开关，而是改用在游戏内按键切换。大家都知道，

超任为六键手柄，因此一般手柄的 L2和 R2是无用的。那么进入游戏后，按一次 L2 ，此时 R2将成为 Y的连

发键，而 Y键本身仍然可用，保持着单发状态（可以蓄力）；再按一次 L2 ，此时 R2将成为 B键的连发键，B
键不受影响；再按一次 L2后，R2映射消失，连发功能关闭。此过程中有文字提示。

“设置连发速度”： 新增功能。可选值有Medium、Slow、Fast 分别对应三种连发速度。

“支持扩展输入设备”： 新增功能。当设置为OFF时，模拟器将不会支持超任外设，如超任鼠标、几种光枪、多

人游戏分插器，可以稍微减少一些输入延迟。设置为ON时，将支持以上外设模拟。设置生效需要重启模拟器。

“画面比例设置”： 可用选项有 auto、ntsc、pal、4:3 ，不同的设置会有帧率的不同。一般设置为 auto即可。

“消除过扫描线”： 影响到画面显示区域的面积大小。一般设置为 auto即可。

“显示背景层 1”：

“显示背景层 2”：

“显示背景层 3”：

“现实背景层 4”：

“显示活动块”：

“启用视窗特效”：

“启用半透明特效”： 这七项设置都是关于画面显示图层或效果的选项。通常当然保持全部开启了。不过有时候关

闭几项看看效果也是件趣事。

“启用声音通道 1”：

“启用声音通道 2”：

“启用声音通道 3”：

“启用声音通道 4”：

“启用声音通道 5”：

“启用声音通道 6”：

“启用声音通道 7”：

“启用声音通道 8”： 这八项是超任的八条声音通道的独立开关。一般全部保持开启。



（二）世嘉多机种定制模拟器功能选项介绍

模拟器 genesis-plus-gx （评价 - 综合表现 A 级）

Genesis-plus-gx 最初是一款面向 NGC/WII 开发的世嘉 8/16 位模拟器，后来被移植到各个平台。它是以

精确模拟和 100%软件兼容为开发目标的模拟器，实际也确实差不多做到了。可以模拟的机种有 MegaDrive
（Genesis）、Sega CD/Mega CD、Sega Master System、Game Gear、SG-1000。在真百炼成钢系统

中，它是作为MD、SMS游戏平台的主力模拟器。推荐它用于 SMS和MEGADRIVE机种模拟。



Genesis-plus-gx自动识别应用三键和六键手柄模式，支持大量世嘉外设模拟，如世嘉鼠标、光枪、SMS用的

模拟摇杆、画板、轨迹球等等。然而在这个平台上并非如此。

选项功能：

“模拟的机种”： 可选项有 auto、 sg-1000、 sg-1000 II、 mark-III、 master system、 master system II、

game gear、mega drive/genesis ，通常设为 auto 位置让模拟器自动识别。

“设定主机区域”： 可选项有 auto、ntsc-u、pal、ntsc-j ，如同大家所知，pal 制式和 ntsc 制式的主机帧率是

不一样的。一般设为 auto 位置让模拟器自动识别。

“启用连发键”： 新增功能。可选项有 None、A、B、C 。其中 None为禁用连发功能，其他值分别启用相应的按

键连发功能。

“设置连发速度”： 新增功能。可选值有Medium、Slow、Fast 分别对应三种连发速度。

“模拟系统锁定”： 精确模拟的体现之一，模拟真实硬件上发生的系统锁定。

“使用 BIOS”： 开启后，如果有可用的 BIOS，那么应用 BIOS 引导之后再加载 ROM。提醒一下，这里的 BIOS 指

的是 sega master system 和 game gear 机种的 BIOS，并不包括 SEGA-CD 。SEGA-CD 没有 BIOS 根本无法运行。

“SEGA-CD 存档命名规则”： 选用 per bios 时，SEGA-CD 游戏存档会存储为“游戏名_scd_J(或 U 或 E).brm”，

如果选用 per game ,存档名则为“游戏名.brm”。

“模拟 68K address error 异常”：精确模拟的体现之一。模拟了真实硬件上发生的 68000 处理器地址错误。提醒

一下的是，当运行一些 ROM hack 游戏时，本项最好关闭。因为大多数进行开发 ROM hack 的模拟器没有对此项

进行模拟。本项默认开启。

“卡带联动”： 各位是否知道有这种情况。MD 游戏卡带 sonic & knuckles 顶部有着一个卡槽，如把 sonic 3 插入，

两块游戏卡联接在一起，运行时会是一个新游戏 sonic 3 & knuckles ；这一选项对此进行了模拟。除此之外，

也包括支持两种著名的金手指卡带 Action Replay 和 Game Genie 。注意 ：BIOS 目录内必须放置相应的固件，

联动才能生效。Sonic 联动需有 sk.bin 和 sk2chip.bin ，Action replay 需有 areplay.bin， Game Genie 对

应 ggenie.bin



“使用 SMS 主音源”：启用 sega master system （sms），日版叫 mark III 主机的 FM 音源芯片，会改变游戏音

频表现。默认值为 auto 。

“YM2612 FM 通道 14bit 输出”：稍微技术化的一个选项。简单说是这样：YM2612 是用于世嘉 Mega Drive 系统的一

种六通道音源芯片，它是雅马哈 YM2608 芯片的缩水版。YM2608 会将 FM 通道的数据流以 14bit 浮点的精度混音

调和再输出到独立 DAC 芯片，而 YM2612 的做法是弃用 14bit 精度而降质到 9bit 调和再输出到内置 DAC 。所

以相比而言，YM2612 的音质是要逊色一些的。这个选项可以规定 YM2612 仍然以 14bit 精度调和输出，理论上

是可以提高模拟器的音响表现。此项默认关闭。

“Blargg 的 NTSC 滤镜效果”：Blargg 大爷开发的画面滤镜（之前的 snes9x2005、2010 所用的 APU 模拟代码的作者

也是这位）。可选项有 disabled、monochrome、composite、svideo、rgb 。分别对应效果是禁用、黑白单色、

复合视频效果（AV 端子）、S 端子效果和 RGB 效果。个人认为 composite 效果模拟非常逼真。

“LCD 残像滤镜效果”： 一种画面效果滤镜。其实就是模拟世嘉游牧民掌机的老式 LCD 的屏幕效果。默认为关。

“启用过扫描”： 可选项有 disabled、top / bottom、left / right、full 。分别对应功能为禁用、上下过扫、

左右过扫、全画幅过扫。

“扩展 Game Gear 屏幕” ：Game Gear 是 SEGA 于 1990 年推出的一款与 Gameboy 竞争的彩色八位掌机。也是个电老

虎。软件支持薄弱，没多久就死透了。Genesis-plus-gx 支持对它的模拟。本项开关的作用是扩展游戏画面的

可视区域。开与关的效果如图：

“画面比例设置” ：可选 auto、NTSC PAR、PAL PAR 。NTSC PAR 对应 ，PAL PAR 对应 ，一般置于 auto 自动识别。

“显示光枪准星” ：当模拟光枪设备时，是否在屏幕上显示一个准星以供玩家参考瞄准的位置，含义很好理解。但

是存在一个问题 - 在 RA 中一般是用 mouse 模拟光枪设备的，在 raspberrypi 所用的 RA 当然也不例外。但

实际使用就会发现，光枪无法定位，也就是 mouse 的移动不会被 genesis-plus-gx 接受。这是个老问题了，作

者给出的解释是“RETRO_DEVICE_POINTER support is missing in the Retroarch driver used on Raspberry
Pi”或“mouse driver available on Raspberry Pi is incomplete and doesn't work with Retroarch
RETRO_DEVICE_POINTER implementation ”，期间也有人建议他换一个方法，比如参考mame2003对

于光枪模拟的实现。然而作者的态度是“老子没错，要改你改 RA去”。坚持用触摸设备接口来实现光枪模拟

所以从 2015年至今还是这个样子啦。

参见 ： https://github.com/libretro/Genesis-Plus-GX/issues/31



“颠倒鼠标纵轴” ：模拟 MD Mouse 设备时有效，其作用顾名思义。

“选择隔行输出方式” ：（大误！）应该被翻译为“交错模式 2的渲染(render)方式”，本项是对特殊显示模式的

支持方式的选择，虽然只有很少的游戏支持它。可选项为 single field、double field ， 效果如图：

Single Field

Double Field



模拟器 Genesis-plus-gx 的超频版 ： （娱乐核心不评价）

简单粗暴，直接修改 MegaDrive 机种对应的 m68k 模块而新建的超频核心，大致相当于拥有一颗运行在 45MHZ

的 68K 处理器，原版运行《大战略》某关卡回合思考 2 分 50 秒，在超频核心只需 28 秒；某个辣鸡 MD 赛车游戏

正常速度每秒 5 帧，而用超频核心运行时速度快到失控：），因此被称为红色有角 6 倍速。缺点在于本超频版

核心的兼容性不如正常版本，有少量的游戏会出现色盘混乱、无声音的现象。（注：汉化版《大战略》运行没

有异常）。因此不推荐它作为主力模拟器使用，当成一个娱乐性核心随便玩玩就好。本超频核心并没有进行汉

化，也没有加入连发功能。

模拟器 picodrive （评价 - 综合表现 A级）

模拟器界大神 notaz主力操刀的世嘉 SMS、MegaDrive、SEGA CD、32X多机种模拟器，它为 ARM设备做

了深度优化，运行效率非常之高。同时它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模拟了特殊芯片卡带 Virtua Racing
（VR赛车）的模拟器。推荐它用于MegaDrive、SEGA-CD、SEGA 32X机种的模拟。

PicoDrive需要手动切换 3键、6键手柄模式，它最多只能支持两个手柄，不支持光枪设备的模拟。在模拟 MD机

种时，它的音频表现应该是稍逊于 genesis-plus-gx的。但是在模拟 32X方面，它目前是独一无二的。另外提醒一

下的是，这个模拟器支持MP3格式音轨（SEGA-CD）。

选项功能：

“手柄 1类型设定” ：



“手柄 2类型设定” ：这两个选项分别对 1P和 2P手柄类型进行设定。选项为 6 button pad、3 button pad、
None，分别对应为 6键模式、3键模式和没有手柄。

“启用连发键” ：新增功能。可选项有 None、A、B、C 。其中 None为禁用连发功能，其他值分别启用相应的按

键连发功能。

“设置连发速度” ：新增功能。可选值有Medium、Slow、Fast 分别对应三种连发速度。

“画面比例设置” ：可选项 PAR、4/3、CRT ，在 PAR位置可以自动识别，选取其他选项则在 4:3 、10:7间切换。

“取消活动块数量限制” ：在MD主机上，水平方向上有超过 20的活动块同行显示，则会出现闪烁。这个选项可

以打开或关闭对于这个现象的模拟。

“SEGA-CD记忆卡” ：如图所示，也叫 CD Backup卡，插在MD主机卡槽的记忆卡，用于保存 SEGA-CD游

戏存档。启用后，会创建一个 512K名为 cart.brm的公用存档文件用于存储游戏数据，否则使用独立的 8K大

小的存盘文件。

“设定主机区域” ：可选项有 Auto、Japan NTSC、Japan PAL、US、Europe。对应各自字面意思的主机区域。

一般设置为 Auto 自动设定。

“视频输出制式” ：可选项有 Auto、NTSC、PAL ，选择 NTSC和 PAL会有帧率的区别。一般置于 Auto自动设

定。

“显示过扫描线” ：效果不明。

“SH2->ARM动态重编译引擎” ：全速模拟 32X 游戏的关键所在。它会在执行时将 SH2 机器码实时转换为 ARM 机

器码，可避免许多性能损耗，既所谓的 dynamic recompilers。引擎由 notaz 大神构建完成，而 SH2 模拟代码

取自 MAME。



（三）索尼 PlayStation 平台定制模拟器功能选项介绍

模拟器 pcsx-rearmed （评价 - 综合表现 A 级）

大神 notaz 的又一代表作，属于 pcsx-reloaded 项目的另一分支，也包含有 PCSX、PCSX-df、PCSX-Revolution

的代码。对 ARM 处理器做了深度优化，充分利用了 NEON 加速指令集，运行效率很高。该模拟器兼容性较好，也

能很好的运行各种汉化游戏。真·百炼成钢系统内收录的 pcsx-rearmed 模拟器又经过修改和定制优化，又进一

步的提高了游戏兼容性。它支持的镜像格式有 cue+bin 、cbn 、img 、iso 、m3u 、mdf 、pbp 、toc 、

z 、znx 。推荐 pbp 格式 ，兼容好体积小并且切换光碟方便。



选项功能 ：

“跳帧” ： 默认为 0，无需更改。正常情况下没遇到过能让定制版 pcsx-rearmed 丢帧的游戏。

“指定所用 BIOS” ：新增功能。作用是指定当前要使用的 BIOS，来适应某些需要专用 BIOS 汉化游戏。可选项

有 - Normal - 默认值。使用通常的 SCPH1001 或 SCPH5500 的 BIOS 镜像 ；

Brigandine - 幻想大陆战记汉化 BIOS； CTE - 午夜列车汉化 BIOS

ClockTower - 钟楼首度恐惧汉化 BIOS ； RiotStars - 星之刃汉化 BIOS

SaGa1 - 浪漫沙加汉化 BIOS ； SDGundam - SD 高达 G 世纪汉化 BIOS；

SlientHill - 寂静岭专用 BIOS ； SolDivide - 太阳表决汉化 BIOS ；

Grandia - 格兰蒂亚汉化 BIOS ；

Custom - 有超出以上范围的汉化 BIOS ，将其改名为 BIOS1001.BIN 放入系统 BIOS 目录，然后选择本项。

以上汉化专用 BIOS 已经集成在真·百炼成钢系统内，玩以上汉化游戏时，选择对应 BIOS，再重启模拟器

即可。选择错误并不要紧，无非是游戏乱码，而汉化 BIOS 实际也可以做普通 BIOS 使用。这是安全的选项。

“启用连发键” ：新增功能。可选项有 None、Square、Cross、Circle、Triangle 。其中 None为禁用连发

功能，其他值分别启用相应的按键连发功能。（以上顺序为方块、叉子、圆圈、三角）

“设置连发速度” ：新增功能。可选值有Medium、Slow、Fast 分别对应三种连发速度。

“核心计数器修正” ：新增功能。基于对动态重编译模块的修改，优化了核心的执行方式。设置为“Forced to
Enable”时启用，需要重启模拟器生效。启用后可以减少延迟，使帧率更加平滑。也解决了某些游戏的偶

尔卡顿。解决了《寄生前夜 2》切换场景黑屏。这种改善在 3D游戏上更为明显，2D游戏基本无区别。本

功能已经过上百款游戏的测试，未发现造成兼容问题。请放心使用。

（寄生前夜 2已正常运行无黑屏现象） （神佑擂台冒险模式室外卡顿问题解决）

“手柄 1类型” ：

“手柄 2类型” ：

“手柄 3类型” ：

“手柄 4 类型” ： 这四条为同样性质的选项。可选值有 default 、standard、analog、negcon、none 。

“主机区域” ：可选项 Auto、NTSC、PAL ，选择 NTSC和 PAL会有帧率的区别。默认 Auto自动设定。

“启用震动” ：这项意思应该都明白。曾用 XBOX360 手柄试验 - 震感强烈。不过有个案例在此告知大家 ：有

玩家使用 PS3 初代六轴无振动手柄，同时开启振动选项，结果游戏中出现振动的场景时，伴随而来的是游



戏瞬间帧数下降到个位，直到震动场景结束才恢复正常。关闭震动选项问题解决。实际上找到这个原因花

了很久时间，诸位如有类似情况，请参考。

“还原色彩抖动” ：色彩抖动技术可以做到不需要新增颜色的情况下，通过颜色和灰度的某种混和插值来增加

系统可用颜色的数量，或制造处阴影、雾化的效果，也可以被用来创建材质和纹理。这在早期硬件性能贫

弱的主机上，是经常应用的技术。但是也并不是所有游戏都使用或大量使用这个技巧。这项开关就是用于

选择对色彩抖动的还原。pcsx-rearmed 对此的实现是基于 NEON 指令集的。对系统几乎无负担。此项

默认为开启。

（下图为范例，寂静岭是一个大量使用色彩抖动技巧的游戏，对比明显）

开启抖动 ：

关闭抖动 ：



“R3000->ARM 动态重编译引擎” ：pcsx-rearmed 模拟器速度的保证，力量的来源！它会在执行时将 R3000 CPU

的机器码实时转译为 ARM 机器码，可降低许多性能损耗。此引擎由 notaz 大神从 N64 模拟器 Mupen64plus

的 MIPS->ARM 动态重编译引擎移植而来。若要正常游戏，此项不能关闭。

“启用交错模式”：启用后得到类似genesis-plus-gx模拟器的“交错模式2的渲染(render)方式”开启double

field 渲染的边缘抽丝效果。基于 NEON 指令集实现。默认关闭。

“启用高分辨率模式” ：启用后内部分辨率提高 1.6 倍。有些游戏的纹理看起来更清晰，但对很多 2D 游戏是

无效的。此功能有时也会引起一些画面显示 BUG，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延迟。它基于 NEON 指令集实现。默

认为关闭。 （示意图如下，图片来自 retropie.org.uk）

未开启 ：

开启 ：



“加速高分辨率模式” ： 这是上一条选项的关联项，用于加速高分辨率模式的渲染速度。默认关闭。

“若可能复制当前帧” ： 开启后，在某些情形下可以节约重绘下一帧的时间资源，对提升速度有益。此项默

认为开。

“启动 LOGO（某些镜像会跳出）” ：这是一条实现效果不太理想，或者说是半成品的功能。开启后，在模拟

器启动时会显示 PS 的 LOGO 动画 ，但也会造成单独 ISO、IMG 镜像的引导失败。但完整的 CUE+BIN 和 PBP

镜像并不受到影响。此项如果关闭，则有效格式镜像都能正常使用。默认为关闭。

“混响效果” ：开启后，会感到音域变宽广，但并不明显。此项默认关闭。

“音频插值算法” ：可选项 simple、gaussian、cubic、off 。前三项为不同的插值算法，最后一项为关闭此

功能。恕本人木耳，只能听出开启和关闭的区别，但听不出来三种算法造成效果的不同。此项默认为 simple

简易的。

“InuYasha Sengoku Battle 游戏修复” ：一个动漫犬夜叉改编游戏的修复选项。实际效果未知。（没玩过）

原本还有一条类似项，用于修复寄生前夜 2问题，然而是条无效项，而寄 2 的修复已被本定制版新增“核

心计数器修正”功能解决，因此修复寄 2的选项已被删除。



（四）任天堂红白机 FC 平台定制模拟器功能选项介绍

模拟器 Nestopia （评价 - 综合表现 A 级）

历史悠久的 Nestopia 曾被誉为是最好的 NES 模拟器之一，不过官方更新早已于 2008 年停止，最终版本 1.40。

现在我们用的 nestopia 来自于 rdanbrook 维护的一个分支版本，更新活跃，目前版本号 1.49 。Nestopia 模拟

精确，兼容性较好，大多数的游戏都没有问题。但是大家也应该知道 FC 游戏有着极其杂乱的 mapper 分类，没

有任何一个模拟器可以做到通吃所有的 roms，如果遇到有不兼容问题，可以更换真·百炼成钢的另一个 FC 模

拟核心 fceumm 尝试，一般都能解决问题。另外，nestopia 对任天堂 FC 磁碟机游戏支持的非常好，是玩这类游

戏的首选，它也支持用鼠标模拟 FC 光枪设备。

提示 ：使用 nestopia 玩任天堂 FC 磁碟游戏时，按 L1 进行磁碟翻面，按 R1 弹出磁碟。 nestopia 也支持任天

堂 VS. System 投币街机游戏，这时使用 1P 的 L2 和 R2 分别进行投币。

选项说明 ：

“图像色板” ： 共有十几项色板可选。每种都着不同的色调和锐度，建议使用模拟索尼彩监色调的 cxa2025as 色

板。

“取消活动块数量限制” ：在 FC主机上，水平方向上有超过 8个活动块同行显示，则会出现闪烁。这个选项可

以打开或关闭对于这个现象的模拟。

“启用连发键”： 改良功能。nestopia 原版本自带连发功能，但性能不佳。部分连发档位根本无法发射，能用

的档位有时莫名中断，也存在改变游戏后，连发失灵现象。因此推翻以本人方法重写，当然问题解决咯。与前

面的单键连发不同，这里是 A、B两键同时连发并存，也支持同时按下。本选项开启后，连发键位如下图所示



“设置连发速度” ：改良功能。去掉原有多而无用的选项，目前可选值有Medium、Slow、Fast 分别对应三种连

发速度。特别指出一下，为了双截龙 2的飞膝，此处的 Fast 并未设为其他模拟器的每秒 15次击发，而是 20
次。

“复位时自动插入首张 FDS磁碟” ：进行任天堂 FC磁碟游戏时，如果期间复位模拟器，会自动加载磁碟第一面。

“水平过扫描裁剪” ：

“垂直过扫描裁剪” ：相似的两项合并说明。开启与关闭的区别在于，是否在对应的方向上，两侧各裁去 8条扫

描线宽的内容。

“Blargg 的 NTSC 滤镜效果” ：Blargg 大爷开发的画面滤镜（之前的 snes9x2005、2010 所用的 APU 模拟代码的作

者也是这位）。可选项有 disabled、monochrome、composite、svideo、rgb 。分别对应效果是禁用、黑白单

色、复合视频效果（AV 端子）、S 端子效果和 RGB 效果。个人认为 composite 效果模拟非常逼真。

“画面比例设置” ： 可选项有 auto、ntsc、pal、4:3 。类似的功能在许多模拟器中都有，作用也是类似，不再

重复。一般置于 auto 位置即可。

“Game-Genie 声音失真” ：Github 的更新说明只是简单的说此项模拟了 Game-Genie 金手指卡的声音效果，具体意

义不明。

“设定主机区域”： 类似功能在许多模拟器中都有，用途也相似。此项一般设为 auto 即可。

“加电后内存状态” ： 可选项有 0x00、 0xFF、 random 。经查红白机开发资料得知，大多数官方 FC 开机通电后，

可怜的那点 2K 内存从 0x0000 到 0x07ff 范围内每字节内容随机。所以似乎应该选择 random 。该选项实际意义

不明。



模拟器 Fceumm （评价 - 综合表现 A 级）

Fceumm 这个名字来自于“Fce Ultra mappers modified”的缩写简称，正如名称所体现的那样，它是基于著名

NES 模拟器 FceUltra 的非官方改版。相比原版来说，它的特点是支持更多的 mapper，包括一些小众的，甚至乱

七八糟的非授权游戏在内。在这方面，fceumm 也确实比 nestopia 兼容性更好一些。不过大家也应该知道 FC 游

戏有着极其杂乱的 mapper 类型，没有任何一个模拟器可以保证兼容所有的 roms，如果遇到问题，可以更换真·百

炼成钢的另一个 FC 模拟核心 nestopia 尝试一下。

选项内容 ：

“图像色板”：可选色板比 nestopia 更多。每种都着不同的色调和锐度，建议使用模拟索尼彩监色调的 cxa2025as。

“画面比例设置” ： 新增选项。可选项有 DAR 为 8:7 ，SAR 为 4:3，PAR 为 7:6 。再强调一次，在 RA 的“视口比

例选项”中设置为“Core Provided”时，此处的设定方能生效。

“启用手柄 1连发键”：

“启用手柄 2连发键”： 分别控制连发键的启用。改良功能。原因仍是因为原有连发性能不好，因此推翻重写。

参考 nestopia的 解释。键位也如同 nestopia的安排。

“设置连发速度” ：改良功能。参考 nestopia的解释。

“取消活动块数量限制” ：在 FC主机上，水平方向上有超过 8个活动块同行显示，则会出现闪烁。这个选项可

以打开或关闭对于这个现象的模拟。

“CPU超频”：选项有默认和 2倍频率。超频后玩著名的拖慢游戏《魂斗罗力量》倒是流畅了不少。

“消除过扫描线”： 禁用，则水平和垂直方向各削减 2x8条扫描线宽内容。启用则反之。

“设定主机区域”： 类似功能在许多模拟器中都有，用途也相似。此项一般设为 auto 即可。



（五）NEC PC-Engine 平台定制模拟器功能选项介绍

模拟器 beetle-supergrafx （评价 - 综合表现 A 级）

Mednafen 系列模拟器之一，supergrafx 是基于 pce-fast 模拟器的一个改版 mod,它相比后者来说主要是增加了

对 SGX 特殊游戏的支持，其他方面相差不大。从实际表现来说，supergrafx 运行快速兼容良好，通吃普通游戏、

SGX 游戏、CD 游戏。推荐使用它运行所有 PCE 卡带和 CD 游戏，另一个模拟器 pce-fast 则可以放弃。

Supergrafx 良好支持 PCE 最大单卡游戏 20Mbit 的 SF2，在游戏中按 L2 可切换 2 键、6 键手柄模式。

选项说明：

“CD 镜像缓存” ：在磁盘上开辟一个用于缓存 CD 内容的区域，以加快 CD 读取。毫无意义，正常人都不会开启的

选项。

“CD 系统 BIOS”：有四项可选，但建议保持在“System Card 3”位置不变，因为不但它是版本最高的 BIOS，而且

本系统中也只收录了这个 BIOS，选择其他的请自行添加对应 BIOS。

“画面比例设置” ： 新增功能。可选项有 PAR 6:5、DAR 256:239、SAR 4:3 ，其中 256:239 是绝大多数游戏的正

确比例关系。

“启用连发键”： 很尴尬。原本 17 年 6 月时就已经为这个模拟器添加了连发功能，然而一直没有公开，然后到了

9月 初，有哥们把 pce-fast 的连发功能移植给 supergrafx 并在 github 提交了，虽然一样的不咋地。啊呀，真

让人不知道在这儿该写新增功能还是改良功能。总而言之，还是使用自己的方法实现连发的，性能保持了一贯

高水准。比 pce-fast 的连发实现更佳。举例 ，射击游戏龙魂 1 ，pce-fast 的连发无论如何设置都是无效的。



本项开启后，手柄 XY 键将被设置为连发键，如图。另外注意，切换到 6 键模式时，连发自动关闭。

“设置连发速度” ：可选值有Medium、Slow、Fast 分别对应三种连发速度。

“取消活动块数量限制” ：在 PCE主机上，水平方向上有超过 16个活动块同行显示，则会出现闪烁。这个选项

可以打开或关闭对于这个现象的模拟。

“CPU超频倍率” ： 意义不再解释。不过不太能找到适合对比实验的游戏。

“水平过扫描（仅适用 352线宽模式）”：

“初始扫描线于” ：

“末尾扫描线于” ： 这三项都是相关过扫描显示的，关系到画面会有多少被裁剪的部分。一般保持默认即可。

“（CD）CDROM倍速” ：设置更大的数字可以加快读盘速度。不过意义不大。

“（CD）CD-DA音量 %” ：

“（CD）ADPCM音量 %”：

“（CD）PSG音量 %” ： 这几项都是调节 CD游戏各部分音量。凭个人喜好设置。



模拟器 beetle-pce-fast （评价 - 综合表现 A 级但不如 SuperGrafx）

Mednafen 系列模拟器之一，与 supergrafx 大部分代码相同，但不支持 SGX 游戏。在有 supergrafx 的情况下，

没用这个模拟器的必要。

选项功能：

可以看出，菜单内容与 supergrafx都很相似，除了多了一大堆的累赘的按键连发开关。所以就不再啰嗦了。

该模拟器未经大改，只是添加了画面比例设置功能。原有连发功能原封不动，一字未改。另外，它的连发键仍

为原有按键。



（六）街机平台定制模拟器功能选项介绍

模拟器 MAME2003 （评价 - 总体优良，仍有不足，勉强 A 级）

模拟界的王者 MAME 可谓无人不知，该版本是基于 2003 年的 mame 0.78 源码，移植到 libretro 平台的。那个时

期的 mame 的代码还不算太臃肿复杂，运行效率也比后期版本要高，就其游戏兼容性来说，它能够支持 2D 街机

时代流行的大部分游戏，所以它是树莓派以及类似低功耗设备的首选街机模拟器。（兼容 romset ：0.78u5，

支持游戏 ：4705）

本定制版的mame2003 新增了连发功能；新增了对 hook船长日版、婆裟罗 2游戏的支持；删除了所谓“Right
Stick to Buttons”功能代码，这个功能是将按键映射到右摇杆的方向上，用拨动右摇杆来实现打拳、射击之类

的按键动作，非常无聊，并且对连发功能的实现有妨碍，因此删除。

选项功能 ：

“跳帧” ：可选范围 0 - 5 ，作用大家都知道。默认为 0 。

“启用连发键” ：新增功能。可选值有 None、Button I、Button II ，其中 None为禁用连发功能，其他值 分别

启用相应的按键连发功能。 顺便说一下，默认未改的情况下，mame2003的按键 1对应 B键，按键 2对应 Y
键，和 FBA的默认设置正好相反，最好按自己习惯重设。

非常有意义的功能，请赞美作者吧！相比家用机来说，街机游戏才是最需要连发功能，这就是天降甘露啊！

“设置连发速度” ： 细节与之前说过的相同。把速度设为 Fast ，猫王奖励关以按键速度蓄力出拳，不要太

爽啊。

“Midway DCS音频模块加速模式” ： Midway公司一些使用 DCS音频处理板的街机游戏，如真人快打 2、
3，在本项开启后，运行效率提升。



“跳过免责声明” ： mame默认在进入游戏时，会显示一段与版权有关的免责声明。这个选项可以选择跳过

显示不看。

“跳过游戏警告” ： mame默认会为模拟不完全的游戏提出警告。这里可以选择看还是不看。

“音频采样” ： 启用后，会尝试读取游戏相应的 sample zip文件。多数游戏不需要这个。

“音频采样率” ： mame内部音频采样率的设定，越小的数字越能降低系统负担，默认为 44100。某些 konami
早期基板游戏需要在这里设为 22050才能正常游戏。

“让我爽” ：很好的意译吧！这里就是金手指（Cheat）的开关。此项启用后，游戏内 OSD菜单会出现

“cheat”项，进入后开启各项作弊功能。菜单用键盘“tab”或手柄“R2”呼出或关闭。

“鼠标类设备同时控制两人的转动型控制器” ： 有些街机游戏使用了转动型控制器，类似怒、古巴战士那样

转动控制杆来调整人物方向。该项启用后，会将鼠标类设备的 X轴 Y轴的移动分解，分别对应游戏 1P2P
的转动控制。仅支持部分游戏。

“鼠标类设备” ：指定鼠标类设备的实际类型。设为mouse可以用鼠标模拟光枪 ，如果是 iPad平台的

mame2003，这里就要选择 pointer来使用触摸设备模拟光枪。默认为禁用。

“画面旋转” ： 启用后画面旋转 90°，然后把显示器也竖起来，就可以很爽的打飞机了。此项需要 RA设

置的“核心”一项中，开启“允许旋转”。



模拟器 MAME2010 （评价 - 不足之处甚多，可以凑合玩，B-级）

基于 2010年份的mame 0.139代码移植到 libretro平台，遗憾的是，这最多算个WIP版本。很多地方甚至没

有彻底做完。更新也不活跃。相比 7年前的mame2003，它支持的游戏数量几乎翻倍，但是代码也急剧膨胀，

模拟精度或许上去了，但是执行效率也下来了。这个模拟器的定位，就是辅助和补充mame2003，把一些在

mame2003中模拟不佳的游戏，移入到此。

原本功能选项中，不只有“启用鼠标类设备”这一项。另外还有跳过免责警告等 5项，实际都是雷，功能并没

有真正完成，一旦开启下次进入游戏就会跳出。为防止误操作，先都砍了吧。

未经改动时默认输入设置，键 1对应 A键，键 2对应 B键。和前面的都不一样。

没啥可说了，结束。



模拟器 FinalBurn Alpha（评价 - 总体优良，仍有不足，勉强 A 级）

简称 FBA 的模拟器，应该不必介绍了吧。和前面所说的 MAME 不同，FBA 移植到 libretro 平台后，它的主分支

仍保持着与官方同步升级更新。目前的版本为 02.97.42，具体支持的游戏可以参照官方 FBA 说明，是完全一致

的。在真·百炼成钢系统中，它是 FBA 分类和 NEOGEO 分类的专职模拟器，它也是所有定制版模拟器中，为其所

花时间精力最多的一个 。

（图 1 运行非 NG 游戏时选项列表）

（图 2 ：运行 NG游戏时多出的选项）



本定制版 FBAlpha编译前裁剪了大量无聊的家用机驱动，包括 PCE+TG驱动 856个、CV驱动 416个、SG-1000
驱动 400个、SMS驱动 1188个、GG驱动 1504个、MD驱动 4580个，屏蔽了MSX模拟模块和 SNES模拟

模块。因此，这个纯粹的街机 FBA模拟器被我们称为 FBAlpha -LITE 。当然，它的文件大小也算减肥成功。

新增了连发功能。

FBA的音频采样率现在是 44100KHz ，不再是 48000KHz。
原本 FBA在 CPS2游戏部分的按键分配方案简单粗暴，在顾及了 6键对战游戏的按键布局时，却忽视了还有一

些 3键 4键的 CPS2游戏，结果这些游戏的按键分配非常怪异。键 1在 Y、键 2在 X、键 3在 L、键 4在 B ，

这造成了铁血战士大战异形或龙与地下城等游戏不改键位没法玩。经过麻烦的排查，有此问题的 13个 CPS2
游戏被重设键位。

如下图所示， 目前默认下 CPS2的三键游戏如 avsp铁血战士，按键顺序为 Y、B、A ；四键游戏如 ddsom
龙与地下城 按键顺序为 Y、B、X、A ，另类游戏 eco环保战士则为 L、R、Y（LR用于旋转）

（FBA的通用键位图，1234键对应非 NG一般游戏，ABCD键对应 NG游戏）

选项说明 ：

“画面比例设置” ： 这类选项没有对不对，只有习惯不习惯，按自己喜欢的来吧。

“启用连发键” ： 再次天降甘露！ 特别指出的是，除了 Y 、B之外的第三项“Make the Y Mapped to R2”，

作用类似 snes9x的连发模式，都是把键 1映射到 R2并连发，但原有的键 1功能不受影响。这样可以兼顾

连发和蓄力。

“设置连发速度” ：新增功能。可选值有Medium、Slow、Fast 分别对应三种连发速度。

“CPU超频百分比” ：最大可以设置为 200% 。这里的超频设置没有在树莓派上看出明显的效果。

“SH2 CPU 模拟精度” ： 影响到使用 SH2处理器基板的模拟效率。比如 CPS3基板和彩京的某些基板。可选项

有 fast快速、accurate精确。这两项之间至少会有 20帧以上的速度差别。默认为 fast 。



“P1控制器布局” ：

“P2控制器布局 ”： 改良功能。这两项会改变 P1P2的按键布局。默认为 gamepad，此时按键顺序如上面所述。

设置为 arcade时，举例来说，四键的按键顺序将变为 A、B、X、Y。

“P1控制器 L/R键位” ：

“P1控制器 L/R键位” ： 某种意义上，这是为卡普空 6键格斗游戏设置的键位调整选项。设为 normal时，L1R1
对应重拳重脚，设为 remap to R1/R2 ，以 R1 R2对应重拳重脚，避开不好用的左侧肩键。

*** 只有运行 NEOGEO游戏时，以下三项 NG模式专用选项才会出现 ***

“NEOGEO硬件模式”：可选项有 UNIBIOS、MVS、AES、DIPSWITCH 。默认为 UNIBIOS ，即调用 Universe BIOS 。

注意，在此模式下，启动出现 UNIBIOS LOGO时，同时按下 ABC三键，即进入 UNIBIOS SETUP界面，可以

在此设置游戏的区域、选择家用机还是街机模式。完成后按 C键退出。

默认值即为 UNIBIOS，不建议改动。

“NEOGEO P1 控制器布局” ：

“NEOGEO P1 控制器布局” ： 改良功能。影响到 NEOGEO 游戏按键布局的选项。默认为 newgen ，此时 ABCD 四键顺

序为上述的 Y、B、X、A ，设置为 classic 时，顺序变为 A、B、Y、X 。

“高分记录” ： 理论上开启后，会保存游戏的高分记录信息。

“开启诊断功能” ：进入基板的诊断程序，前提是这块基板内置了诊断程序才会出现。默认关闭。可选的方式有

Hold Start、Start + A + B、Hold Start + A + B、Start + L + R、Hold Start + L + R、Hold Select、Select

+ A + B、Hold Select + A + B、Select + L + R、Hold Select + L + R ，用法如同字面意思。Hold 表示按

着键不放 1 秒以上。

最后，“开启诊断功能”以下的再出现的选项，属于基板 DIP 设置，或者是一些按键组合宏定义。不属于 FBA 固定

功能选项。不再介绍也无法介绍。



（七）任天堂 GBA 定制模拟器功能选项介绍

模拟器 mGBA （评价 - 综合表现 A 级）

这是一个相对出现较晚的一个 GBA 模拟器，兼容性好，运行效率更在老牌 VBA 之上，存档格式与 VBA 兼容。推

荐作为 GBA 平台主力模拟器。另外 mGBA 也是一个很好的 GB,GBC 模拟器，但真·百炼成钢中没有把它作此用途。

选项功能 ：

“设置太阳光照强度” ：专为《我们的太阳》系列而设置的选项开关，模拟了特殊卡带光感器的反馈数据。但大多

数情况下可能是用不上的。我们平常接触的汉化版《我们的太阳》系列，基本上都是破解了光感接收，而改成

使用类似“选择键+方向左右”的方式调节阳光强度。对于此类 HACK ROM，这个选项是不起作用的。另外说一

下，除了在此处调整光照数值。使用手柄 L3、R3 也是降低和升高光照数值的快捷键。

“设置连发速度” ： 改良功能。包括了修改了原来 mGBA 连发功能的实现方法，并加入了连发速度的选择。对于这

类按键不多的主机，直接将手柄多余键位映射为连发键。



“反方向输入” ： 无效。前段时间看了一下，相关的变量名居然都写错了，喷了，估计是某次更新弄乱了吧。

“若 BIOS 存在则调用它” ： 如果系统 BIOS 目录内存在 gba_bios.bin 则使用它，否则就会使用内建 HLE BIOS 模

式。默认开启。

“跳过启动 LOGO” ：使用真实 BIOS 模式下，不显示如下图的 GBA 启动动画 。

“节能模式策略” ： 可选项有 Remove Known、Detect and Remove、Don't Remove。通过移除节能空闲循环来提

高游戏性能。默认为 Remove Known 。

模拟器 VBA-next （评价 - 综合表现 A-级）

VBA 是个历史悠久的 GBA 模拟器，本系统所用的 VBA-next 是基于 VBA M2011 的代码移植到 libretro 平台，并

改善了兼容性。

“若 BIOS 存在则调用它” ： 如果系统 BIOS 目录内存在 gba_bios.bin 则使用它，否则就会使用内建 HLE BIOS 模

式。默认开启

“设置连发功能” ： 新增功能 。加入了连发功能，同样设置了三种连发速度。参考 mGBA 的说明和键位图。

“跳帧” ：在树莓派 3上 VBA-next 是全速的，此项无用。



（八）任天堂 GB 和 GBC 定制模拟器功能选项介绍

模拟器 Gamebatte （评价 - 综合表现 A级）

兼容性很好、运行快速，功能丰富，本身支持网络连线。在本系统中，它是 GB、GBC 分类的主力模拟器。

选项功能 ：

“GB 游戏彩色化” ：将单色 GB 游戏画面彩色化的功能。可用选项有 disabled、auto、internal、custom ，选择

auto会自动适配一种色彩方案；选用internal可以从15种内置色彩方案指定；custom则加载BIOS目录palette

子目录下的配色文件。 （图例为关闭彩色化和 auto 设置的对比）



“色彩校正” ：开启后会降低画面的对比度和 GAMMA 值，显得更接近 GB 硬件那种液晶显示质感。

（左图为关闭，右图为开启）

“内置色板” ： GB 游戏彩色化选项设置为 internal 时，在这里指定内置的配色方案。

“设置连发速度” ： 新增功能。包括为这个模拟器追加了连发功能。方案和键位如同前面的 VBA ，同样使用 X、Y

键来作为 A、B的连发键。然后又设置了同样的三档连发速度。

“模拟的机种” ： 一般设置为 Auto，自动识别 GB 和 GBC 。这个模拟器并不能模拟 GBA。

“使用官方引导程序” ： 启用后会尝试使用任天堂官方的 bootloader 和启动标示，需要相应的 BIOS 文件。成功

后，启动初始会如图所示： 左图为 GB ，右图为 GBC

“Gameboy 联机模式” ：

“设置联机端口” ：

“联机服务器地址段#1” ：

“联机服务器地址段#2” ：

“联机服务器地址段#3” ：

“联机服务器地址段#4” ： 均为联机相关设置 。请自行研究。



（九）SNK 的 NGPC 定制模拟器功能选项介绍

模拟器 beetle-neopop （评价 - 算 A 级吧，反正也就那么几个游戏）

Mednafen 系列模拟器之一，基于独立版的 neopop 移植到 libretro 平台，对于黑白 NGP 和彩色 NGPC 的游戏都

能很好的兼容。

该模拟器的功能选项也很简单，顺便也为它新增了连发功能和连发速度设置。类似的细节不再赘述。具体键位

如图所示。NGP 游戏的开始键通常是 A。



（十）N64 定制模拟器功能选项介绍

模拟器 mupen64plus （评价 - 凑合着玩，综合表现 B级）

模拟器 parallel （评价 - 将就着玩，综合表现 B级）

模拟器 glupen64 （评价 - 随便玩玩，综合表现 B级）

本系统中共收录了以上三个 N64 模拟器 ，均为 libretro 移植版。它们都是基于 mupen64plus 的移植版或者是改版，

但各有侧重，兼容性不太相同。同一个游戏，它们的运行速度也经常不同。因此三者之间为互补关系吧。这三个模

拟器的定制工作相对也做的简单，并未增加新的功能。主要是对功能选项进行了必要裁剪、排序和汉化。请记得两

点，游戏时模拟引擎必选 dynamic recompilers ，内部分辨率选用低分辨率。

Mupen64plus 功能选项： 恩，汉化巨麻烦的。另外注意，必须使用有模拟摇杆的手柄进行游戏。



Glupen64 功能选项： 此三者中，它速度相比稍好

Parallel 功能选项 ： 此三者中，它兼容性相比稍好

最后说一下，以上三个版本的模拟器都是基于 libretro 平台的。方便是方便了，但是运行效率会比独立版本的模拟

器要差一些。若有兴趣，可自行安装独立版的 mupen64plus 和 parallel ，但请做好与各种插件和手柄设置斗争到

底的思想准备吧。



（十一）PC98 定制模拟器功能选项介绍

模拟器 Neko Project II （评价 - 接近 A 级）

PC98 是指由 NEC 公司设计开发的一系列个人电脑产品的简称，这种电脑只在日本流行，软件自成一套封闭体系。实

际上 pc98 系列包含的各种型号非常复杂，从最初 1982 年发售的，搭配 i8086 处理器和 128K 内存的 PC9800 系列，

然后有 1988 年发售的，搭配 i80286/i80386 处理器和 1MB 内存的 PC9801 系列，再到 1992年发售搭配 i80386/i80486

处理器，4MB 内存，CDROM 驱动器的 PC9821 系列，一直延续到 2000 年全系列停产，最终型号 PC9821 ra43 搭载了赛

扬 433 处理器 。前后历经 18 年，大大小小的各种机型、型号上百种。这些都被统称为 PC98。

PC98 是一个开放的电脑平台，谁人都可以在上面制作软件并发布，也没有家用主机的权利金和审核制度，再加上完

善的日文系统环境，这造就了该平台上涌现出了无以计数的各种软件，也包括游戏。

时至如今，还有人这么评价 ：“超级任天堂和 PC98 是日系游戏的两大宝库！”

主流的 PC98 模拟器主要有三个 - T98-Next 、Anex86、Neko Project II（NP2） ，其中真·百炼成钢系统内收录

的是NP2的 libretro移植版，作者是一名广岛的在读大学生。NP2准确的说是一个PC9801模拟器，它专注在PC9801
和 PC286机型的模拟，放弃对 I386保护模式的模拟，主要又对周边各种芯片和外设进行了更好的支持。

所以本 NP2模拟器主要适用于 PC9801系列，即 80286处理器等级的 PC9801 和对应 PC9801VM 以下的 DOS 系统下

的游戏。不适用 PC9821机型用软件。运行时，如果能连接键盘和鼠标当然最好。如果仅连接手柄的话，则需要启

用键鼠映射功能，方法是：待模拟自检完成，按热键呼出 RA菜单，进入模拟器选项，将“将鼠标映射到手柄”和

“将键盘映射到手柄”都设置为ON ，这样就可以用手柄完成键鼠的操作了。此时，手柄功能图如下，注：当一个

键位同时有红蓝两种功能设置时，以蓝色优先。（原设定下是会冲突的，现已修改）



游戏镜像格式的一些说明 ： NP2 支持非常多的游戏镜像格式 ，它们有 ：

.d88 .88d .d98 .98d .fdi .xdf .hdm .dup .2hd .tfd .nfd .hd4 .hd5 .hd9 .fdd .h01 .hdb .ddb .dd6 .dcp

.dcu .flp .bin .fim .thd .nhd .hdi .vhd .sln .hdn .hdd 。

软盘游戏镜像常见格式为 .fdi .d88 .fdd

软盘版游戏通常的形式是一张系统盘/程序盘、一张或多张数据盘、一张或原有、或必须自己制作的用户盘，一般游

戏中都有制作用户盘（ユーサーディスク）或者存档盘（セーブディスク）的选项，部分游戏（伊苏 3等）需要使

用专用安装盘制作用户盘，再用用户盘启动游戏。部分 DOS 游戏的程序盘不能直接引导系统，必须先通过其他盘引

导 DOS 再在 DOS 下手工启动游戏，还有部分游戏只能安装到硬盘上才能运行。游戏中会时常出现换盘的提示，这时

候要立即换好盘，才能继续操作。

硬盘版游戏游戏镜像常见格式为 .hdi .vhd

PC98 后期很多 DOS 游戏带有安装程序或游戏中有安装到硬盘的选项，就有达人制作了部分游戏的硬盘镜像，要么游

戏是直接安装完成的，要么是把不支持硬盘的游戏破解之后装入硬盘的。现在能找到的硬盘镜像格式一般是 Anex86

的 SASI/IDE 硬盘镜像格式.hdi，被三大模拟器同时支持。达人一般已经在 HDI 里配置好了必要的 DOS 运行环境，甚

至放入了像存档、修改器之类的东西。这些 HDI 启动时一般是直接启动游戏。这也是最推荐的游戏镜像格式。也就

是说，要玩的话尽量找这个游戏的 hdi 镜像来用！ （现在网上可以找到为数不少的 PC98 汉化游戏 hdi 镜像）

顺便说一下，这个牛逼的 PC98 模拟器实际从来未被 retropie 官方系统收录过，而 ES 众多的主题中也几乎找不到为

PC98 做的分类，自然也没有图标，没有背景图，没有日文字库，没有一切。为了把这个模拟器集成入系统，我们制

作委员会可是手动一点一点的辛苦的做了大量工作哦。当然，把一切都设置到位，各方面看起来原生般浑然天成的

时候，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选项功能 ：

“机型(Reset)” ： 可选项有 PC-9801VX、PC-286、PC-9801VM ，差不多同档次的东西。选不同的机型，开机

自检的过程有些不一样。建议用默认值。顺便一说，那个 PC-286 是 EPSON 对 NEC 正版 PC9801VX使用逆

向工程造出来的山寨 PC98 ，为此 NEC在之后的 PC98 中加入了检测 ROM 是否为 NEC 对应字串的所谓 EPSON
CHECK ，这种机制又被称为 EPSON Protect 。



“将鼠标映射到手柄” ：

“将键盘映射到手柄” ：改良功能。 前面已经介绍过这两项功能。嗯，实际这两项已被大大的改良了，键位冲突

被消灭，鼠标移动被加速。但要说体验更好的话，还是接上键鼠来玩吧。到时记得关掉这两项哦。

“CPU 基准频率” ： 就用默认值的 2.4576Mhz 。

“CPU 基准频率倍率” ： 将其设置为默认值 4 时 ，2.4576 X 4 = 9.8304Mhz ，正好对应 PC9801VX 的处理器速度，

（即 i80286 at 10Mhz）适当调高倍率可提高模拟性能，但是提醒一下，如果与 4 这个值偏差太大，会有声音

和操作的失常现象，体验反而更差。

“扩展内存大小(restart)” ： 设定 640K 基本内存之上，XMS 内存的容量大小。经过 DOS 时代的老玩家可能知道

这个概念。保持 3M 的默认值就好。

“图形控制器 GDC” ： 设置所用显卡型号。默认值 uPD7220 是早期显卡型号，uPD72020 相比要晚一些。某些游戏

对 GDC 的频率有要求，频率不对是不进游戏的 。对此作者给出了更改办法 -

问： How to set GDC 2.5MHz/5MHz ？

答： 1. Press End key(assigned Help key) + reset

2. Select 'ディップスイッチ２'(DIP switch 2)

“颜色隔行插值” ： 保持默认的 Full 255 lines 。

“同屏表现更多颜色（软件决定）” ： 突破 16 色同显上限，不但和软件有关也与显卡类型有关。

“15 级灰度的黑白显示” ： 黑白显示的开关。

“声卡类型(Reset)” ： PC9801-26K 一般用于老游戏，PC9801-86 用于更新一点的游戏。其他的自己尝试吧。

“设定音源器” ： 一般用 fmgen sound generator 。

“使用 JastSound 系统” ： 与音源器有关。但实际意义不明。

“启动滴声音量” ： 启动自检时，机器会发出“滴”的声音。此处设置声音大小。

“FM 通道音量” ：

“SSG 通道音量” ：

“ADPCM 通道音量” ：

“RHYTHM 通道音量” ： 都是各音源通道的音量设置。

“模拟软驱寻道声” ：

“软驱寻道声音量” ： 模拟软驱读盘的“咔咔”声和声音大小。

真·百炼成钢的 PC98 分类中，有两个游戏在列表注明需要引导软盘，这种情况很多游戏都有，因此可以看做是个

示范。知道怎么用后，自己添加游戏也不怕了。

方法：先启动游戏，但因为没有加载引导盘，启动不成功（此时模拟器仍在正常模拟）

按手柄 L2 或鼠标的中键 或键盘 F12 ，CALL 出模拟器内 menu ，点选左侧 FDD---FDD1 选 open ，默认打开路径是

BIOS\np2 目录 ，选择对应的.fdi 加载 。以上完成后，热键+X 复位，就能进入游戏了



（十二）DOSBOX 定制模拟器功能选项介绍

模拟器 dosbox （评价 - B 级）

著名的 DOS模拟器的 libretro版，可以把鼠标映射到手柄右摇杆，但运行比较麻烦，需要配置启动 conf ，运行速

度不如独立版本的 dosbox 。PCDOS分类还是以独立版的 DOSBOX为主力模拟器，这个模拟器做个备胎好了。

不需要说明了，全写在里面了。略。



NDS 的独立版模拟器 Drastic 功能选项介绍

这不是定制模拟器。Drastic 不是开源软件，作者每隔一段时间会直接发布各个平台的新版本二进制文件。绝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全速运行。手柄的左摇杆模拟触摸笔，注意，笔的光标颜色很淡，别找不到。

已知不兼容问题： 汉化塞尔达两作无法运行。

进入游戏后，拨动手柄右摇杆向右，则游戏暂停，出现模拟器设置菜单。如图 ：请留意更换游戏的提示！

建议模拟器设置范例：



设置好注意保存！倒数的三行都是保存相关。

EXIT ：save for all games 保存设置对所有游戏有效。

EXIT： save for this game 保存设置对当前的游戏。

EXIT whitout saving 不保存

控制设置菜单：

OK，请记住忠告 。

对于 Retro Menu 的内容，真·百炼成钢也新增加了一些实用工具 。

其中 ①②③项为设置系统启动后的默认前端程序。

④可以显示树莓派当前的 CPU/GPU 温度，磁盘大小和磁盘剩余空间等有用的参考信息

⑤如果把 RA 的设定 ，或者模拟器的各个选项搞得乱七八糟，来这里恢复初始设置吧。需用键盘。

⑥如果在树莓派内防止了更新包，在此处运行一下可完成更新。

⑦中文女声报出当前的 IP 地址 ，屏幕上同时也有显示

(19?) 没有拍下来的一项。是专门用来设置 DC 模拟器 Reicast 的手柄映射功能的。使用时要临时接上键盘。



OK ,枯燥的文章终于写完了！赞！！

主编：真·百炼成钢制作委员会副主任

Wonder1999 于 2017.10.25



附：

（05）RetroArch 核心设置复位工具的使用说明 ：

使用本工具要接入键盘操作，tab 键左右选择，enter 键确定。完成后是否重启并不重要。运行时会看到长长的一串

下拉列表，共 31 项，说明一下它们的作用。

从 01 到 26 ，是分别将这项分类的 RA 二级配置文件恢复到初始状态，这些二级设置文件平常存储于

/opt/retropie/configs/目录下的各核心子目录内，文件名为 retroarch.cfg 。这样可以在搞乱了 RA 设置的情况

下，还原到初始状态。其中，PGM 是指 PGM 分类的设置，既 arcade 目录内的 retroarch.cfg ； SFC CHS 是指中文

SFC 分类的 RA 配置文件；MD CHS 是指中文 MD 游戏分类的 RA 配置 ；MAME201X 是指 MAME2010、MAME2014 所用的 MAME

分类的 RA 配置文件。除此之外，其他的应该都可以望文生义吧，所起的作用都是相似的。

从 27 到 31 的条目，作用是将各自类别的模拟器核心的设置存储文件清零，即模拟器核心的设置被初始化。

其中，RetroArch Class-A core options 是将 上述评价为 A级的模拟器设置清零 ； Class-B core options 是将

上述评价为 B 级的模拟器设置清零； handheld core options 是将各掌机模拟器核心设置清零（无视 AB 级）；

PC98-DOS 是将 PC98 模拟器和 libretro 版的 dosboxde 模拟器核心设置清零； 最后的一项，是将 FBA 模拟核心设

置清零（FBA 模拟核心存储了运行过的游戏的 DIP 状态和按键宏，极其庞大，故单独存储）。

重复一下区别，01 - 26 是将各个分类的 RA 配置文件初始化 ； 27 - 31 是将各类模拟器核心设置清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