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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多乐堂游戏版权所有。“Bassmaster”是 B.A.S.S. (IP), LLC 所有的注册商标，在授

权下使用。“多乐堂游戏 Dovetail Games”是 RailSimulator.com Ltd.的注册商标。虚幻引

擎®，版权期限 1998-2021，Epic Games, Inc.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虚幻引擎®是

Epic Games 的注册商标。本软件部分使用 SpeedTree®科技（©2014 Interactive Data 

Visualization, Inc.）。SpeedTree®是 Interactive Data Visualization, Inc.的注册商标，版权所

有。一应照片均由 B.A.S.S., LLC.提供。其余版权与商标均属于其相应所有者，且获得许

可在此使用。禁止未经授权复制、改编、出租、转售、商场使用、收费使用、广播、

有线传输、公开演出、分发或提取本产品或构成本产品一部分的任何商标或版权作

品。由多乐堂游戏开发与发行。  

 

游戏中的所有品牌和商标均已获得使用许可。如有任何个人、团队、地点、协会或组

织认为与本游戏存在任何关联并对该种关联表示反对，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采取合

理和适当的行动来解决任何合法性问题。  



   
 

   
 

开始游戏 

 

感谢购买《鲈鱼大师赛 2022》(Bassmaster® Fishing 2022)！这里的信息将帮助你快速开

始游戏。《鲈鱼大师赛 2022》由虚幻引擎 4®提供技术支持。要安装《鲈鱼大师赛

2022》，你需要下载 Steam 并创建一个 Steam 账户。如需进行此操作，可访问

https://store.steampowered.com/about/并点击“现在安装 Steam”。  



   
 

   
 

控制 

操作 控制（鼠标和键盘） 控制（控制器）XBox/PS 

基本   

暂停菜单 Esc 键 “菜单”按钮/选项键 

用品清单 I 键  Y 按钮/三角键 

钓竿选择 Tab 键 左方向键/左方向键 

开始抛竿 鼠标右键 左扳机键/L2 键  

调整钓钩长度 Caps Lock 键  

切换水上/水下视角 V 键 按下左摇杆/L3 键 

抛竿姿势   

增加抛竿力量（基本抛竿控制） 按住鼠标左键 按住右扳机键/按住 R2 键  

抛竿（全面抛竿控制）  按住鼠标右键 按住左扳机键/按住 L2 键 

切换抛竿方式 Q 键 按下左摇杆/L3 键 

重设渔线 R 键 B 按钮/圆圈键 

增大卷线器速度 0 右缓冲键/R1 键 

减小卷线器速度  9 左缓冲键/L1 键 

增加泄力 鼠标滚轮上 上方向键/上方向键 

减少泄力  鼠标滚轮下 下方向键/下方向键 

左转  A 键 左摇杆/左操作杆 

右转 D 键 左摇杆/左操作杆 

钓鱼艇   

向前开船  W 键 右扳机键/R2 键 

向后开船  S 键 左扳机键/L2 键 

右转 D 键 左摇杆/左操作杆 

左转 A 键 左摇杆/左操作杆 

调整摄像机焦距  B 键  

寻鱼装置/微型地图开关  R 键 B 按钮/圆圈键 

切至抛竿 Q 键 X 按钮/正方键 

（按住）调整拖钓发动机 按住 Shift 键 X 按钮/正方键 

增大船外机节流阀 上方向键 上方向键/上方向键 

减小船外机节流阀 下方向键 下方向键/下方向键 

拖钓 — 左转  左方向键 左方向键/左方向键 



   
 

   
 

拖钓 — 右转 右方向键 右方向键/右方向键 

启用拖钓模式 （自动） （自动） 

卷线   

卷线  鼠标左键 左扳机键/L2 键 

抖动 鼠标中键  

精细钓法 鼠标右键 右扳机键/R2 键 

 

  



   
 

   
 

主菜单 

当你首次启动《鲈鱼大师赛 2022》时，你会看到 Dovetail Live 登录界面，以及对 Dovetail Live 

功能的详细介绍。 

 

主界面 

你可以从游戏主界面直接进入鲈鱼大师赛地点模式、职业模式和鲈鱼大师在线。在精英挑战菜

单，你可以查看你在精英挑战中的成绩。  

管理 

在管理菜单中，钓手可以更改自己在练习和锦标赛中的服装造型。你也可以购买和选择钓鱼

艇，包括钓鱼艇外部的船套。最后，在管理部分，你可以选择和升级自己的钓鱼装备，如钓

竿、卷线器和拟饵等。 

精英挑战 

在精英挑战部分，你可以查看自己在《鲈鱼大师赛 2022》大师挑战中的进展。你既能了解自

己的进展，又能查看各个地点和游戏模式中的挑战等内容。 

商店 

你可以在商店购买新的可下载内容包，比如新的地点、装备，以及数码豪华版升级包。 

 



   
 

   
 

游戏模式 

 

鲈鱼大师地点模式 

在此模式下，玩家可以在非竞技的环境里即刻开始，享受轻松自在的休闲钓鱼。选择游戏中的

任意地点，自由自在地探索水域，为参加锦标赛做好充分准备。 

职业模式 

在职业模式中，你可以和职业钓手一样，参加多种锦标赛，开启职业钓手生涯。在学院系列

赛、公开赛和精英赛中逐渐提升成绩，参加专业挑战赛、大满贯赛事以及传统的锦标赛，最后

一路拼到终级赛场——鲈鱼大师经典赛。 

在线 

鲈鱼大师淘汰赛 

鲈鱼大师淘汰赛是一个全新的、让人急速分泌肾上腺素的游戏模式，与其他玩家同台竞技，直

到决出最终赢家。在此模式下，你将遵循传统的鲈鱼大师赛规则，计算最大的 5 条鲈鱼（大口

黑鲈、小口黑鲈或斑点黑鲈）的总重量。你必须钓到足够的鱼，使其总重量超过其他玩家，这

样才能不被淘汰出局，。比赛末尾，渔获重量最大的玩家即为冠军。 

自由钓鱼 

在线自由钓鱼模式下，你可以与好友一道钓鱼。选择一个地点服务器，和其他钓手一起钓鱼

吧。 

 



   
 

   
 

钓手中心 

 

传奇收获 

每个地点都有 10 条有名字的传奇大鱼等你捕获。你可以在传奇收获页面，查看截至当前已捕

获和尚未捕获的大鱼。  

鱼类列表 

你可以在鱼类列表中查看，在《鲈鱼大师赛 2022》中可以钓到什么鱼。同时还可以查看特定

鱼种的最佳记录。此外，这个页面还包括对各个鱼种的简要描述，方便你对要钓的鱼有一个彻

底的了解。 

赞助商 

在赞助商页面，你可以为自己设置 5 个有效赞助商。游戏过程中，钓手每钓到一条鱼、每赢得

一场锦标赛，都会获得粉丝。渔获越好、胜利次数越多，你获得的粉丝也会越多。如果能在赞

助商合约有效期间获得更多粉丝，这将会提升你与赞助商之间的关系。通过提升与赞助商之间

的关系，你在管理菜单中购买与升级装备时可以享受折扣。  

玩家档案 

你可以在玩家档案中查看自己的游戏数据。这些数据包含渔获的总计重量、职业模式进程，以

及与特定地点相关的其他数据。  

教程 

对于《鲈鱼大师赛 2022》的新手，从教程入手是学习基础知识的好办法。它会带你了解如何

驾驶钓鱼艇、选择钓竿以及如何钓鱼。在你第一次参加锦标赛时，这些知识将会帮你奠定成功

的基础。 



   
 

   
 

抛竿指南  

 

基本抛竿控制 

1. 在“游戏设置”中，你可以将“抛竿方式”改成“基本抛竿控制”，以启用基

本抛竿控制。 

2. 要在游戏中进入抛竿状态，走到水边，按鼠标右键（左扳机键），你会看到一

条力量条。 

3. 按住鼠标左键（右扳机键），增加力量条上的力量。 

4. 松开按键抛竿。但是请避免达到红色区域，以免抛竿准确度大打折扣。 

全面抛竿控制 

1. 在“游戏设置”的“游戏”菜单中，你可以启动全面抛竿控制。将“抛竿方

式”设置为“全面抛竿控制”。 

2. 要在游戏中进入抛竿状态，请走到水边，按住鼠标右键（左扳机键）。 

3. 下移鼠标（右摇杆/右操作杆）将钓竿举过头顶。 

4. 上移鼠标（右摇杆/右操作杆）将钓竿前推。 

5. 释放鼠标右键（左扳机键），前导将过你的头顶被向前抛出。 

 

 钓鱼界面 

 



   
 

   
 

Dovetail Live 账号 

Dovetail 论坛为你提供与《鲈鱼大师赛 2022》相关的一站式服务。我们的钓鱼社区正在逐渐壮

大，成员来自世界各地，既有经验丰富的钓手，也有刚刚接触钓鱼模拟的新玩家。所以，如果

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立即创建账号，和我们一起探索模拟鲈钓！详情请见：
https://forums.dovetailgames.com 
 

Dovetail Live 是一个在线社区，玩家可在此与其他的模拟游戏玩家讨论交流多乐堂的产品及共

同兴趣爱好。Dovetail Live 将逐渐成为《鲈鱼大师赛 2022》的玩家中心，从多方面丰富玩家体

验，比如提供奖励，以及建立玩家社区等。 

注册 DOVETAIL LIVE 完全自愿。但是，注册的用户将有机会获得独家奖励。详情请见：
https://live.dovetailgames.com 

故障排查  

如果你在《鲈鱼大师赛 2022》中遇到问题，请前往

https://dovetailgames.freshdesk.com/support/home 联系我们的客户支持团队。你也可以在

https://forums.dovetailgames.com/forums/fishing/的论坛帮助版块寻求帮助  

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c/dovetailfishing  

制作人员  

完整制作人员列表可从“选项”菜单查看。  

 

https://forums.dovetailgames.com/
https://dovetailgames.freshdesk.com/support/home
https://forums.dovetailgames.com/forums/fishing/
https://www.youtube.com/c/dovetailfis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