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炉石传说》

黄金公开赛-线上万人站

选手手册



目录

参赛流程………………………………………………………………………………..

插件说明………………………………………………………………………………..

选手守则………………………………………………………………………………..



 参赛流程

 5 月 28 日-30 日

比赛时段：每天 17:00-24:00

比赛赛制：标准模式，双职业 KOF 赛制，每人共 12 场比赛，全程线上进行

比赛平台：PC 端“《炉石传说》官方插件”-“赛事中心”

比赛报名：无需报名，比赛时段进入官方插件的“赛事中心”参与比赛即可

比赛人数：不设上限

*插件使用方式，请参考下文 插件说明 部分

 5 月 31 日-6 月 1 日

根据海选赛排名，获得决赛资格选手通过报名中心或官方插件内提示，进行 1024 决赛

报名

 6 月 2 日-6 月 11 日

工作人员将与报名 1024 决赛的选手电话取得联系，并确认是否参赛

 6 月 12 日

1024 决赛分组对阵公布

http://gold.blizzard.cn/apply/


 6 月 18 日-20 日

万人站 1024 决赛



 插件说明

 插件使用步骤

1. 下载 PC 版“《炉石传说》官方插件”并安装，成功安装后，启动《炉石传说》游戏

2. 进入游戏后在点击右下方炉石插件按钮进入插件主页面；

3. 在指定比赛时段点击“赛事中心”-“进入比赛”

4. 选择比赛卡组后匹配对手，初次匹配成功后即视作正式参赛

https://hs.blizzard.cn/hsoa/


5. 选择每场比赛所使用卡组，在指定时段内完成全部轮次比赛

6. 比赛过程中和赛后可以实时查看排位行榜，比赛奖励将根据选手成绩赛后发放（由于部

分玩家在比赛结束前开启最后一轮比赛，最终排名可能会略有延迟）；

7. 可以通过”我的赛事-我的战绩”查看过往战绩，并通过插件“对局录像“功能研究比



赛录像。

 插件反馈

通过任务栏的官方插件小图标，右键反馈建议，提交问题描述，截图和上传日志文件给我们。

邮箱反馈：发送标题为【黄金线上赛-xxx 问题】的邮件至邮箱：

esports@battlenet.com.cn。

mailto:esports@battlenet.com.cn


 选手守则

 比赛通则

1. 活动介绍

A. 以下行为准则、规则和条例是由网易暴雪及《黄金公开赛-万人线上站》(以下简称”

线上赛”)赛事组委会制定的，目的是为了在所有线上赛中促进公平竞争，维护线上赛

执行和直播的完整性，并为所有线上赛的参赛选手和观众提供一致且高质量的参赛和观

看体验。

B. 报名、替补及参与线上赛，即代表您同意遵守本文手册中列出的所有规则、条例和行

为准则违反本文件中传达的信息可能会受到处罚。线上赛组委会保留在任何时候将任何

参赛者、参与者或志愿者从线上赛中移除的权利。

2. 修正，补充和变更

由于电子竞技运动的迅速发展，线上赛组委会可自行决定修正、补充和变更本文件。相

关改动将通过《炉石传说》官网、社交媒体或官方管理群进行沟通。所有参赛选手、参

与者、竞争对手、志愿者和/或员工有责任了解对本文档所做的任何和/或所有变更。

3. 行为准则

A. 所有参赛选手都必须遵循体育精神，尊敬他们的竞争对手、合作伙伴、观众、媒体、以

及线上赛的所有工作人员和赞助商，包含但不限于游戏内聊天、直播平台评论和其他公

共媒体。对线上赛志愿者、员工、参与者和/或竞争对手使用威胁语言、骚扰、跟踪和

所有形式的暴力欺凌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并将导致立即除名和禁止参加所有网易暴



雪电竞赛事活动。

B. 所有参与线上赛的选手、参与者、员工和/或志愿者发表与政治、种族、民族、信仰、

残疾、年龄、外貌和性取向相关的仇恨言论和/或偏见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将可能导致

立即除名和禁止参加所有网易暴雪电竞赛事活动。

4. 裁判

线上赛将由赛事组委会指定的赛事裁判进行监控和管理。裁判将代表官方对与比赛有关

的问题做出裁决。他们的监督包括对选手的监看、检查、协调以及处罚和惩罚。所有线

上赛手和参赛者都必须遵守线上赛裁判的裁决。

5. 作弊

所有参赛选手应尊重电子竞技公平公正性，严禁任何不公正的，有害电子竞技公平性的

作弊行为发生，包括但不仅限于：黑客行为，利用漏洞，窥屏，代打，与第三方选手合

谋等。上述行为一经查明，即刻剥夺参赛资格并追究相应责任。

6. 出席

A. 所有参赛选手和参与者都必须准时出席指定的活动。如果参赛选手或参与者缺席了他或

她指定的比赛或活动，线上赛组委会保留直接判定赛事结果的权利。

B. 不得允许任何非选手本人代替选手比赛。

C. 参赛选手须于规定签到时间内完成签到，并向裁判报道。具体比赛时间将在选手群中公

布。



D. 参赛选手在他/她要参加的比赛中迟到 15 分钟以上，他/她的首局比赛将被判负，或者

立刻从线上赛中除名。

E. 任何意外情况导致参赛选手不能准时参赛，须向当值裁判进行申请。裁判将自行判定是

否允许参赛选手继续参与本赛事。

F. 每一局比赛结束时，因参赛选手中的一方超过 10 分钟缺席、失联或其他导致的同一圆

桌内后续比赛无法继续进行的比赛，将由裁判直接判定胜负。

7. 处罚

A. 违反本文中列出行为准则、赛事规则和条例将会受到处罚，可能包括取消比赛资格,没

收奖金,和/或不同时长的禁赛。线上赛组委会将自行判断并执行处罚。

B. 违反《暴雪®战网最终用户许可协议》的行为，也将对您报名的原账号进行相应的处罚。

8. 线上赛特别注意事项

A. 参赛选手必须在比赛开始前至少 30 分钟做好准备并向裁判报到，做好在内的游戏准

备工作。一旦准备好，选手必须通知裁判。

B. 当前没有比赛的选手不能以任何方式与正在比赛的选手交流。

C. 为了减少争议，当出现游戏问题时，选手必须立即通知赛事裁判，但如果可能的话，必

须先继续比赛。下一局比赛开始后，选手不得抗议比赛结果。赛事裁判将自行决定是否

调查过去的结果。



D. 根据赛事规定，选手不得在比赛中使用任何 BUG

 基本规则

1. 赛事规则

A. 比赛使用《炉石传说》最新版本进行标准模式对战，公开组比赛全程使用 KOF 赛制（附

录 1）

B. 比赛前半段将采用圆桌双败赛制（附录 2）， 8 人一桌，每桌晋级 2 人，公开组将进行

3 轮圆桌赛（1024/256/64/16 强）。晋级 16 强决赛后，选手将进行一轮抽签，并按照

抽签结果进行单轮淘汰赛，直至最终产生冠亚季军及 4 至 16 名。

C. 公开组第一轮（1024 晋级 256）为 2 职业 BO3 的比赛，之后 2 轮圆桌赛（256/64/16

强）及 16 强决赛为 3 职业 BO5。每位公开组选手在一轮圆桌赛中的每一场比赛间，

职业和卡组均可以更换，更换时间不得超过 3 分钟。公开组进入 16 强的选手需要在比

赛前提交 3 个不同职业的 3 套卡组，卡组一旦提交确认后，在本次比赛之后的过程中

将不可更改。若出现实际比赛卡组与其提交的卡组不符，则该选手当局比赛将被视为失

利，其对手此局所使用职业视为胜利，此位选手需立即将卡组调整到与提交卡组一致后

方可继续比赛。

D. 选手不能将卡牌“神奇的威兹班”和“泽尔，暗影斗篷”添加至卡组中。

2. 选手参赛须知

A. 参赛选手应在比赛开始前进行比赛签到，迟到 15 分钟视为放弃第一轮比赛，自动进入

败者组；迟到 1 小时以上视为弃赛/缺席。



B. 参赛选手应按照裁判指引完成签到及视频验证，全程会通过视频监控，选手使用电脑参

赛，手机作为视频与通信工具，保证网络和电量的充足，无法全程微信视频的选手，无

法进行后续比赛，将由裁判直接判定胜负。

C. 参赛选手完成签到后，需规范修改各自选手微信群内的昵称改为自己报名时的战网昵称

（例如 幸运之裤）并按照裁判要求添加对应战网账号的好友，以便于裁判进行观战。

群内禁止与任何比赛无关的讨论，有任何问题应当咨询比赛裁判。

D. 参赛选手在比赛等待的时间里，可以进行牌组练习，牌组调整（仅限公开组）等与炉石

相关行为。但严禁与炉石比赛无关的事情。

E. 选手需将除比赛卡组外的其他卡组删除，仅保留比赛卡组，第一轮（1024 进 256）准

备两个职业卡组，即两套卡组 ；第二轮及之后比赛（256 进 64；64 进 16；16 强）

准备三个职业卡组，即三套卡组（请勿保留狂野套牌或不完整的套牌）双方选手进入好

友对战后，开始比赛前，需使用“借用卡组”功能相互检查并确认双方职业及对应卡组。

若发生以下情况，请选手提供完整游戏画面截图（带好友列表界面），裁判将作出如下

判罚；

a) 若一方准备的卡组职业数量（包含狂野和不完整的套牌）超过本轮赛制规定需

准备的职业数量，裁判将直接判定该选手本局比赛为负

b) 若一方准备的卡组职业数量（包含狂野和不完整的套牌）符合本轮赛制规定需

准备的职业数量，但某一职业准备了两套及以上卡组，裁判将直接判定该职业

为负，即该职业无法上场进行比赛，需用剩余其他职业完成比赛。

c) *若选手未提出对方卡组准备有异议，接受了好友对战，赛果将按照实际比赛



结果登记。

F. 每轮比赛，选手有 3 次暂离机会，可以离开比赛区域（如使用洗手间等）。选手暂离时

应与当桌裁判登记沟通。在无特殊情况下，选手超过 3 次离开比赛区域，则视为选手

自动放弃比赛资格

G. 任何一方选手，在比赛未有结果之前，存在退出好友对战或取消好友挑战界面，裁判有

权直接判对方选手获得本局比赛胜利。

H. 如在比赛期间遇到游戏掉线或客户端崩溃等游戏无法进行下去的情况，查明非选手本人

的刻意行为后，现场裁判会根据场上形势作出以下判定；

a) 若掉线前一方当前回合已经满足斩杀条件，则判当前回合可以斩杀那方获胜。

b) 若不满足斩杀条件，则根据比赛形势和选手个人意愿，由裁判和组委会作出判

定。

c) 重赛，双方选手必须使用之前掉线局的职业与牌组，不得再做任何更改。

d) 其他判决。裁判和组委会有权综合考虑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裁定

I. 若在一局比赛中，出现参赛选手双方的职业同时阵亡的情况，现场裁判会根据场上形势

作出以下判定；

a) 若双方比分不为 1：1 的任意比分时，则双方该职业皆认定为负。双方给对方

各加一小分。

b) 若双方比分为 1：1，且生命值皆为正数，则生命值护甲值总和高者获胜。

c) 若双方比分为 1：1，且生命值不皆为正数，则重赛。



J. 公开组比赛中，若一局比赛中，出现选手选错职业时，现场裁判会根据场上形势作出以

下判定；

a) 首轮比赛（1024 晋级 256），2 职业 BO3 的比赛，统一重赛

b) 次轮及次轮之后的比赛，3 职业 BO5 的比赛，上局胜者选错职业，则本局比

赛该选手判负，即上局获胜的职业不得再上场

c) 次轮及次轮之后的比赛，3 职业 BO5 的比赛，上局负者选错职业，则本局比

赛该选手判负，即上局负者需从剩下未上场的职业中选择一个不得再上场

K. 裁判将每一局比赛赛果在群内公布，双方选手需按时协助回复确认，超过 5 分钟未回

复，及认定为默认裁判宣布的赛果。

L. 选手对裁判的判决/比赛结果有异议的，可以提出申诉，申诉有效时间为公布比赛结果/

签名确认比赛结果的 30 分钟以内，若申诉失败，当前局判负，无论申诉之前的比赛结

果为何。

M. 在比赛结束后，若顺利晋级下一轮，则可以关闭微信视频，保持微信在线状态，等待裁

判安排下一轮比赛。若未能晋级下一轮，则直接关闭微信视频即可，请勿影响其他参赛

选手。

 赛制简介

1. 炉石传说 KOF 赛制

指的就是在炉石传说比赛过程中，两位选手使用准备好的卡组轮番对阵，败者更换卡

组，直至无卡组可用，从而分出胜负。



a) 比赛为 Bo3/5，率先获得二/三场对局（职业）胜利者赢得比赛。

b) 每局比赛获胜方继续由当前卡组进行下局对战。

c) 每局败者只能从未上场的职业中选择一个进行下局对战

2. 圆桌双败赛制

一张“圆桌”8 人，采取双败淘汰晋级 2 人。双败淘汰制是一种竞赛形式，与普通的

淘汰制输掉一场即被淘汰不同，参赛者只有在输掉两场比赛后方被淘汰。

双败淘汰制的比赛一般分两个组进行，胜者组与负者组。在第一轮比赛后，获胜者编

入胜者组，失败者编入负者组继续比赛。之后的每一轮，在负者组中的失败者将被淘汰；胜

者组的情况也类似，只是失败者仅被淘汰出胜者组降入负者组，只有在负者组中再次失败（即

总共有两次失败）后才会被淘汰出整个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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