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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斗俱乐部：经典旧世 春季赛选手手册 
 
通则 
 
1. 活动介绍 
 

a) 以下规则和条例是由网易暴雪及《决斗俱乐部》(以下简称”CSK”)赛事组委会制定的，
目的是为了在所有CSK赛事中促进公平竞争，维护CSK赛事执行和直播的完整性，
并为所有 C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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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邀请、报名或参与 CSK 赛事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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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K 赛事组委会
保留在任何时候将任何参赛者、参与者或志愿者从 CSK 活动中移除的权利。 

 
2. 修正，补充和变更 

 
a) 由于电子竞技运动的迅速发展，CSK 赛事组委会可自行决定修正、补充和变更本文

件。相关改动将通过魔兽世界官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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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参赛成员必须仔细阅读并严格遵守《2020 网易暴雪官方赛事选手行为准则》，任何
违反其中规定的行为将由赛事组委会进行裁定并相应处罚。 

 
4. 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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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SK 赛事将由赛事组委会指定的赛事裁判进行监控和管理。裁判将代表官方对于和
决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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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K 选手和参赛者都必须遵守 CSK 裁判的裁决。 

 
5. 作弊 
 
参赛选手必须始终尽最大努力参与比赛。任何形式的作弊都是不允许的。禁止任何参赛选手 
对比赛进行干涉或操控以获得不正当的优势。参赛选手可能被要求在比赛期间在其计算机上
安装专门用于检测作弊行为的软件。作弊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a) 串通舞弊、假赛或任何其他故意或试图修改任何比赛或竞赛结果的行为，包括但不
仅限于为了提高他人名次而故意在比赛中输给其他参赛选手；   

b) 试图通过以下方式干扰其他参赛选手与游戏服务器的连接： 
c) 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DDoS）或任何其他方式；   
d) 篡改参赛流程或比赛的运作；   
e) 利用任何自动运行型木马、作弊软件、脚本或任何暴雪未明确授权的代码和/或软

件，以便对魔兽世界、暴雪的在线游戏服务器或其任何构成要素或特征进行自动控
制；   

f) 任何参赛选手在游戏中故意使用或试图利用任何缺陷或漏洞（进行作弊的行为）可
能会导致被取消并失去比赛资格。网易暴雪将自行判断哪些是缺陷和漏洞；   

g) 让非暴雪游戏通行证所有者本人使用该帐号进行《魔兽世界》或其他暴雪游戏（使
用亲属或监护人注册的帐号玩游戏的未成年人除外）。  

h) 参赛选手不得为任何违反暴雪最终用户许可协议的服务或行为做广告、促销或宣传。 
i) 若有人要求您在任何比赛中下赌注或“内定”比赛结果，您必须立刻通过以下电子邮

件地址立即向网易暴雪举报： Esports@battlenet.com.cn 
j) 主办方保留在赛后对参赛选手的参赛有效性进行技术验证的权利。 
 

6. 非法和不道德行为 
 
a) 参赛选手需要遵守适用于其参赛行为的所有法律，“比赛”包括所有游戏、比赛、媒

体活动、亲笔签售、拍照留念、赞助活动和其他聚会或与比赛一起进行的或作为比
赛一部分进行的活动。在任何比赛活动期间，参赛选手不得实施任何行为或卷入任
何导致以下后果的情况或事件：使其丧失公众声誉、陷入丑闻或嘲笑，或震惊或触
怒社区，或有损其公众形象或使公众对暴雪、魔兽世界或暴雪的任何其他产品、服
务或赞助商产生不利印象。 
 

7. 反贬低条款 
 
a) 玩家始终有权以专业和有运动员精神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关于比赛争议或玩家

违规的报道，在公开发布任何信息之前，必须先由主办方和暴雪对报告进行审查。  
b) 玩家不得在任何时候与任何个人或实体通报或在任何公共论坛制作、张贴、公布任

何与以下对象有关的虚假、污蔑、诽谤、中伤或贬低性的评论或声明：玩家母公司
及各自的任何关联公司和子公司或魔兽世界或任何其他具有暴雪头衔的公司。本条
不会以任何方式限制或妨碍玩家遵守任何适用的法律或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或授权
政府机关颁布的有效命令，但前提是：该等遵守不超出法律或命令要求的范围。 

mailto:Esports@battle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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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商业赞助 

 
a) 网易暴雪希望您能够通过努力成功创建自己的品牌并获得赞助机会。但是，为了保护网

易暴雪和比赛的声誉，网易暴雪需要对赞助商类别施加一些限制。  
b) 任何参与比赛和/或比赛相关活动的玩家均不得接收下列赞助商类别的赞助：  

 色情（或在暴雪自行判断下认为相当于色情的）； 
 与赌博、彩票、任何非法活动、提供赌博的网站、或任何其他鼓励、协助或促

进赌博的服务或产品相关的材料 
 酒精；  
 烟草、香烟或电子烟产品；  
 麻醉品或类似受控物质；  
 枪支；  
 任何诽谤的、淫秽的、亵渎的、粗俗的、令人厌恶的、无礼的，或任何描述或

描绘身体内部功能的、内部环境的症状和结果的，或指一个理性的人可能认为
在社会上不可接受的事物的内容； 

 任何包含商标、版权材料或其他知识产权元素，未经所有者同意使用或可能使
赛事组织者及其关联公司遭受侵权、盗用或其他形式的不公平竞争索赔的内容； 

 任何提供暴雪认为对魔兽世界、此项赛事或暴雪业务不利的产品或服务的个人
或实体，或给予某名玩家对其他玩家不公平优势（包括但不限于黑客攻击、黄
金销售服务、帐号卖家和主要卖家）的产品或服务的个人或实体； 

 任何贬低对手战队或玩家或任何其他人、实体或产品的行为。 
c) 此外，为了资助游戏、游戏活动和魔兽世界的开发和扩展，暴雪需要保留享有企业范围

的赞助或对特定游戏名称或特定活动的赞助的权利。因此，暴雪可能会将某些赞助商或
产品类别指定为“保留”。参加游戏和/或游戏活动的玩家将不被允许接受保留赞助商或
保留级别的赞助。 
 

9. 检查 
 

a) 所有参赛选手的游戏内宏命令、字符串、插件、天赋、装备等可能在 CSK 活动之前
或期间接受检查，以确保公平竞争和保持赛事的完整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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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K 赛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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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选手在他/她要参加的比赛中迟到 15 分钟以上，裁判将视情况给予一次警告，

他/她的当前一局可能会被判负。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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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不当行为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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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了保护比赛的完整性和网易暴雪赛事的声誉，网易暴雪有权监控本官方规则的遵守情
况、调查可能违反本官方规则的行为，并对违规行为实施制裁。您同意在任何该等调查
中与暴雪展开合作。  

b) 如果某名玩家通过违反本官方规则第 3-7 条规定，该玩家应立即被取消参赛资格并退
出比赛。此外，暴雪可自行决定：  

 向玩家发出警告，并在魔兽世界官方网站上发布该警告；  
 取消玩家参加任何日后举办的魔兽世界比赛和活动的资格；  
 撤销先前授予玩家的所有或任何部分的积分和奖励；  
 终止向玩家授予的以暴雪为标题的所有许可，包括魔兽世界游戏；  
 终止由玩家持有的所有暴雪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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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程和赛制 
 
12. 赛程赛制 
 
《决斗俱乐部》春季赛将包含“第一轮小组赛”、“第二轮小组赛”、“混合职业淘汰赛“和”同职
业冠军赛“。所有赛事将在指定服务器进行。 

a) “第一轮小组赛”阶段 
i. 本阶段为线上赛，将于 4 月 17 日-4 月 20 日举行，为期 4 天。具体比赛日期

和直播开始时间如下： 
 

 4 月 17 日 周五 第一轮小组赛 A 组、B 组 17:00 
 4 月 18 日 周六 第一轮小组赛 C 组、D 组 17:00 
 4 月 19 日 周日 第一轮小组赛 E 组、F 组 17:00 
 4 月 20 日 周一 第一轮小组赛 G 组、H 组 17:00 

 
ii. 本阶段将由《决斗俱乐部》新赛季入围赛产生的 72 名选手组成，分为 A-H 共

8 组，每组由 9 个不同职业的角色组成。 
iii. 本阶段将采用小组内 BO2 单循环节分赛制，每位玩家都将与其他 8 位玩家各

对战 2 局，每赢 1 局获得 1 个积分。 
iv. 当选手遇到连续 2 场不同对阵的 BO2 时，允许玩家与上一场 BO2 比赛之间，

间隔最多 10 分钟，若因直播流程等原因超过 10 分钟，则比赛将在赛程安排
就绪后立即开始。 

v. 一轮单循环结束后，8 个小组的同职业积分最高的 4 名玩家将晋级“第二轮小
组赛”和“同职业冠军赛”，9 职业共晋级 36 人。 

 
b) “第二轮小组赛”阶段 

i. 本阶段为线上赛，将于 4 月 24 日-4 月 25 日举行，为期 2 天。具体比赛日期
和直播开始时间如下： 
 

 4 月 24 日 周五 第二轮小组赛 A 组、B 组 17:00 
 4 月 25 日 周六 第二轮小组赛 C 组、D 组 17:00 

 
ii. 本阶段将由《决斗俱乐部》春季赛“第一轮小组赛”产生的 36 名选手组成，分

为 A-D 共 4 组，每组由 9 个不同职业的角色组成。 
iii. 当选手遇到连续 2 场不同对阵的 BO2 时，允许玩家与上一场 BO2 比赛之间，

间隔最多 10 分钟，若因直播流程等原因超过 10 分钟，则比赛将在赛程安排
就绪后立即开始。 

iv. 一轮单循环结束后，每个小组内总积分最高的 4 名玩家将晋级“混合职业淘汰
赛”，4 个小组共晋级 16 人。 

 
c) “同职业冠军赛”阶段 

i. 本阶段为线上赛，将于 4 月 26 日举行，为期 1 天。具体比赛日期和直播开始
时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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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6 日 周日 按当日赛程表进行 
 

ii. 本阶段将由《决斗俱乐部》春季赛“第一轮小组赛”产生的 36 名选手组成，按
同职业分为 9 个职业组。 

iii. 本阶段将采用 BO3 单败淘汰赛，直至决出本职业冠军，获得第一届“国服第一
职业”称号。 

iv. 本阶段开始前允许参加本阶段的选手重新复制一个角色用于技能和物品的冷
却，请提前保存键位和宏设置，并用 Myslot 快速导出/导入。 

 
d) “混合职业淘汰赛”阶段 

i. 本阶段为线上赛，将于 4 月 26 日举行，为期 1 天。具体比赛日期和直播开始
时间如下： 

 4 月 26 日 周日 混合职业淘汰赛 A、B 组 13:00 
 

ii. 本阶段由《决斗俱乐部》春季赛“第二轮小组赛”晋级的 16 名选手组成，分成
A 组和 B 组，每组 8 名选手。 

iii. 本阶段先采用组内 BO3 双败淘汰赛，直至决出小组前二名。其中胜者组冠军
为小组第一，败者组冠军为小组第二。4 名选手将进入四强阶段。 

iv. 四强首轮采用 BO3 单败淘汰赛，冠亚军决赛将为 BO5，冠军将获得“SoloKing”
称号。 
 

e) 同分判定 
循环赛中，当遇到影响晋级名额的同分情况时，同分选手间将进行一轮 BO3 单循
环加赛，在加赛中或胜一场 BO3 获得 1 分加赛分，获胜小局数减去失败小局数为
该选手的加赛净胜局数。当加赛结束时，按如下优先级判定： 
• 加赛分较高的选手总排名靠前； 
• 若加赛分相同，则净胜局数高的选手排名靠前； 
• 若选手之间加赛分和净胜局数都相同，则继续下一轮 BO3 单循环加赛。 
 

13. 参赛账号和角色 
 

a) 本赛事期间，所有参赛选手将使用本人报名时提交的战网账号进行比赛。 
b) 所有参赛选手必须确保其参赛信息，包含战网账号，本人身份证号、参赛的“角色

名-服务器”、选手联系方式以及其他必要信息必须真实有效，并已开通锦标赛-古
拉巴什竞技场服务器权限。 

c) 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参赛账号和角色的使用规则，在未经主办方允许的前提下，禁
止如下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a) 禁止参赛角色参与锦标赛服务器内的任何地下城； 
b) 禁止参赛角色与任何非比赛专用账号进行交互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对话、

表情、决斗、战斗等。 
c) 禁止参赛角色恶意摧毁自身装备、消耗品和/或降低装备耐久度等行为。 
d) 禁止任何造成赛事主办方、其他参赛选手和正常游戏玩家蒙受损失的其他行为。 
e) 赛事组委会有权自行决定哪些行为属于违规行为，并给予警告、判负、取消赛

事资格、禁赛甚至永久冻结魔兽世界账号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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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请熟读本文中关于赛事规则以及技能、消耗品、物品和装备的使用规则，并自行备
足相关消耗品、物品和装备用于本赛事。赛事组委会不会提供额外相关消耗品。 

e) 请注意，原服务器角色邮箱的内物品不会被复制，放置在自身背包、银行和已经装
备的 物品将会被复制。 

f) 因参赛选手自身原因导致未能在比赛开始之前完成角色复制的，将自行承担后果，
因个人原因严重影响赛事进程，将被判负甚至取消参赛资格。 
 

14. 基本规则 
 

a) 允许使用所有的基础职业技能。 
 
b) 每个选手只能携带自身职业的增益效果（BUFF），或者是装备物品所获得的增益效

果（例如院长之杖），此增益效果必须仅在装备该物品时存在。其他所有增益效果
都是被禁止的，包括烹饪食物附带的 buff 效果。 

 
c) 《决斗俱乐部》春季赛分为四个阶段（第一轮小组赛、第二轮小组赛、混合职业淘

汰赛和同职业冠军赛四个阶段），您在每一个阶段内，须使用同 1 套天赋进行比赛，
不同阶段可以使用不同天赋。选手必须在开赛前的指定时间，向赛事管理员提交本
赛事期间使用的天赋截图，并在比赛开始前接受裁判核对。 

 
d) 参赛角色禁止在未经裁判允许的前提下，离开指定的决斗场地，包括回城修理装备。

术士职业请提前备足足够的灵魂碎片。如果选手确实因为任何理由需要登出游戏，
则在获得裁判确认之后，至多可登出 5 分钟。5 分钟结束后，若选手仍未登入游戏，
当日的剩余比赛将按告负处理，直到其重新上线。 

 
e) 在每局决斗之间将有最多 90 秒的休息时间供参赛选手恢复生命值及法力值。在

BO3 的对局中，第 2 局和第 3 局之间允许最多 5 分钟的休息时间。 
 

f) 决斗正式开始之前不得使用坐骑。一旦决斗开始，即决斗双方成为敌对状态时，可
以使用坐骑。在优先起手有效的情况下，不允许使用坐骑。 

 
g) 在整个赛季中，每个参赛选手仅可使用 1 个角色完成比赛。 
 
h) 观战选手必须远离决斗区域，并在指定区域列队围观。 

 
15. 决斗开始 
 

a) 当决斗准备开始时，双方选手应该在决斗开始时站在决斗旗上。从决斗旗的位置，
双方选手需要向着相反的方向各自行走 10 码的距离，以保持双方之间有 20 码的距
离。一旦双方达到 20 码距离，在决斗倒计时结束和双方变为敌对状态之前，不允
许有任何移动。潜行职业必须在 20 码的范围内保持静止和可见（非潜行状态），直
到双方成为敌对状态。 

 
b) 若选手在双方成为敌对状态之前进行移动或违反了上述决斗开始规则，将会给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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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警告。 
 

c) 决斗开始时，携带宠物的职业，宠物的位置不能距离自身超过 30 码。 
 

d) 被允许使用的饰品及可主动使用的物品、装备只能在决斗倒计时结束后，对手变为
敌对目标时，才能够使用。“吸收”类装备和物品则是例外，可以在决斗开始前使用。 

 
16. 拖延时间 

a) 不允许在比赛中故意拖延时间，例如潜行者通过潜行等行为，重置冷却时间。任何
非战术性的、目标仅仅是拖延决斗的行为将导致拖延者被判负。在决斗进行中，超
过 30 秒没有进入战斗将会直接导致被判定为拖延比赛，该局将判负。 

 
b) 从决斗中逃跑的玩家将被判负。但如果一方是因为受到另一方的强制性影响的情况

时（例如，刻意使用恐惧控制链使得对手离开决斗范围），决斗实际情况将会被重
新审查，根据结果，使用技能令对手脱离战斗范围的玩家可能会被判负。 

 
c) 滥用决斗边界范围以重置决斗的行为将会导致滥用者被判负（例如，在决斗范围边

界刻意对对手使用恐惧和控制链以进行吃喝）。 
 

d) 若从决斗中逃跑经判定属于意外情况，例如选手表现出试图返回决斗范围的诚意但
未能达成，决斗的双方将会被要求进行重赛。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选手将最多有 5
分钟的技能冷却时间。 

 
e) 若选手被判定属于出于恶意而故意滥用有限的决斗范围，将会被取消参赛资格。 
 
f) 在决斗超时的情况下（超过 15 分钟），双方都不会被视为胜利。决斗双方必须重新

进行决斗。但在双方剩余的对阵中，限制食物和饮料的上限各 3 个。 
 
g) 请始终保持关闭 PvP 战斗的状态，主动开启 PvP 状态或故意行为导致 PvP 状态开

启并对赛事进程产生影响的行为将导致该局被判负。 
 

17. 赛事干扰 
 

a) 若在决斗过程中发生外部干扰，且赛事管理人员或裁判认定为影响决斗结果的，则
停止决斗并进行重赛。若当干扰发生时对其中一名选手不造成影响，赛事组委会保
留判定结果以及分配相应分数的权利，而不需要重新进行决斗。赛事管理员保留跳
过某场比赛，并在同一阶段的其他比赛结束后返回到该场比赛的权利。如果一场决
斗比赛没有被跳过，在干扰产生后，双方选手都将有至多 10 分钟的冷却时间。 

 
18. 工程学物品 
 
除了下列这些的特定物品，其他手雷及工程学炸弹都被允许使用。 

 
a) 禁用奥术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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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禁用闪光雷。 
 
c) 禁用地精火箭头盔。 
 
d) 禁用侏儒洗脑帽。 
 
e) 禁用所有一次性的、可以主动使用的、不可装备的工程学消耗品。（如各种假人等） 
 

16. 消耗品 
 
除以下特别说明的物品，禁止使用其他消耗品和可主动使用的非装备物品，包括职业制造的
魔法物品。 

 
a) 允许使用急救专业的所有种类绷带。 
 
b) 允许法师使用法力宝石。 
 
c) 允许术士使用法术石，但被归类为“吸收”物品和装备。 
 
d) 允许术士使用治疗石，但被归类为“治疗”物品和装备。 

 
e) 允许使用普通食物及饮料（包括职业技能制造的食物与饮料）。 
 
f) 禁用季节性/节日性食物以及饮料。 
 
g) 禁用奥特兰克魔法点心/可口的魔法点心。 
 
h) 禁用菊花茶。 
 
i) 禁用磨刀石。 
 
j) 禁用任何种类的抗毒药剂，包括抗毒药剂、强力抗毒药剂和特效抗毒药剂。 
 
k) 允许使用所有类型的怒气药水。 
 
l) 允许使用鞭根块茎。 
 
m) 允许使用恶魔符文及黑暗符文。 
 
未被罗列为“允许使用”的消耗品不能在决斗中使用。任何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将被给予
一次警告并立刻导致该局被判负。 

 
17. 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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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所有非一次性消耗的可装备物品，除了在规则中列出的外，皆可使用。以下被列出

的物品将被禁用。 
 
b) 禁用潮汐咒符。 
 
c) 禁用瑞文戴尔之剑。 
 
d) 禁止使用上古角石魔典及亡者之书所产生的效果（允许仅装备该物品）。 
 
e) 禁用海盗角盔（因联盟无法获得该物品）。 
 
f) 禁用辛玛洛水晶（因部落无法获得该物品）。 
 
g) 祖尔格拉布哈卡之心兑换的【赞达拉英雄徽记】因其过短的 CD时间以及较高的提

升护甲效果使得物理输出职业对阵法系职业时劣势过大，现被归类为“吸收”物品和
装备。 

 
h) 每次决斗只允许使用 1 件带有“吸收”效果或“治疗”效果的装备或物品。（例如，不可

以在单次决斗中同时使用竞技场大师饰物及熊怪医疗包。）请注意，所有拥有吸收
伤害效果的物品皆为“吸收”物品，所有拥有回复生命效果的物品皆为“治疗”物品。
因被归类为允许使用的消耗品，鞭根块茎不被算作治疗物品。 

 
i) 在未添加增益状态（BUFF）的情况下，冰霜抗性最高可以至 100 点。 
 
j) 在未添加增益状态（BUFF）的情况下，自然抗性最高可以至 100 点。 
 
k) 在未添加增益状态（BUFF）的情况下，火焰抗性最高可以至 100 点。 
 
l) 在未添加增益状态（BUFF）的情况下，奥术抗性最高可以至 100 点。 
 
m) 在未添加增益状态（BUFF）的情况下，暗影抗性最高可以至 150 点。 
 
n) 允许使用侦测隐形的可装备物品（潜行职业优先起手规则生效时不能使用）。 

 
被归类为“禁用”的物品不能在决斗中装备。任何违反上述工程学物品、消耗品或装备规
则的行为将被给予一次警告，并立即导致该局被判负。 

 
18. 起手规则 
 

a) 潜行职业在决斗中总是优先起手。潜行职业的“优先起手”被定义为“产生第一个进
攻性的行为”，包括技能例如闷棍、偷袭以及使用后对自身产生 buff 或对对手造成
Debuff 的任何技能或物品的使用，或是饰品例如巴罗夫管家铃的使用。对手必须
保持站立不动，直到优先起手触发。拥有优先起手的一方，若在决斗开始（对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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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敌对状态的那一刻）和起手之间等待超过 25 秒，则失去优先起手权。对手通过
其他方式延迟一个潜行职业的起手优势，不计入上述 25 秒内。 

 
b) 战士总是优先起手（除了在对阵潜行职业时，潜行职业优先）。战士的“优先起手”被

定义为“产生第一个进攻性的行为”，包括技能例如冲锋以及使用后对自身产生 buff
或对对手造成 Debuff 的任何技能或物品的使用，或是物品如手雷及饰品如巴罗夫
的管家铃的使用。在面对拥有“优先起手”权的战士时，若战士使用“冲锋”技能作为
起手技能，须让战士冲锋完成后才可以进行进攻行为。拥有优先起手的一方，若在
决斗开始（对手变为敌对状态的那一刻）和起手之间等待超过 25 秒，则失去优先
起手权。对手通过其他方式延迟战士的起手优势，不计入上述 25 秒内。 

 
c) 在面对优先起手时，对手可以在战斗开始前，即倒计时结束，双方变为敌对状态前，

使用“吸收”物品或装备。 
 
d) 德鲁伊被归类为“潜行职业”并拥有优先起手。如果德鲁依使用法术起手，例如施放

纠缠根须或星火术，那么该技能施法的开始将标志着优先起手的结束。 
 
e) 任何种族天赋（包括暗夜精灵的影遁）都只能在对战开始后，双方变为敌对状态时

才可以使用。在面对潜行职业和战士的优先起手时，种族技能不能使用。 
 
f) 其他未特别说明的决斗起手将在满足基本规则和职业专属规则的前提下进行常规

起手。 
g) 违反“优先起手”规则的一方该局将被判负，并失去本场 BO2/BO3 中剩余的“优先起

手”权。 
 
19. 对阵专属规则 

 
a) 在潜行者对阵潜行者的决斗中，双方各拥有一局的“优先起手”。如果比赛增加至第

3 场，则“优先起手”规则不再适用，双方将互相搜寻对方（破除对方潜行）。所有潜
行者的内战决斗对局，双方须同时携带小宠物（非战斗宠物）。 
 

b) 在德鲁伊对阵潜行者的决斗中，双方各拥有一局的“优先起手”。如果比赛增加至第
3 场，则“优先起手”规则不再适用，双方将互相搜寻对方（破除对方潜行）。所有德
鲁伊对阵潜行者的决斗中，双方须同时携带小宠物（非战斗宠物）。 
 

c) 在德鲁伊对阵德鲁伊的决斗中，双方各拥有一局的“优先起手”。如果比赛增加至第
3 场，则“优先起手”规则不再适用，对阵双方将携带小伙伴（非战斗宠物）互相搜
寻对方（破除对方潜行）。 
 

d) 在德鲁伊对阵德鲁伊的决斗中，双方在倒计时结束，对手变为敌对状态后，不允许
使用食物和水（吃喝）。违反此规定的选手将立即导致该局被判负。 

 
e) 在战士对阵法师的决斗中，战士可以使用自由行动药水，恢复药水，所有类型的怒

气药水和/或所有类型的治疗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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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在战士对阵战士的决斗中，双方都没有优先起手权。 
 
g) 在法师对阵法师的决斗中，双方在倒计时结束，对手变为敌对状态后，只允许成功
释放 6 次变形术（变羊）。违反此规定的选手将立即导致该局被判负。 
 

20. 职业专属规则 
 

a) 萨满祭司在决斗开始前最多可以拥有 4 根图腾。 
 
b) 不允许预先使用 HOT 技能（即在决斗开始前使用 HOT 类治疗法术）。 
 
c) 牧师职业的真言术：盾和法师职业的寒冰护体技能，不能在决斗倒计时开始之前使

用。在面对潜行职业及战士的优先起手时，该技能可以使用 
 
d) 在对手变成敌对状态前，战士的怒气必须小于 10 点。 
 
e) 猎人不允许预先布置陷阱（即在决斗开始前放置陷阱）。猎人的陷阱必须在决斗开

始倒计时结束，对阵双方变成敌对状态之后才可以放置。潜行职业、战士的优先起
手生效时，不能放置陷阱。 

 
f) 术士不允许预先牺牲（即在决斗开始前牺牲恶魔），术士在面对潜行职业和战士的

优先起手时，不能使用该技能。 
 
g) 术士不能召唤地狱火。 

 
h) 圣骑士在决斗正式开始前（对方变成敌对状态），不能提前叠加或拥有清算层数，

在上一局结束时仍旧拥有清算层数的，须更换武器以消除清算 buff。 
 
i) 任何违反职业专属规则的行为将被给予一次警告，并立即导致本局决斗被判负。 

 
21. 比赛地图 

 
a) 基于赛事直播需求，本赛事共有 2 张正式地图： 

a) 丹莫罗（基准坐标为 32，42） 
b) 贫瘠之地（基准坐标为 51，45） 

b) 参赛选手可以在比赛前前往相关地点练习或踩点。 
c) 禁止利用地形使得对手无法正常攻击（无论近战或远程攻击手段）。 
d) 比赛期间，可能因其他原因（如地形 BUG 等）更换到备选场地。 
e) 古拉巴什竞技场和千针石林的驼峰可能会用于正赛之外的趣味表演赛。 

 
22. 赛事奖金 

 
赛事组委会将为参与《决斗俱乐部》春季赛的选手提供以下金额的奖金。完成所有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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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获得奖金的先决条件。 

名次 奖金（人民币元，含税） 

Solo King（混合职业冠军） ￥66,666 

亚军 ￥23,333 

季军 ￥11,111 

第 4名 ￥8,888 

第 5、6名 ￥6,666 

第 7、8名 ￥2,333 

第 9-12名 ￥1,111 

第 13-16名 ￥888 

第 17-36名 ￥666 

第 37-72名 ￥233 

国服第一（九职业第一） ￥23,333 

 
22. 参赛资格 
 
《决斗俱乐部》春季赛参赛选手将由《决斗俱乐部》入围赛阶段晋级的选手中产生。一区各
职业前 4 和五区各职业前 4 将获得晋级《决斗俱乐部》春季赛的资格。若因选手个人原因无
法参赛，名额将顺延。 

 
23. 线上赛阶段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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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影响他人比赛。 
c) 比赛中（倒计时开始后），任何选手中的一方在线上比赛中与游戏断开连接，比赛

将继续进行，并以系统判定的胜负作为该局比赛的结果。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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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选手不得在比赛中使用任何 BUG。 
f) 线上赛阶段允许使用插件和宏命令； 
g) 禁止使用未经授权的三方软件、外挂或作弊软件，一经查实将遭到取消成绩、禁赛、

永久禁止参加网易暴雪官方赛事资格或冻结魔兽世界账号等处罚； 
h) 在春季赛第二阶段，出于直播考虑，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选手应开启摄像头，以呈

现参赛形象； 
i) 在春季赛第二阶段，出于防止作弊考虑，选手在比赛时务必以规定方式开启手机视

频软件（如微信视频等）进行身份证验证，并全程接受主办方对线上赛事的监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