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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歌峡谷邀请赛官方规则

通则

1. 活动介绍

a) 以下规则和条例是由网易暴雪及《战歌峡谷邀请赛》(以下简称“WSGI”)赛事组委会
制定，目的是为了在所有 WSGI 赛事中促进公平竞争，维护 WSGI 赛事执行和直播
的完整性，并为所有 WS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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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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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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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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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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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WS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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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GI 选手和参赛者都必须遵守 WS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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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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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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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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Esports@battle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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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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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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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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队伍大名单允许有 13 名符合参赛资格的选手。赛事不会因大名单中的某位选

手无法到场而延迟，队伍必须指派 10 名选手准时参加比赛。
d) 参赛队伍在指定比赛选手不足 10 人原因无法准时开启比赛时，队伍必须指定裁判

将视情况给予一次警告，队伍的当前比赛可能会被判负，无故弃赛将导致没收奖励。
e) 任何意外情况导致参赛队伍不足 10 人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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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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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歌峡谷邀请赛将包含“小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所有赛事将在玩家本人角色所在服务
器进行。

a) “小组赛”阶段
i. 小组赛阶段将于 5 月 30 日、31 日、6 月 6 日、7 日举行，共 4 天。具体比赛

日期和直播开始时间如下：

 5 月 30 日 周六 小组赛第一轮 A 组 18:00 开始
 5 月 31 日 周日 小组赛第一轮 B 组 18:00 开始
 6 月 6 日 周六 小组赛第二轮 A 组 18:00 开始
 6 月 7 日 周日 小组赛第二轮 B 组 18:00 开始

ii. 本阶段中，8 支获邀的参赛队伍将被划分为 A 组和 B 组。
iii. 本阶段将采用小组内 BO1 双循环积分赛制，每支队伍都将与组内其他 3 支队

伍交战 2 场，每赢 1 场获得 1 个积分。
iv. 本阶段将计算净胜旗：净胜旗数=己方成功夺旗数-己方丢失旗数
v. 当队伍遇到连续 2 场不同对阵的比赛时，允许玩家与上一场比赛之间，间隔最

多 5 分钟，若因直播流程等原因超过 5 分钟，则比赛将在赛程安排就绪后立即
开始。

vi. 小组赛双循环结束后，每个小组积分最高的 2 支队伍（A1、A2、B1、B2）将
晋级“淘汰赛”阶段。

b) “淘汰赛”阶段
i. 淘汰赛阶段将于 6 月 13 日-6 月 14 日举行，为期 2 天。具体比赛日期和直播

开始时间如下：

 6 月 13 日 周六 四强赛 18:00
 6 月 14 日 周日 三四名决赛 决赛 18:00

ii. 本阶段采用 BO3 单败淘汰赛（决赛为 BO5）。
iii. 对阵为 A1 vs B2；A2 vs B1。
iv. 本阶段将计算净胜旗：净胜旗数=己方成功夺旗数-己方丢失旗数
v. BO3 或 BO5 的每局之间最多拥有 5 分钟休息时间，用以补充物资和选手调整。

若因直播流程等原因超时，则比赛将在直播安排就绪后立即开始。

c) 同分判定
循环赛中，当遇到影响晋级名额、奖金分配或后续对阵的同分情况时，按如下规则
从上到下依次判定：
• 若循环赛积分相同，则比较相同积分队伍间的比赛胜负关系，相关比赛积分高

的队伍排名靠前；
• 若相同积分队伍相互之间的比赛胜负关系相同，则循环赛期间总净胜旗数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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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排名靠前；
• 若总净胜旗数依然相同，则成功夺旗总数高的队伍排名靠前；
• 若成功夺旗总数依然相同，则相同积分队伍间比赛的净胜旗数高的队伍排名靠

前；
• 若积分相同队伍间比赛的净胜旗数相同，则积分相同队伍间比赛的夺旗总数高

的队伍排名靠前；
• 若上述规则仍旧无法分出胜负，则/Roll100，大数排名靠前；Roll 点相同则再

次 Roll 点，直到分出排名先后；

d) 胜负判定
i. 单场战歌峡谷常规比赛时长最多 45 分钟；
ii. 在 45 分钟内（含）按如下规则依次判定胜负：
 率先成功夺取 3 面旗帜的队伍获胜；
 当比赛时间到达 45 分钟时，成功夺取旗帜数多的队伍获胜；
 当比赛时间到达 45 分钟时出现平局，若当前旗帜数为 2:2 或 1:1，则最后交旗

的队伍获胜；若当前旗帜数为 0:0，则杀死玩家总数多的队伍获胜；若杀死玩
家总数仍相同，则该局重赛。故意造成 0:0 且杀死玩家总数相同的按消极比赛
处理。

13. 参赛账号和角色

a) 本赛事期间，所有参赛选手需使用本人提交的指定游戏角色进行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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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账号的使用规则，在未经主办方允许的前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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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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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请自行准备相关消耗品、物品和装备用于本赛事。赛事组委会不提供额外相关消耗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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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的，将自行承担后果，

因个人原因严重影响赛事进程，该局可能会被判负。

14. 基本规则

除了下列情况，允许使用其他所有的基础职业技能、消耗品、物品、装备、任何烹饪食
物：

a) 不能拥有的 buff
i. 非本局出场队员提供的 buff，如本局出场没有德鲁伊，却拥有野性印记。
ii. 任何世界 buff/任务 buff。
iii. 任何合剂效果。
iv. 赞扎之魂/赞扎之速/赞扎之光效果
v. 属性提升类药剂的 buff，包括但不限于猫鼬药剂、奥法药剂、暗影之力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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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韧药剂等。（猫眼药剂除外）

b) 不能使用的物品
i. 魔尘
ii. 奥术炸弹。
iii. 禁止利用 bug、违背游戏本意而改变物品效果的行为，如卡“辛洛斯水晶”和“钻

石水瓶”的效果等。
c) 地图中的跳点

i. 大多数已知的“跳点”是被允许的，如联盟二层室外围栏跳点、联盟墓地跳点、
部落墓地跳点、联盟通道顶跳点、部落通道顶跳点等

ii. 禁止违规利用“跳点”。违规利用“跳点”被定义为利用跳跃或其他方式抵达地图
上违背设计意图的区域或地点以获得巨大优势或故意让比赛陷入僵局。如果您
不确定某个位置或路线是否属于违规利用“跳点”，请咨询赛事组委会。当前已
知的属于违规利用“跳点”的有：
 buff 道具房间的顶端，如部落“叶子房”顶。
 中场大树墩上方。
 部落和联盟通道入口屋顶结构的中间夹层只允许正常通过而不允许停留、

吃喝、躲藏或输出和治疗其他区域的玩家等行为。

d) 卡死复活
i. 卡死复活本意是为了解决游戏角色卡死不动的情况，为玩家提供快速解卡死功

能。在比赛中，请勿使用卡死复活功能。

15. 比赛开始

a) 当裁判发出战争游戏邀请时，双方队长必须第一时间接受，进入队列，等待匹配，
如有特殊情况，请告知裁判。裁判将决定是否给予额外等候时间或要求立刻接受战
争游戏邀请。

b) 在进入战场后，请选手仔细检查角色状态，包括 buff、装备和物品，请在比赛正式
开始前，取消违规 buff。

16. 违规处罚

a) 比赛正式开始后（系统文字提示战场开始），若出现参赛阵容中的选手违反上述基
本规则，将导致该队伍本场判负。

b) 选手在比赛中每发生一次违反基本规则的行为将受到一次警告，每累计两次警告将
受到停赛一场的处罚。累计四次警告，将不允许继续参与本次赛事。

c) 队伍出现墓地坑杀、互相不夺取/归还旗帜、默契局等违背竞技精神的行为，将导
致双方均被判负，情节严重者将可能遭到本规则第 11 条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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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比赛出生点

a) 联盟对阵部落的比赛中，联盟队伍出生点为联盟方，部落队伍出生点为部落方。

b) 同阵营的比赛中，双方队伍出生点将根据系统随机分配。

18. 赛事奖金

赛事组委会将为参与战歌峡谷邀请赛的选手提供以下现金和游戏时间奖励。完成所有比
赛是获得奖金的先决条件。

名次 奖金（人民币元，含税，每队*）

冠军 ￥60,000+《魔兽世界》10 年游戏时间/人*

亚军 ￥40,000

季军 ￥24,000

第 4 名 ￥15,000

第 5、6 名 ￥10,000

第 7、8 名 ￥5,000

*奖金将均分给队伍中的选手。游戏时间奖励仅限于该队伍中出场过的选手。

19. 参赛资格

战歌峡谷邀请赛参赛队伍由网易暴雪官方直接邀请产生。

20. 线上赛阶段注意事项

a) 参赛队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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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必须通知裁判。线上赛中，因比赛时长可控性较弱，
请参赛队伍在比赛日直播时段内，时刻处于可联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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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供视频或截图

举证，裁判组将视情况决定是否立刻进行裁定。因赛事出于直播状态，如果可能，
请先继续比赛。下一局比赛开始后，选手不得抗议比赛结果。

e) 选手不得在比赛中使用任何 BUG。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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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选手在比赛过程中进行直播，但需要设定大于 120 秒的直播延迟。
i) 选手可能会被要求通过流媒体传输游戏画面到主办方指定流媒体地址，以呈现参赛

视角和赛事监督；
j) 比赛期间，选手必须进入指定语音频道，以便及时接收主办方通知、录制语音素材，

和赛事监督；
k) 比赛期间，选手可能会被要求通过视频连线接受采访或赛事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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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附件 1 线上参赛流程
线上参赛流程

 进入战队专属 YY 频道房间进行签到
 修改昵称，队长更改房间密码
 确认设备、网络等正常
 进入游戏比赛服务器
 等待比赛开始
 开始比赛
 开启录制
 及时进入下一轮比赛

比赛日时间安排

日期 时间 事项

5 月 30 日
-6 月 14 日

17:00 YY 签到

18:00 Match 1-3

20:00 中场休息

20:30 Match 4-6

签到细则：
a) 每一位选手都必须按照赛事通告所指示的时间准时进入 YY 频道，提前做好

外设调试等技术性准备。
b) 比赛日开赛前 1 小时进入 YY 频道：35470971 进行签到下跳至队伍专属房间

进行签到。每个房间仅可参赛选手进入。
c) 修改昵称，单击 YY 界面左上角个人头像进入“我的资料”选择“编辑资料”修改

YY 昵称。例如：XXX （队长）。
d) 昵称修改完后，裁判人员会给到队长房间管理员身份。队长修改房间密码。

选手第一视角录像：
 每名选手需开启显示器捕获全程录制显示器画面（码率为 4000Kbps），并且

视频素材至少保留至比赛完全结束。
加入比赛服务器：

 确认设备及网络情况无问题,开始进入比赛服务器。
 根据微信信息及 YY 频道广播引导进入比赛服务器。

注意事项：
 所有战队请依照参赛时间表执行，请勿迟到。
 选手必须保持 YY 在线，相关比赛信息将通过 YY 广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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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附件 2 比赛分组

A 组 B 组

HEROES Mars.H Club

Mars.刀 Club Bmw

疯人院 Overlord

Mars.Fire 被遗忘的图腾

比赛对阵：

小组赛

 Day1：2020 年 5 月 30 日 A组组内循环 Round1
Match1 HEROES VS Mars.刀 Club
Match2 疯人院 VS Mars.Fire
Match3 HEROES VS 疯人院
Match4Mars.刀 Club VS Mars.Fire
Match5 HEROES VS Mars.Fire
Match6Mars.刀 Club VS 疯人院

 Day2：2020 年 5 月 31 日 B组组内循环 Round1
Match1Mars.H Club VS Bmw
Match2 Overlord VS 被遗忘的图腾
Match3Mars.H Club VS Overlord
Match4 Bmw VS 被遗忘的图腾
Match5Mars.H Club VS 被遗忘的图腾
Match6 Bmw VS Overlord

 Day3：2020 年 6 月 6 日 A组组内循环 Round2
Match1 HEROES VS Mars.刀 Club
Match2 疯人院 VS Mars.Fire
Match3 HEROES VS 疯人院
Match4Mars.刀 Club VS Mars.Fire
Match5 HEROES VS Mars.Fire
Match6Mars.刀 Club VS 疯人院

 Day4：2020 年 6 月 7 日 B组组内循环 Round2
Match1Mars.H Club VS Bmw
Match2 Overlord VS 被遗忘的图腾
Match3Mars.H Club VS Overlord
Match4 Bmw VS 被遗忘的图腾
Match5Mars.H Club VS 被遗忘的图腾
Match6 Bmw VS Over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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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赛
 Day5：2020 年 6 月 13 日
Match1 A1 VS B2 （BO3）
Match2 B1 VS A2 （BO3）

三四名决赛 决赛
 Day6：2020 年 6 月 14 日
Match1 三四名决赛（BO3）
Match2 决赛 (B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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