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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本《2021年<魔兽世界>史诗钥石地下城全球锦标赛“暗影国度”第1赛季官方规则》(以下简称

“官方规则”)适用于《魔兽世界》®在2021年《魔兽世界》史诗钥石地下城全球锦标赛“暗影国度”

第2赛季(以下简称“本赛事”或“锦标赛”)中的参赛资格和竞争玩法。 

本官方规则设定了比赛规则，包括选手资格、赛事构成、奖品和奖金、赞助、选手行为和其他重

要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锦标赛的额外规则将在对应的比赛之前提供给你，如果那些规则与官方

规则之间存在冲突，网易暴雪将自行决定哪一条规则有效。 

本官方规则的条款在第9条中包含了强制仲裁条款，该条款限制了您和暴雪就索赔提起诉讼的能

力;以及第7条中的责任限制，该条款限制了网易暴雪和暴雪集团其他成员对您的所有伤害、损害、伤

害或损失的责任。 

请仔细阅读这些官方规则中的条款。您必须接受这些官方规则才能参加本次比赛。您必须遵守这

些官方规则，以保持参赛资格，并获得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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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1年<魔兽世界>史诗钥石地下城全球锦标赛“暗影国度”第2赛

季 

2.1 官方规则的接受 

a) 您通过报名和/或参加比赛来表明您接受本官方规则。 

b) 如果您未满法定成年年龄（说明请见下文），您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必须代表您接受本官方

规则。在此情况下，如需协助，请联系暴雪，电子邮件：Esports@battlenet.com.cn  

c) 如果您(或您的父母或合法监护人，如果您是未成年人)不接受本官方规则或您不符合以下第

3节的选手资格要求，您将不能参加比赛。 

mailto:Esports@battlenet.com.cn


 

2.2 官方规则的适用性 

a) 本官方规则适用于在本次赛事中《魔兽世界》游戏的竞技玩法。 

b) 本官方规则不仅适用于魔兽世界®最终用户许可协议和战网使用条款，还包括暴雪娱乐的隐私

政策和网易暴雪官方赛事选手行为准则（见附录）。 

c) 本官方规则的末尾是术语表，会对关键术语进行更详细地解释。术语表是本官方规则的重要

组成部分。 

d) 如果您违反了本官方规则或网站条款，您可能会受到如下文所述的游戏处罚、奖品没收、纪

律处分和法律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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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赛资格  

3.1 常规要求 

a) 为了符合参赛资格,您必须在暴雪在线服务平台拥有以本人身份注册的、被授权且能完整访

问的暴雪游戏通行证账号（以下简称“战网账号”）。如您是未成年人，则必须根据用户许可，

拥有以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监护人的名义,在暴雪在线游戏服务平台上注册的能完整访问的战网帐

号。试玩版帐号不能比赛。您的战网帐号必须在比赛开始时没有不良记录，并在整个比赛期间不

出现新的不良记录。如果在比赛期间和比赛开始前的六(6)个月内，该战网账号没有被冻结超过

48小时或永久封禁的记录、没有PvP赛季禁赛和PvP排名被清零的处罚，该将被视为“没有不良记

录”。您可以免费注册一个战网账号，网址是https://www.blizzardgames.cn/zh/。 

b) 您的战网账号必须包含一个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网易暴雪保留核实您所提供的电子邮件地

址的权利。 

c) 您必须是注册暴雪游戏通行证帐号的自然人（即：不能是法人、合伙企业或其他法人实

体），除非您是使用您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注册的暴雪游戏通行证账号的未成年人。 

 

3.2 参赛国籍 

a) 截至2021年11月1日,若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您可参加本次比赛。 

http://www.battlenet.com.cn/legal-cn/wow-eula
http://www.battlenet.com.cn/legal-cn/tou
http://www.battlenet.com.cn/legal-cn/privacy
http://www.battlenet.com.cn/legal-cn/privacy
https://www.blizzardgames.cn/zh/


 

d) 您只能在不违反当地法律的情况下参加比赛。您有责任确保您本次参赛符合您所在管辖区的

所有法律，并且您必须采取所有必要的步骤来确保遵守这些法律。 

e) 无论本官方规则或任何特定的比赛规则有任何相反的规定，网易暴雪均有权自行决定任何及

所有参赛者的资格。您承认并同意，网易暴雪已确定的您的资格状态可随时更改，该确定为最终

决定。 

f) 只有您持有有效的身份证件或健康等证明文件，您才可以旅行参加比赛。您还必须

获得参加比赛所需的任何必要的证件或健康证明文件等 (包括前往或从任何比赛地点前往的

任何旅行)。网易暴雪不对您遵守当地法律和证件要求承担责任。 

3.3 居住地要求 

根据网易暴雪的要求，您将需要向网易暴雪提供一份有效的带有本人照片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如

果您对居住地要求有任何疑问，请发邮件至Esports@battlenet.com.cn，网易暴雪将开始验证流程。

网易暴雪关于居住地验证的决定是最终的并且具有约束力。 

带有本人照片的身份证件要求 

可接受的身份证件形式 不可接受的身份证件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驾驶证 到期的身份证 

军人证 学校颁发的带本人照片的学生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健身房会员卡 

带本人照片的医疗保健卡 图书卡 

带本人照片的身份证 公共交通卡 

 私人身份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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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最低年龄要求 

a) 如果截至2021年8月16日，您已年满18岁，您可以参加比赛； 

b) 如果截至2021年8月16日，您未年满18岁，但已年满13岁，只要满足本官方规则规定的所有

参赛标准，并且您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中的一方代表您阅读并接受本官方规则，则您可作为选手

参加比赛； 

c) 如果您是未成年人，除了需由您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阅读并接受本官方规则以外，告知他们

您参赛的情况也很重要。如果您符合比赛活动的资格，您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必须在行程、签署

豁免书和沟通方面提供协助。 

3.5 不合格的选手。 

a) 暴雪娱乐有限公司的董事、高级职员和员工、其母公司以及各自的任何关联公司、子公司、

广告和促销代理机构、近亲属（如母亲、父亲、兄弟姐妹、儿子、女儿、继子女和/或法定或普

通法意义上的配偶以及每个家庭成员）均无资格参加比赛或在比赛中赢取任何奖金。 

3.6 无门票费用。 

a) 参加本赛事的任何比赛都不需要支付门票费用。若要为了参加比赛而免费获得访问“锦标赛

服务器“的权限，请发送电子邮件至Esports@battlenet.com.cn。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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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报名和赛制  

4.1 参赛队伍可以在锦标赛开始前通过: https://wow.blizzard.cn/wow/esports/注册并报

名参加比赛。报名时间将在每场比赛前由网易暴雪公布。 

4.2 每次锦标赛的附加规则将在每次计时赛之前由网易暴雪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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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奖励条款 

5.1 通用奖励条款 

a) 指定的比赛阶段可能会给选手相应奖励。奖项将包含在赛事规则中，赛事规则将在每场比赛

开始前提供给选手(如果适用)。 

b) 在禁令或受限的情况下，奖励可能无效。 

c) 获奖者全权负责与接受或使用任何奖励（奖金）有关地方税，包括增值税。国服赛区的奖金

将以人民币支付，获奖者将被要求签属文件，作为获得奖金的条件。全球总决赛阶段的现金奖励

将以美元支付。全球总决赛阶段获奖者将被要求填写并提交一份IRS表格W-8或W-9以及其他税务

和支付文件，作为获得奖金的条件。 

d) 作为获得任何奖项的条件之一，获奖者还应签署并向网易暴雪提交一份有签名的宣誓书、对

这些正式规则的书面接受、责任免除书以及网易暴雪可能要求的任何其他文件。若胜出者的年龄

低于法定年龄，则胜出者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须签署及递交这些文件。七(7)天内未交回已签署

的宣誓书，可能会导致奖品被没收。获奖者有责任确保所有所需材料的归还;发送的证明将不被

网易暴雪视为收到的证明。 

e) 任何奖励不得转让。尽管如此，选手仍可以要求网易暴雪向授权的团队组织支付奖金，前提

是网易暴雪从玩家那里收到一份签字的奖金代收文件(网易暴雪将根据要求提供此类文件)。网易

暴雪有权自行决定拒绝向任何团队组织支付奖金。 

f) 不允许对任何非现金奖品进行替换或交易(包括现金)，网易暴雪保留对任何非现金奖品替换

等值或更大价值奖品的权利。 

g) 所有参赛选手在被宣布为获胜者和/或接受任何奖品之前，必须经过网易暴雪核实，以确保

其资格。比赛期间在游戏中显示统计数据(如在排行榜上)并不是获得奖励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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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手规范  

6.1 行为 

a) 参赛选手必须始终遵守个人诚信和良好竞赛精神。参赛选手必须以专业和有运动员精神的方

式与其他竞争对手、比赛主办方和管理战队成员、媒体、赞助商、暴雪员工和粉丝互动。这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在社交媒体、直播、视频、活动现场和舞台上的行为，或任何面向公众的行

为。“体育风度”的界定标准由暴雪自行判断。 

b) 参赛选手不得在其队伍名称、战网昵称、游戏角色、游戏聊天、大厅聊天或现场采访中使用

淫秽手势、不敬言辞或提及毒品、性或暴力的字眼。本规则适用于英文和所有在比赛中使用的其

他语言，包括缩写和/或引申意。 

c) 参赛选手应当以尊重他人的方式解决与其他参赛选手之间的分歧，而不是采取暴力、威胁或

身体或精神恐吓的方式。禁止在暴雪或比赛主办方拥有或租赁的任何场所或针对任何竞争对手或

管理员实施暴力行为。 

d) 本赛事是一个让来自世界各地、来自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选手，聚在一起竞争并分享他们

对我们游戏热情的地方。本赛事的参与者应该专注于通过史诗级的表现将世界团结在一起，赞美

的游戏、参赛选手和粉丝，并建立多样化和包容的社区。在正式比赛或任何网易暴雪官方频道

(如比赛转播、网易暴雪制作的节目)中，参赛选手必须避免破坏性或分裂性的行为、评论或其他

形式的表达。在比赛当天，在网易暴雪官方频道的收看直播的观众可以通过摄像机镜头看到选手

的整个行为，未经赛事管理员明确批准，选手不得以穿戴、展示或以其他方式表达个人观点，尤

其是政治相关的内容。 

6.2 作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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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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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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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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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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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父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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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联系人： esports@battlenet.com.cn.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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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反骚扰 

a) 暴雪承诺提供一个不存在骚扰和歧视的竞技环境。为进一步履行此承诺，参加比赛和比赛活

动的参赛选手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国籍、年龄、残疾、性取向或受法律保护的任

何其他身份或特征实施骚扰或歧视行为。  

mailto:esports@battlenet.com.cn


 

6.5 赌博 

a) 对竞赛或比赛结果开展赌博可能会对暴雪电子竞技的诚信度和公众对比赛的信任造成严重威

胁。禁止参赛选手对任何涉及带有暴雪主题的竞技比赛（包括魔兽世界）的游戏或比赛进行或尝

试进行投注。本规则也禁止参赛选手参与任何其他赌博活动、要求任何人以参赛选手的名义对游

戏或比赛进行赌博，或怂恿其他人对游戏或比赛进行赌博。 

6.6 酒精和毒品 

a) 暴雪的目标是通过消除酒精和药物滥用对健康和安全造成的危害，提供一个安全的竞争环

境。暴雪不会容忍在任何赛事中出现非法药物或未经批准使用合法药物。因此: 

b) 当参赛选手参与赛事或在暴雪或赛事组织者拥有或租用的场地中从事赛事活动时，严格禁止

使用、拥有、分销或销售受管制物质(如毒品或酒精)影响的物品。 

c) 禁止选手未经授权使用或持有处方药。处方药只能由指定的对象、指定的方式、组合和数量

使用。处方药只能用于治疗处方药开出的病症，不能用于提高比赛成绩。 

6.7 非贬低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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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采访与媒体  

a) 玩家必须尊重观众和媒体，但玩家有权拒绝签名、拍照留念和正式锦标赛日程安排之外的采

访。 



 

b) 对于采访，在比赛活动现场进行的所有采访必须在采访之前取得暴雪授权。另外，玩家有权

参加与正式比赛时间表不冲突的非正式亲笔签售、拍照留念和采访活动。  

6.9 软件和硬件 

a) 玩家在将电子存储设备带入任何比赛活动前必须咨询组织者，并且在比赛期间不允许使用任

何移动或外部通信设备，包括手机。所有个人设备必须置于封闭的袋子中，或在游戏或比赛进行

时给予管理员或战队经理。 

6.10 受限赞助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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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暴雪和比赛

的声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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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纪律处分 

a) 为了保护比赛的完整性和暴雪公开公平比赛的声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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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雪确定，如果某名玩家通过欺骗或以其他方式违反本官方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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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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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或  

· 终止由玩家持有的所有暴雪帐号。 

c) 暴雪有关适当纪律处分的决定应具有终局性和约束力。暴雪保留封锁参赛资格待定或被取消

参赛资格或无资格参加比赛的玩家的权利。 

d) 玩家（如果玩家为未成年人，则为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如未在暴雪进行的与违反本官方规

则或适用的法律有关的内部或外部调查中配合工作，应视为对本官方规则的违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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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责任限制与免责声明  

7.1  赔偿责任上限；无惩罚性损害赔偿  

a) 您理解并同意，暴雪和暴雪集团其他成员未对您的财产或个人安全投保：如果您认为您有必

要投保，您应该向保险公司或其他第三方购买保险。  

b) 您同意，暴雪和暴雪集团其他成员就所有伤害、损害、人身伤害或损失向您承担的责任均应

以您的直接损害为上限，不得超过五百美元（500.00 美元）。不论使用何种法律理论确定暴雪

或暴雪另一成员对伤害、损害、人身伤害或损失承担责任，这都应是您的唯一补偿。多项索赔不

会超出本限制条款。  

c) 您进一步同意，即使已确定暴雪或暴雪集团另一成员对您造成伤害、损害、人身伤害或损

失，本条中的责任限制条款应仍适用。即使您在本官方规则下的救济不符合其基本目的，上述限

制条款应仍适用。  

d) 在任何情况下，暴雪或暴雪集团任何其他成员均不就任何衍生性、附带性、间接、惩戒性、

特殊或惩罚性损害向您，或主张由您衍生的权利的任何个人或实体承担责任。该等损害包括因违

反合同、侵权（包括过失）或以其他方式产生的数据、收入、奖励或利润的损失导致的任何损

害，不论该等损害是否可预见，且暴雪或任何其他暴雪成员之前已被告知有发生该等损害的可能

性。  

7.2  免责声明  

a) 您同意，暴雪和暴雪集团其他成员不对以下事项负责：  

b) 任何延迟传送、条目丢失、指向错误、经窜改或歪曲的传送、不准确、不完整或受损的传送

或条目；  

c) 电话、电子、硬件、软件、网络、互联网或其他与计算机或通信相关的故障或失灵；  

d) 任何因超出暴雪控制范围的事件而导致的比赛中断、人身伤害、损失或损害；或  

e) 与比赛或比赛活动有关的任何材料印刷或排印错误。  

f) 所有奖品均按“原样”授予，不附带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包括适销性或适用于特定用途

的任何默示保证）。  



 

7.3 对您的暴雪帐号的更改  

a) 根据暴雪最终用户许可协议且在不限制暴雪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的前提下，暴雪保留修订或

删除内容、数据、数字卡、帐号、统计数据、用户资料、以及在您的暴雪帐号下创建、储存、加

工、或上传到您的暴雪帐号上的到任何信息的权利。  

b) 如果暴雪最终用户许可协议的条款和本官方规则的条款之间存在冲突之处，应以对暴雪最具

保护性的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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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您的品牌材料和个人数据  

8.1 您的品牌资料的许可使用权。  

a) 暴雪想要帮助您作为精英玩家进行推广，并帮助您开发您的个人品牌。为此目的，暴雪需要

获得使用以下各项资料的许可：您的姓名、昵称、战网昵称、标志、姓名首字母、肖像、图片、

照片、动画、亲笔签名、声音、公共形象、传记信息和背景故事（“您的品牌材料”）。暴雪还

想使用您的品牌资料对暴雪、魔兽世界以及我们的其他产品和服务进行推广，但前提是：您同意

暴雪这样做。  

b) 相应地，您在此向暴雪以及暴雪集团其他成员授予免版税、全额付清、不可撤销、非独家、

可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永久（在无法根据适用的法律授予该等永久许可证的情况下，许可证期

限为适用的法律规定的最长期限）权利和许可证（带有授予分许可的权利），暴雪以及暴雪集团

其他成员可凭借该项权利和许可证复制、展示、分发、编辑、传输、托管、存储和以其他方式使

用您的品牌材料，并可使用任何及所有现有和未来媒介创建与下列内容相关的您的品牌材料的衍

生作品：(i)全部或任何部分比赛（包括比赛包含的任何游戏、比赛或其他竞赛）或任何比赛活

动的广播、重播和/或流媒体（包括通过因特网传输和无线网络的方式）；和/或 (ii)暴雪集团

的产品和服务的广告宣传、营销、分销、推广和销售，该等产品和服务包括魔兽世界和比赛。  

8.2 广告材料  

a) 第 10.1 条中授予的权利和许可包括授予暴雪和暴雪集团其他成员（及他们各自的分许可

方）的以下权利和许可：复制、展示、分发、编辑、传输、托管、储存和以其他方式使用您的品

牌材料，并创作与下列内容有关的衍生作品：  



 

· 暴雪网站及其流媒体广播合作伙伴；  

· 社交媒体贴文；  

· 打印和在线广告内容；  

· 网络、有线电视和本地电视和无线电广播；  

· 报刊杂志广告和内容；  

· 在线广告和内容，包括横幅、排行榜和摩天大楼；  

· 户外和室内广告牌、海报、标语和显示屏；  

· 产品目录、销售点材料、吊牌、产品包装和使用说明书；  

· 新闻稿、快讯和电子警报；以及  

· 帽子、衬衫和其他服装和游戏装备和周边设备。  

b) 您在此放弃并同意不针对您可能根据适用的法律拥有的任何广告材料主张任何预先审核和/

或审批权。本官方规则中的任何规定均未要求暴雪或暴雪集团成员利用本官方规则中授予的任何

权利或许可证。  

c) 您同意在暴雪承担相关费用的情况下，采取暴雪合理要求的任何进一步行动（包括签署宣誓

书和其他文件），以履行、完善或确认本官方规则规定的暴雪的权利。  

8.3  广告材料的所有权、反馈、统计资料和建议。 

a) 对于您和暴雪，您的品牌材料归您单独所有。  

b) 对于您和暴雪，以下所有资料归暴雪单独所有：  

· 广告材料（但不包括纳入或用于广告材料的您的品牌材料）；  

· 由暴雪集团成员创建或为其创建并纳入或利用全部或任何部分您的品牌材料（被纳入或用于

以下各项的您的品牌材料除外）的有署名权的作品、视听作品、艺术品、汇编材料、数据和

文件；  



 

· 本项赛事、比赛活动或暴雪业务相关的建议、意见和其他反馈，以及由此对魔兽世界、本项

赛事、比赛活动以及暴雪业务所产生的改进或扩充；  

· 与您在比赛期间玩魔兽世界的情况相关的数据和统计资料，以及该等数据和统计资料的所有

数据流；以及  

· 上述每一项的知识产权。  

c) 您同意不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可能损害或试图获得暴雪集团对广告材料或任何上述各项物品

权利或使该等权利受到质疑的行为。  

8.4 个人数据的收集。  

a) 在您注册您的暴雪游戏通行证时，暴雪收集了对开展比赛有必要的信息，并且在不限制暴雪

在其线上隐私政策项下权利的情况下，暴雪将使用该等信息针对与比赛的开展相关的事宜和事件

与你取得联系。  

b) 暴雪将根据其线上隐私政策的规定，收集、保存和使用与赛事和比赛活动相关的信息（包括

在现场活动中收集的信息），该等信息可访问以下链接获得： 

http://www.blizzard.com/us/privacy.html  

c) 您一旦以第 2.1 条规定的任何方式接受本官方规则，即表明您还同意暴雪线上隐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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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争议的解决  

9.1 适用性 

a) 本第 11 条适用于并管辖任何因比赛、比赛活动或本官方规则或违反比赛、比赛活动或本官

方规则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争议。  

9.2 协商  

a) 谈判应在收到为了加快争议解决进程并减少任何争议成本，您和暴雪同意首先尝试在任何一

方提起任何仲裁或法院程序前至少三十（30）日就任何争议的解决进行非正式谈判，除非下文第

11.6 条中的谈判和仲裁的一种或多种例外情况适用。  

http://www.blizzard.com/us/privacy.html
http://www.blizzard.com/us/privacy.html


 

b) 起争议一方的书面通知后开始。暴雪会将其通知发送至您的帐单地址，并向您已在您的暴雪

帐号中向暴雪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一份该通知的副本。  

c) 您应将您的通知发送至暴雪娱乐有限公司，地址：1 Blizzard Way, Irvine, CA 92618，收

件人：General Counsel。  

9.3 有约束力的仲裁  

a) 如果双方无法通过谈判解决争议，您和暴雪可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选择通过有约束力的

仲裁方式解决，但以下争议除外：寻求强制执行或保护或与暴雪任何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有关的争

议；因另一方实施侵犯版权或侵权干涉行为的索赔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争议；或基于小额索赔法

院的管辖范围内的争议；在此情况下，争议必须提交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橙县适用加利福尼亚州

法律的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否则，一方所作的仲裁裁决应具有终局性并对另一方具有约束力。  

b) 您应该仔细审查本条规定。本仲裁条款限制您和暴雪在法庭上参与索赔诉讼，且您和暴雪均

同意放弃各自进行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c) 仲裁由 JAMS 根据其综合仲裁规则和程序（请见 JAMS 网站：http://www.jamsadr.com）进

行。如果 JAMS 因任何原因无法执行仲裁，您可根据美国仲裁协会的商业仲裁规则将您的争议提

交至任何国家仲裁机构。仲裁员有权决定所有仲裁事宜，包括如果一方提出作为仲裁辩护方，所

述索赔受下文第 11.6 条中谈判和仲裁的一种或多种例外情况约束。  

d) 如果任何诉讼包括可仲裁和不可仲裁的索赔，在对可仲裁问题进行仲裁期间，整个诉讼程序

应在不损害起诉方利益的情况下予以延缓。您或暴雪可在侵害出现后请求解除延缓。您的仲裁费

用和您获得的仲裁员补偿款均应受 JAMS 综合仲裁规则和程序管辖。  

9.4 仲裁程序  

a) 仲裁可以亲自出庭、提交文件、电话或在线方式进行。仲裁员应以书面形式作出裁决，除非

一方请求，否则不必提供理由陈述。仲裁员作出的裁决应具有终局性，且对您和暴雪均具有约束

力，且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均可对仲裁员的任何裁决作出判决。  

b) 双方理解，如果没有该强制性条款，其将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要求陪审团审判诉讼。双方

进一步理解，在某些情况下，仲裁成本会超过诉讼成本。双方理解，发现权可能在仲裁方面比在

法院方面更受限。  



 

9.5 集体诉讼弃权书  

a) 您和暴雪同意，任何仲裁或法庭诉讼均应仅限于暴雪和您之间的单独争议。您承认并同意：

(i)其他人士或其代表提出的索赔不会在您与暴雪之间的仲裁程序或任何法院审理程序中考虑，

也不会与该等程序合并处理；(ii)拟在集体诉讼的基础上，通过法院审理程序或使用集体诉讼程

序予以仲裁、判决或解决的任何争议不含任何权利或权限；以及(iii)您将无权作为集体代表、

私人检察总长或提请仲裁或向法院提起的任何争议的任何集体原告成员参赛。与上述条款中的禁

止规定相关的任何争议应由仲裁员根据本条（即第 11.5 条）的规定解决。  

b) 如果因任何原因本集体诉讼弃权书被法院或仲裁员视为不可强制执行，您同意，双方的仲裁

合同也随即无效，且任何上述或日后的争议均应被提交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橙县具有管辖权的法

院，仲裁除外。届时正在进行仲裁的任何争议均应在无损害的情况下被驳回并由法院进行复核。  

c) 在任何情况下，您和暴雪均不得同意集体仲裁程序或法院程序或仲裁程序或法院程序中的联

合索赔。  

9.6 仲裁地 

a) 如果您是美国居民，任何仲裁均应在您的居住地所在国家进行，所有其他审判地除外。  

b) 对于美国以外的居民，任何仲裁均应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进行。  

c) 任何未提请仲裁的争议应由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橘郡内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单独裁决，

您和暴雪同意受该法院的属人管辖权。  

d) 您和暴雪同意以下争议不受上述有关谈判和有约束力的仲裁规定的约束：(i) 任何寻求强制

执行或保护暴雪的任何知识产权或与该等知识产权的有效性相关的争议；(ii) 与针对另一方实

施了侵犯版权或侵权干涉行为的索赔相关的或因其产生的任何争议；以及(iii)小额索赔法院管

辖权限制范围内的任何索赔。  

9.7 准据法 

a) 所有争议均应受美国联邦和特拉华州法律管辖，并据其进行解释，但不考虑法律原则的选

择，但暴雪有权根据地方法律取消任何不合格玩家的资格。  

b) 玩家同意受本官方规则与因其违约而受的纪律处分相关的暴雪裁决的约束。双方明确约定，

此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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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重要的通用条款和条件  

10.1 暴雪版权和商标  

a) 本官方规则、比赛和所有随附材料的版权归暴雪娱乐有限公司及各自的许可方所有 

copyright © 2020保留一切权利。  

b) 官方规则的任何规定或您的参赛均不以暗示、表示放弃、禁止反言或其他的方式向您授予使

用或展示暴雪或任何其他暴雪集团成员的任何名称、标识、服务标志或商标的任何权利或许可。  

10.2 对魔兽世界的更改 

a) 暴雪有权随时修补、更新或改进魔兽世界，以便在不中止或取消比赛的情况下，自行进行漏

洞修复、更改余额或添加暴雪视为适当的特征或功能。  

b) 您同意暴雪不对魔兽世界或本官方规则的任何更改承担责任。  

10.3 对本官方规则的更改  

a) 官方规则包含其发布时生效的“暴雪”比赛规则、政策和实践。所有先前颁布的与比赛有关

的规则、政策和实践（网站条款除外），无论是印刷版还是在线版，均被取代。  

b) 如果病毒、漏洞、未经授权的人为干预、黑客攻击或超出暴雪控制范围之外的其他原因影响

了比赛的管理、安全或适当的发挥，或暴雪（自行决定）无法按计划进行比赛，暴雪保留以下权

利：自行随时更改、删除或添加本官方规则，以及暂停、取消或修订比赛或任何玩家的参赛权。  

c) 由于服务器容量和超出暴雪控制范围的其他技术限制条件，暴雪保留限参赛玩家数量的权

利。  

10.4 无雇佣关系  

a) 您同意您并非暴雪的雇员或承包商或任何其他暴雪集团成员，且您无权享有雇员利益或附加

利益。  

b) 官方规则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被视为或解释为形成伙伴关系、合资或类似关系，或产生针对暴

雪或暴雪集团其他成员的信托义务或责任。  



 

10.5 通信  

a) 双方同意，本官方规则构成由您和暴雪根据适用法律签署的书面协议。  

b) 在适用的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本官方规则和任何其他通知、请求和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信

函，均可以电子方式提供给您，且您同意从暴雪接收所有该等电子格式的信函。电子信函将通过

您的暴雪帐号所列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给您。  

c) 如果您对本官方规则或比赛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esports@battlenet.com.cn. 或发送书面请求至：2019 World of Warcraft Mythic Dungeon 

International c/o Blizzard Entertainment Esports, P.O. Box 18979, Irvine, CA 9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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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术语表  

“Advertising Materials” means (a) the websites of Blizzard and its streaming and broadcast partners; (b) 

social media postings; (c) print and online advertising and content; (d) network, cable and local television 

and radio; (e) newspaper and magazine advertising and content; (f) online advertising and content, 

including banners, leaderboards and skyscrapers; (g) outdoor and indoor billboards, posters, signs and 

displays; (h) product catalogues, point-of-sale materials, hang tags, product packaging and instruction 

manuals; (i) press releases, newsletters and e-alerts; and (j) hats, shirts and other apparel and gaming gear 

and peripherals.  

“广告材料”是指（a）暴雪网站及其流媒体广播合作伙伴；（b）社交媒体贴文；（c）印刷品和在线

广告内容；（d）网络、有线电视、本地电视和无线广播；（e）报刊杂志广告和内容；（f）在线广

告和内容，包括横幅、排行榜和直条式广告；（g）户外和室内广告牌、海报、标语和显示屏；

（h）产品目录、销售点材料、吊牌、产品包装和使用说明书；（i）新闻稿、快讯和电子警报；和

（j）帽子、衬衫和其他服装和游戏装备和周边设备。  

“Blizzard Account” means a full Blizzard account registered on Blizzard’s on-line gaming service that is in 

good standing and that remains in good standing throughout the Tournament.  “Blizzard Account” does 

not refer to a Blizzard light account; a light account is not sufficient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Tournament.  

“暴雪游戏通行证”是指在暴雪的线上游戏服务平台上注册的、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始终有效的完整暴

雪战网通行证帐号。“暴雪游戏通行证”并不是指暴雪简易版帐号。简易版帐号不足以参加比赛。  

“Blizzard lite account” means a version of Blizzard that mobile users can create without accepting the 

Blizzard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暴雪简易版帐号”是指移动用户不需接受暴雪最终用户许可协议即可创建的暴雪帐号。  

“Blizzard”, “we” or “us” means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and its affiliates.  

“暴雪”、“本公司” 或“我们”是指暴雪娱乐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Blizzard Group” means Blizzard, its parent and any of their respective affiliate companies and 

subsidiaries.  

“暴雪集团”是指暴雪、暴雪母公司和各自的关联公司和子公司。  

“Challenger’s Burden” While inside a Mythic+ dungeon, all players are affected by Challenger's  

Burden. Whenever a player dies, 5 seconds is removed from the timer as a penalty.  

“挑战者的负担”在史诗钥石地下城内部，所有玩家均受挑战者负担影响。每当一名玩家死去，作为

惩罚，计时器会减少 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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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ute” means any dispute, controversy, or claim, whether based on contract, tort, fraudulent 

misrepresentation, statute, regulation, constitution, common law, equity, or any other matter, that arises 

out of or relates to the Tournament, a Tournament Event or these Official Rules, or the breach thereof.  

“争议”是指任何因比赛、比赛活动或本官方规则或违反本官方规则的行为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争

议、纠纷或索赔，不论该等争议、纠纷或索赔是否基于合同、侵权、欺诈性虚假陈述、成文法、法

规、宪法、普通法、衡平法或任何其他事项。  

“Dungeon Race” means a single head-to-head- Mythic Keystone Dungeon match between two teams. 

Both teams will be racing against each other, using the same Keystone level, the same affixes, and 

dungeon. In order to be a Dungeon Race, both teams need to start their match at the same time, as 

directed by the Tournament Admin, by placing a Mythic Keystone into the “Font of Power” Pedestal at the 

start of the dungeon instance. Once the race is underway, both teams will attempt to complete the 

objectives listed in in-game (defeating creatures and boss encounters). The winner of the race will be the 

team that completes the dungeon with the shortest completion time, keeping in mind the “Challenger’s 

Burden” penalty automatically imposed for each player’s death during the Dungeon Race.  

“地下城竞速”是指在两个战队之间进行的史诗钥石地下城单轮对抗赛。两个战队将使用相同钥石等

级和词缀在同一个地下城竞速。为了参加地下城竞速，两个战队需要按照比赛管理员的指示同时开

赛。开赛方式是将史诗钥石放进地下城入口的“能量之泉”塔座里。一旦开始竞速，两个战队将竭力

完成游戏中列出的目标（击败遭遇到的生物和首领）。在最短的竞技时间内通关地下城的战队将成

为获胜者。请牢记，在地下城对竞速期间每死去一位玩家，所在战队将自动受到“挑战者的负担”处

罚。  

“MDI” means the 2019 World of Warcraft Mythic Dungeon International Tournament. 

“MDI”表示2019年魔兽世界史诗钥石地下城全球锦标赛。 

“Mythic Keystone Dungeon” means a dungeon only accessible by utilizing a Mythic Keystone item, 

introduced in the World of Warcraft: Legion expansion. This includes all 5-man dungeons introduced 

during the Battle for Azeroth expansion. 

“史诗钥石地下城”是指使用史诗钥石物品方可进入的地下城。这一概念是由《魔兽世界：军团再

临》引入的。它包括争霸艾泽拉斯版本期间引入的所有 5 人地下城。  

“Official Rules” means the 2019 World of Warcraft Mythic Dungeon International Official Competition 

Rules, Terms and Conditions (i.e., the rules, terms and conditions as set forth this document).  

“官方规则”是指 2019 年史诗钥石地下城全球锦标赛正式比赛规则及条款和条件（即本文件中规定的

规则、条款和条件）。  

“Tournament” means all of the tournament events that are a part of the 2019 World of Warcraft  

Mythic Dungeon International. The Tournament includes the “Proving Grounds” Live Playoffs on retail 

realms, the Regional Group Stage, and the Global Group Stage.  

“比赛”是指作为 2017 年史诗钥石地下城全球锦标赛一部分的所有比赛活动。比赛包括“试炼场”直播

季后赛、区域小组赛和全球小组赛阶段。  

“Tournament Admin” means an individual appointed by Blizzard that enforces Blizzard’s rulings related to 

the Tournament, and helps organize and orchestrate the in-game portion of the Tournament.  

“比赛管理员”是指暴雪指定的执行暴雪比赛规则并帮助组织和协调比赛游戏内部相关事务的个人。  

“Tournament Events” means all games, matches, media events, autograph signings, photo sessions, 

sponsor events and other gatherings or events occurring with or as part of the Tournament.  

“比赛活动”是指所有游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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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site Terms” means the Blizzard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applicable to your use of Blizzard’s 



 

online gaming service, the Online Privacy Policy applicable to your use of Blizzard’s online gaming service, 

and the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governing use of the Blizzard’s websites.  The current version of the 

Blizzard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for is found at  

http://us.blizzard.com/enus/company/legal/eula.html and the current version of the Online Privacy Policy 

is found at http://us.blizzard.com/en-us/company/about/privacy.html.  

“网站条款”是指适用于您使用暴雪线上游戏服务行为的暴雪最终用户许可协议及管辖使用暴雪网站

行为的其他条款和条件。暴雪最终用户许可协议的最新版本可在http://us.blizzard.com/en-

us/company/legal/eula.html上找到，线上隐私政策的最新版本可在http://us.blizzard.com/en-

us/company/about/privacy.html上找到。  

"Your Brand Materials" means your name nickname BattleTag logo initials likeness image photograph 

animation autograph voice public persona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and backstory.  

“您的品牌材料”是指您的姓名、昵称、战牌、标志、姓名首字母、肖像、图片、照片、动画、亲笔

签名、声音、公开个人传记信息和背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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