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劫无间 2023 城市联赛赛事规则

一、 声明
本次比赛将依照本规则执行，本规则将作为本次比赛的唯一判断依据。所有裁判判决将

依照此规则执行。如果遇到赛事规则之外的情况，裁判将在确保游戏公平性下做出判决，

所有参赛队伍及选手需要按照主办方的赛程来进行所有的比赛。

二、 比赛赛程
至尊特权网吧赛道：海选赛（2 月 20 日~3 月 19 日）→ 大区赛（4 月 10 日~4 月 16

日）→淘汰赛（4 月 17 日~4 月 23 日）

网鱼赛道：海选赛（3 月 10 日~3 月 19 日）→ 大区赛（3 月 25 日~3 月 31 日）→ 网

鱼赛道决赛（4 月 1 日）

全国总决赛：4 月 29 日~4 月 30 日

三、 赛事晋级规则

1.海选赛阶段：所有赛点门店单/三排冠军晋级；

2.大区赛阶段：特权网吧赛道 N 进 32 ，网鱼赛道 N 进 16；

3.淘汰赛阶段：特权网吧赛道 32 进 12 ，网鱼赛道 16 进 4；

4.总决赛阶段：总积分第一的单排选手/三排队伍获得冠军；



四、 赛制说明
1.门店海选赛

每家门店根据自身报名情况随机进行赛事分组，每组进行 3 场”天人之战“三排/单排

模式比赛；失败玩家可重复报名参与。每个门店的三排/单排冠军晋级下一阶段，每个

门店在三排/单排模式下仅有一只战队晋级。

海选赛阶段，不进行英雄选择的限制。

2.大区选拔赛

全国将划分为 4-5 个大区，赛事方将对所有门店冠军进行综合选拔，每组进行 6 场”天

人之战“三排/单排，直至决出晋级名额。

其中特权网吧赛道晋级 32 只队伍，网鱼赛道晋级 16 只队伍。

大区选拔赛阶段将限制英雄使用次数，具体规则请参照“五-5 英雄使用说明”。

3.淘汰赛

经过大区选拔的选手，将进入淘汰赛阶段，每组进行 6 场”天人之战“三排/单排，最



终突出重围的 16 强单排、三排选手/队伍将晋级全国决赛.

其中特权网吧赛道晋级 12 只队伍，网鱼赛道晋级 4 只队伍。

淘汰赛阶段将限制英雄使用次数，具体规则请参照“五-5 英雄使用说明”。

4.全国决赛

从淘汰赛晋级的 16 名单排选手和 16 只三排队伍将进行为期 2 天的全国总决赛，单排/

三排每个模式各进行 6 场比赛，总积分第一名获得全国总冠军。

全国决赛阶段将限制英雄使用次数，具体规则请参照“五-5 英雄使用说明”。

五、 比赛规则

1. 比赛模式/地图

比赛模式：天人之战（单排：16 人 三排：16 队）

禁用内容：根据版本情况，具体禁用内容以赛事组通知为准

地图选择：每三场按照聚窟洲-火罗国-聚窟洲顺序进行

游戏天气及时段设定：天气将采用随机模式

2. 比赛队伍

人数限制：单排模式参赛选手不允许设置替补队员；三排模式的参赛队伍，每个队

内最多有 4 名参赛选手（含 1 名替补），最少有 3 名参赛选手。

名单变更：名单一经提交原则上不允许更换，如遇紧急情况，提出名单替换需及时告

知官方，并提交充分的证明，官方将根据证明判定是否属于紧急情况，并有权检查队伍提供

的证明是否属实。



替补替换：队伍可以在一局比赛后替换选手，一场比赛（BO3）中允许 1 次 1 人次的

赛中替换，替换结果最终以队伍在换人阶段所决定的结果为准。

3. 比赛客户端及版本

当前正式服游戏版本

4. 比赛账号登记

至尊特权网吧赛道：仅可使用选手报名时 BATTLE 平台所绑定的账号进行参赛，且

该账号必须为选手本人实名认证的账号，选手不得转借及使用他人的账号参赛；

网鱼赛道：以网鱼报名系统登记的账号为准。

5. 积分规则

采用系数积分规则，按玩家排名给予相应的系数积分，当局分数=当局排名分+淘汰

（进入返魂状态或彻底淘汰）*当局排名相应系数，单排赛每个淘汰计 1 分，三排赛

每个淘汰计 1 分。



注：同分排序规则

1) 若当局比赛时间结束未决出天选之人，则最终生存选手排名并列，排名即为场上剩

余选手数量。例：比赛时间结束后仍剩余 3 名选手存活，则这 3 名选手并列第 3 名，

排名分以第 3 名结算。

2) 积分同分多次排序规则：

(a)比较同分队伍的总击败分数

(b)比较同分队伍的单局最高总积分数

（c）比较同分队伍的单局最高击败分数

（d）比较同分队伍的最后一场比赛的击败分数

（e）比较同分队伍的最后一场比赛的生存排名



6. 英雄使用说明

 在单排中将采用角色使用次数限制机制，在同一赛事阶段（每 6 场）单排比赛中，选

手至少要使用 5 名不同角色进行比赛，同一英雄角色选手最多使用 2 场

例如，每日六局比赛中，选手英雄使用次数为 2（A 英雄）+1（B 英雄）+1（C 英雄）

+1（D 英雄）+1（E 英雄）

 三排赛将设置英雄分限制，选手需按照游戏内英雄积分规则选择英雄阵容，在每一赛段

开始前，每支队伍都会获得 15 分英雄分，用于当前赛段的英雄选择，每 6 场比赛结

束后，英雄分将刷新至 15 分。

英雄分消耗：战队在多次重复使用某一英雄时将会消耗一定量的英雄分，英雄分的消耗

数量及英雄使用次数关系如下：

英雄使用次数 单次消耗英雄分 累计消耗英雄分

1 0 0

2 1 1

3 2 3

4 3 6

5 4 10

6 5 15

每支战队在每场比赛开始前需要告知裁判本场比赛将会使用的阵容英雄选择情况，若此

时某战队的英雄分使用量已经大于 15 分，则本场比赛该战队需要重新进行英雄选择。每支

战队的英雄选择符合规则后方可开启本局比赛。

举例：战队在前 3 场比赛中全部使用特木尔+宁红夜+岳山的阵容，则剩余的英雄分为



15-3×（0+1+2）=6 分，第 4 场中该战队使用特木尔+岳山+迦南，使用该阵容的战队

的英雄分消耗量为 3+3+0=6 分，达到英雄分上限（15 分），则该战队第 5 场、第 6 场

无法使用特木尔、宁红夜、岳山、迦南中任一英雄进行比赛，该战队需要使用其他英雄进行

比赛，第 7 场比赛开始英雄分将刷新至初始的 15 分。

注：

a) 英雄使用次数仅与战队英雄登场次数有关，与英雄使用者无关；

a) 战队在当前赛段剩余的英雄分无法保留到下个赛段；

b) 在英雄分使用超额前，若战队向裁判提交的本局战队的阵容英雄选择情况与实

际登场阵容英雄不符，英雄使用次数记录情况为实际英雄登场次数。

7. 游戏内表情要求

选手比赛中不允许使用礼敬、调息、打招呼以外的动作，且不允许使用表情，使用

表情将被视为违规。 单排选手第一次违规将清零对应选手当局积分，第二次将取消

对应选手参赛资格。

六、 赛事奖励

单排奖励一览：



三排奖励一览：

*三排奖金将平均发放至队伍的每一位成员（包括替补）

七、 视频会议室与视频录制要求
*（大区赛至总决赛阶段需关注）

1. 所有参赛选手需在比赛前进入 webmeeting 视频会议室，比赛全程将本人视频画面



（手部及面部）传输至会议室，录制游戏第一视角，并在视频录制中全程开启语音，保

证视频中可以听到对应语音，赛后自行保存以备查验。

2. 当局游戏进行期间，游戏开始至选手个人角色未完全死亡（即无返魂次数被击杀）之前，

不得使用手机、ipad 等任何通讯设备，否则视为违规。

注：相关资料将作为异常时判罚依据，如未按照要求进入对应房间，则出现异常后后果由战

队及选手自行承担。

八、 重赛规则
1. 比赛可重赛情况

a) 比赛设备或服务器网络大面积异常

b) 遭遇不可抗力导致比赛无法正常进行

c) 服务器出现重大 BUG

d) 比赛参数设置错误

e) 比赛房间其他问题

f) 官方指示下的特殊情况重赛

2. 比赛不可重赛情况

a) 如若在不可抗力突发情况前被淘汰的战队，不予以重连进行比赛。

b) 非条款“比赛可重赛情况”中说明的情况出现，均判定不可重赛。

c) 选手或战队需要对其任何技术问题负责，包括硬件、软件或网络问题，选手或战队

比赛中由于自身网络情况导致个人掉线等行为，将不予重赛

3. 主办方所做出的重赛或不予重赛判定，选手不得有异议



九、 非公平竞赛行为

1. 参赛选手在任意时间场合使用非法程序（外挂）进行游戏或比赛；

2. 参赛选手在任意时间场合使用没被认可的程序进行游戏或比赛；

3. 参赛选手在参加任意官方或官方授权赛事时有代打行为；

4. 参赛队伍管理人员或选手出现任何操控胜负或默契赛的行为；

5. 参赛选手在比赛中出现恶意中断比赛，妨碍比赛进行，利用非游戏内方式获取游戏内

信息，恶意掉线，利用游戏漏洞等行为；

6. 参赛选手在比赛中出现任意主观性自杀等消极比赛的行为；

7. 参赛队伍出现谎报信息或信息造假行为；

所有参赛选手如出现以上行为或其他违规行为，将会受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型处罚：

1. 口头警告；

2. 书面警告；

3. 禁止参加当局比赛；

4. 取消奖金；

5. 取消某场比赛成绩；

6. 取消当前赛事参赛资格；

7. 禁赛。

十、 赛场规范

1. 守时原则：每一位选手都必须按照赛事通告所指示的时间准时到达比赛房间就位并自行



进行设备调试等技术性准备，否则将给予警告，屡次出现者将依赛事规则进行相应处罚；

2. 外接储存设备：比赛严禁使用外接存储设

3. 调试：参赛选手须在规定时间段内完成设备调试

4. 特殊情况或异常行为：比赛期间内，特殊情况或异常行为需第一时间语音频道联系裁判，

在裁判许可前不得私自进行处理

十一、 参赛须知

1. 所有参赛选手需年满 18 周岁；

2. 游戏昵称不得包含赞助商名字，但可携带网吧前缀，如网易网吧-XX，比赛正式开启后

参赛选手不可变更游戏昵称；

3. 选手 ID 不允许出现任何侮辱性、性暗示、暴力、政治敏感等内容，选手 ID 不允许出现

赞助商；

4. 本次赛事面向所有玩家开发，联盟登记选手不得报名参与；

5. 本次赛事，所有选手需使用 BATTLE 报名，同时绑定参赛游戏账号（实名信息需与本人

一致），参赛成绩与赛事奖励发放以绑定游戏账号为准；

6. 所有参赛选手不得中途弃赛，如因选手自身原因（如进入线下赛后无法前往线下继续比

赛），自愿放弃或退出当前《永劫无间》的比赛活动，赛事组将取消选手个人的参赛资

格、所获名次、荣誉和奖金（如有）；

7. 所有参赛选手不得买卖或转增参赛/晋级资格，如发现则取消参赛成绩，所有参赛奖励

不予发放且不得参与后续所有永劫无间特权网吧 X NeXT 城市联赛；

8. 所有报名选手必须进入赛事沟通群，如不进群发生一切意外后果，由选手自行承担；



9. 永劫无间官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权对赛事规则进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