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溪村第二届狼人杀比赛细则 

一、赛制 

赛事为积分制，分为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均为 12 人屠边局，预赛积分排名前 12 名

的选手晋级决赛。 

预赛板子类型为 3 个候选板子中投票最多的板子，共 10 个比赛日（会根据实际参赛

人数灵活调整），每个比赛日有 2 桌共 24 名选手参赛，每桌进行 3 场比赛（可根据当日游

戏进程灵活决定场次），比赛于当天晚上 7 点准时开始。每位选手只需任意选择其中 4 场

参赛即可，超过 4 场的选手只取积分最高的 4 场比赛，所以已经赛满 4 场比赛的选手可以

在后续比赛缺人时报名继续参赛，进行刷分。未赛满 4 场的选手也可以参与排名，积分为

当前全部已赛场次之和。详情见《第二届狼人杀比赛评分细则》。 

决赛共进行三场比赛、板子类型依次为狼王守卫、骑士狼美人和梦魇摄梦人、按三场

比赛积分之和进行排名、前三名的选手分获冠亚季军。决赛可考虑通过 welink 全网直播。 

本次赛事参赛人数限制为 96 人，先到先得，超过报名人数的同学进入替补席，若正式

选手出现禁赛、弃赛和罢赛等情况时替补席选手可以替补参赛。若报名人数未到达 96 人，

将采用 12 的整数倍进行限制（如：报名 90 人，则限制人数至 84 人，后报名的 6 名同学将

进入替补席）。为给所有参赛选手提供更好的游戏体验，本次比赛将会向每位报名选手收

取 30 元报名费。报名以交费为准，不接受其他任何形式的报名。若选手最终进入替补席则

退还其 30 元报名费，若选手因违反赛事规定被取消比赛资格，则不予退还 30 元报名费。 

预赛分组将根据报名先后进行排序，每 12 人为一组。每个比赛日前一天由当日裁判组

拉 welink 小群确认每场比赛的参赛名单，若有因故不能到场的参赛选手，则按照排序向下

顺延，而该名选手可择日再赛。当比赛不足 12 人时，补充参赛的优先级由高到低依次为： 

按排序顺延到的选手、错过正常参赛后择日再赛的选手、替补席选手、已赛满 4 场还想继

续刷分的选手、未报名的观众（不计积分）。 

每场比赛设主裁和边裁两名裁判。主裁即法官，负责把控游戏的整个流程和场上选手

的游戏规范，边裁负责计时和记录票型，并辅助主裁记录游戏中的夜晚信息，以免发生信

息错误。裁判组共 10 人，先到先得，参赛选手也可以报名成为裁判，每名裁判需接受岗前

培训，以免在游戏中出现场外信息，影响比赛公平性。详情见《裁判守则》。 

二、游戏规则 

1.通用规则： 

1.1 晚上和白天的行动时间： 

狼人夜晚行动时间为 60 秒，其他夜晚行动的角色行动时间均为 30 秒，超时则视为技

能释放失败，包括但不限于空刀、空验、不救、不毒、空守等（因摄梦人技能为强制发动，

故若超时则由主裁随机选择一名玩家）；若猎人晚上被刀或狼王自刀，白天出局开枪思考

的时间为 10 秒，若超时则视为技能释放失败；警长晚上倒牌，白天出局处理警徽的时间

为 10 秒，超时则视为撕掉警徽；投票时所有拥有投票权的玩家需闭眼，由主裁倒数三个

数同时举票，慢举或改票视为弃票。 



不管场上的角色是否还存活，主裁都必须把夜晚的流程全都走一遍且时间也需走满（

可根据场上形势灵活把控），所有时间均由边裁计时，到时则响铃提醒； 

1.2 发言时间： 

每名玩家警上发言、白天发言和 pk 发言时间均为 90 秒，警长发言 120 秒且拥有 1.5

票的归票权；第一晚倒牌的玩家拥有 90 秒遗言，之后夜晚倒牌的玩家均没有遗言，白天被

放逐的玩家均有 90 秒遗言；狼人自爆可以选择发表 30 秒遗言或晚上指刀(只能选择其中一

种方式，且指刀时不能说话，只能打手势)；猎人或狼王可以选择先发表遗言（有遗言的情

况下）再决定是否发动技能。 

1.3 双爆吞警徽说明： 

每场比赛均为 12 人屠边局，采用双爆吞警徽方式。若第一天上警环节有狼人自爆，自

爆狼人选择发表遗言还是指刀之后，主裁公布当晚信息并直接进入夜晚（即第一天倒牌的

玩家将没有遗言）；第二天天亮先进入退水环节，时间为 10 秒，超时未退水的玩家视为仍

在警上，已死亡和已自爆的玩家视为已退水，然后进行警长投票（没有发言环节），已退

水的玩家没有投票权；若形成 pk，则 pk 台上的玩家可依次发言，其他在场玩家均有投票

权。狼人可以在退水环节和 pk 发言环节再次自爆，形成双爆吞警徽。 

1.4 发言顺序： 

a.有警徽场景：警长可以选择抢先发言然后再决定发言顺序。若场上为单死、则由警

长决定从死左还是死右开始发言、警长可以选择跳过自己最后发言、也可以选择按顺序发

言、并在所有发言结束后再给出归票号码或 pk 号码；若场上为多死或平安夜、则由警长

决定从警左还是警右开始发言、并在最后进行总结归票发言；警长可以不归票、且永久拥

有 1.5 票。 

b.无警徽场景：从当前时间的分钟数除以 12 的余数开始发言（若余数为 0 则从 12 号

开始发言），当前分钟数的个位数+十位数的奇偶性决定发言顺序，奇顺偶逆原则（顺即为

按号码牌从小到大顺序，逆即为按号码牌从大到小的顺序）。举例：如当前时间为

19:34,34 除以 12 的余数为 10,3+4=7 为奇数，则由 10 号开始顺序发言； 

c.警上发言顺序：同无警徽场景，若计算得出的余数号码的玩家未上警，则根据发言

顺序进行顺延； 

d.pk 环节的发言顺序：若 pk 台上的玩家均未发过言（如双爆吞警徽场景）、则发言

顺序由主裁决定；若均发过言、则发言顺序为先发过言的后发言；e。遗言场景：若第一晚

多死，或白天放逐环节多人出局（如：猎人或狼王开枪带走一名玩家），则发言顺序由主

裁随机决定，猎人和狼王也可以选择先发表遗言再开枪。若狼人在上警环节自爆，则第一

天倒牌的玩家没有遗言。 

1.5 其他： 

白天放逐环节若两次形成 pk 则视为无人被放逐、直接进入夜晚；

警上投票环节若两次形成 pk 则警徽流失、本局游戏将没有警长； 

当场上出现狼人票数大于等于好人票数时主裁可直接宣布狼人绑票胜利； 

若狼人晚上击杀最后一民或最后一神成功，则视为狼人胜利，此为狼刀在先原则； 



若狼美人为最后一张狼人牌出局且带走场上最后一民或最后一神时，则视为狼人胜利，

此为狼刀在先原则； 

女巫开解药的手势为竖大拇指，开毒药的手势为给出一个号码，其他手势均视为放弃

发动技能； 

女巫均不能自救，且在没有解药时无法获知刀口信息； 

猎人在吃毒的情况下不能开枪，且可以在当晚获知自己白天的开枪状态； 

狼人可以在任意环节拍刀，拍刀后默认神牌可以追回轮次，特殊场景除外（如守卫已

无法守护狼人拍刀目标，女巫毒药已用等），由主裁现场灵活把控。 

2.预女猎白规则：预言家+女巫+猎人+白痴+4 小狼+4 平民 

2.1 夜晚行动顺序：狼人->女巫->预言家->猎人（告知开枪状态）->白痴（仅第一晚

睁眼）； 

2.2 白痴被放逐后不出局有遗言，必须翻牌，有警徽的话必须移交或撕掉警徽，且不

能再成为警徽接收者，可以继续按顺序发言，但失去投票权； 

2.3 猎人若翻牌则必须开枪，不翻牌则视为放弃发动技能，且作为最后一神被刀或被

放逐时无法发动技能； 

2.4 狼人自爆后必须翻牌。 

3.骑士狼美人：预言家+女巫+守卫+骑士+3 狼人+1 狼美人+4 平民 

3.1 夜晚行动顺序：守卫->狼人->狼美人->女巫->预言家->骑士（仅第一晚睁眼）； 

3.2 骑士只能在警下任意玩家发言环节发动技能，不可在警上发言环节以及投票环节

发动技能；骑士若翻牌则必须指定一名玩家发动技能，若不发动技能则选择当前时间的分

钟数除以 12 的余数为指定玩家（若为骑士本人则号码数+1）； 

3.4 守卫连续两晚不能守护同一名玩家，可以自守也可以空守； 

3.5 狼美人连续两晚不能魅惑同一名玩家，可以选择不魅惑玩家；狼美人不能够自爆，

也不能成为狼人晚上刀人的对象（不能自刀）；狼美人吃毒后，被魅惑的玩家会一并出局，

白天公布出局情况时不会体现先后顺序。 

3.6 若一名玩家同时被女巫救和被守卫守，则会出局，此为"奶穿"原则； 

3.7 猎人被奶穿依然可以发动技能； 

3.8 狼人自爆后必须翻牌； 

4.狼王守卫规则：预言家+女巫+猎人+守卫+狼王+3 小狼+4 平民 

4.1 夜晚行动顺序：狼人->女巫->预言家->守卫->猎人（告知开枪状态）； 

4.2 狼王只有在自刀和被放逐出局时才能发动技能，被毒或自爆均不能发动技能，且

狼王晚上无法获知自己白天的开枪状态（与猎人不同）; 

4.3 狼人自爆不能翻牌，需要好人自行分辨是否为狼王自爆； 

4.4 猎人或狼王发动技能时不能翻牌，需要好人自行分辨是猎人还是狼王； 

4.5 守卫连续两晚不能守护同一名玩家，可以自守也可以空守； 

4.6 猎人和狼王被奶穿依然可以发动技能。 

5.梦魇摄梦人规则：预言家+女巫+猎人+摄梦人+梦魇+3 小狼+4 平民 



5.1 夜晚行动顺序：梦魇->狼人->女巫->预言家->摄梦人->猎人（告知开枪状态）； 

5.2 梦魇为狼人阵营，在每天晚上第一个睁眼恐惧一名玩家，也可以不发动技能；若

该名玩家为神牌则晚上的技能无法使用，法官会给出一个×的手势。若女巫被恐，即使有

解药也无法获知刀口信息；若猎人被恐，中刀出局后白天无法开枪，但白天被放逐后可以

开枪，即梦魇的恐惧只在晚上有效； 

5.3 梦魇仅在第一晚行动环节不知道其他三个狼队友，之后可以跟狼队友见面； 

5.4 若第一晚梦魇恐惧到狼人，则当晚狼人空刀，女巫看到的信息为无人中刀，梦魇

不能连续两晚恐惧同一名玩家（跟守卫类似）； 

5.5 摄梦人为神牌，其技能为强制发动（被恐惧除外），若超时未发动则由主裁随机

选择一名玩家；摄梦人不能梦自己，被梦的玩家免疫晚上的一切技能（梦魇的恐惧除外），

包括狼刀和女巫的毒药；摄梦人的技能不存在奶穿（即一名玩家同时被女巫救和被摄梦则

不会出局，女巫的解药视为浪费）；摄梦人的技能无法挡住梦魇的恐惧（如：梦魇和摄梦

人同时对预言家发动技能，则预言家无法验人）；若摄梦人中刀出局，则当晚被摄梦的玩

家一同出局，若摄梦人白天被放逐出局，则当晚被摄梦的玩家不会出局（即摄梦人被放逐

是单死）；摄梦人连续两晚摄梦同一名玩家，则该名玩家被梦亡，即使该名玩家已被女巫

救起也无效（女巫看不到梦亡信息，只能看到刀口信息）； 

5.6 猎人被恐被毒或被梦亡，倒牌时均不能开枪，但晚上可以获知自己无法开枪的原

因，若为吃毒或梦亡，则收到向下大拇指手势，若为被恐惧，则收到一个×的手势；4.7

梦魇可以自爆也可以自刀；4.8 狼人自爆不能翻牌，需好人自行分辨是否为梦魇自爆。 

三、行为规范 

1.游戏过程中有但不限于以下行为之一的视为贴脸发言，直接取消比赛资格，且视为

当日被放逐，游戏直接进入夜晚： 

a.赌咒发誓、如："我是狼死全家" 

b.情绪发言：表现出明显的个人情绪，由当值主裁定 

c.说脏话骂人 

d.传递场外信息、即便获取了场外信息也禁止以任何形式传递给场上其他玩家、如：

"我听到这边晚上有声音"、"我跟他是好友、他从不骗人"以及有关法官操作的话题 

e.消极比赛，如："反正你们也不信我，我不玩了，你们玩吧"以及不盘逻辑只会甩锅 

2.跟游戏相关的赌咒发誓不算贴脸，如："我是预言家，退水吃枪吃毒吃一切"; 

3.若场上有选手临时离场则视为离线挂机，发言投票环节直接跳过即可，但依然视为

存活玩家； 

4.参赛选手需提前 10 分钟到场签到，迟到 10 分钟以内扣除 1 个积分，迟到 10-15 分

钟扣除 2 个积分，迟到 15 分钟以上直接取消比赛资格，由其他选手替补参赛。请各位参赛

选手提高时间观念，对他人的时间负责； 

5.为公平起见，选手赛前必须上交一切通信工具给裁判组，比赛结束后才能拿回，防

止收到场外信息； 

6.为便于签到和记录积分结果，同一桌的选手三场比赛不得更换座位号； 



7.已出局的玩家必须退场但不得离开、若离开则视为放弃参选 MVP 和 SVP、且退场后

不得以任何形式给场上选手传递信息、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8。选手对比赛有任何异议，可在赛后向当值主裁提出申诉，如申诉无果可继续向赛事

组委会提出申诉； 

9.每场比赛最多允许 10 名观众到场观赛，且需提前跟当值主裁报名，先到先得，现

场必须保持安静，以任何形式干扰比赛的观众将会被请出赛场。 

四、评分细则 

详情见《第二届狼人杀比赛评分细则》。 

 

有关本赛事的最终解释权归狼人杀赛事组委会所有，接口人：石佳 006045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