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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棋

第1章
引言

故事：

几百年前，在遥远的他乡，在一个酷似老虎的种族中，两位统治

者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他们的名字早已无人记得，但这个充满

谋略和机智的棋局再现了那段记忆。

棋手人数：供2名棋手对弈

年龄：8岁及8岁以上

棋具：

棋子：

射手18枚
士兵18枚
骑兵8枚
大炮4枚
将军4枚
统治者（每位棋手有1枚国王或王后）

刺客2枚（任选）

棋盘1块（17x17棋盘格或16x16棋盘格）

**记分器4个
**记分板1块

* 地形标记

（*仅在棋盘没有事先做出标记的情况下使用）

（**记分板可以用铅笔和记事本代替）



每位棋手拿到相同数量的棋子（每人两枚将军，每人9枚射手

等），并决定是进行长局游戏还是短局游戏。

目标：

实现以下任何条件即可获胜！

* 率先消灭对手的统帅棋子。

* 阻止对手所有能活动的统帅棋子脱离危境，使之全部限入困

境。

* 率先获得高于对手的分数记录（比如结束一盘势均力敌的棋

局）。如果结果仍然势均力敌，则视为平局。

* 率先获得取胜所需的分数！ ——参阅“用分数定胜负”。

用分数定胜负

棋手可以定一个分值，用分值判定输赢。用分数定胜负时，您其

实是在运用任选规则：记分板。您可以一开始就运用这些规则，

您和对手也可以在最后为了结束势均力敌的局面或出于任何其他

理由，来运用这些规则。

这些规则可导致多场棋局，抑或部分棋局。

举例：根据谁最先在计分纵列A中达到79分来选出胜者。

即使棋手在长局中吃掉了对手的所有棋子，该棋手仍需再取得19
分，才能宣布获胜。

在此情况下，吃掉对手的国王/王后及其所有将军，会导致重布棋

盘，而不能宣布获胜。此外，在双方同意的前提下，如果一位棋

手减到每个回合1次行动，并且你们按分值决胜负，那么减到1次

行动的棋手可以选择重布棋盘 - 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其中一人达

到获胜所需的分数为止。

不过，在锦标赛中，比赛必须一直持续到一位棋手丧失了该场比

赛或失去了所有统帅棋子为止。这条规则具有很高的竞技性和对

抗性，应限于锦标赛。见“锦标赛段位”中详述。



回合与轮

每轮分成两个回合：

挑战方的回合

对抗方的回合

挑战方的回合进行期间，轮被视为同步（就像真实战役中那

样）。因此，各步行动的得分要到双方棋手都完成了各自的回合

（结束一轮）后才能计算。



第2章
棋子的走法和说明

统帅棋子

统帅不得故意进入一个会置其于危境的方格中（举例：处于一枚

棋子下一棋步打击范围内的任何方格），除非在同一棋步中消灭

了一枚统帅棋子。

           国王            还是         王后？

每位棋手选择其王权是国王还是王后。这对棋局没有影响，在棋

盘上每枚棋子都一视同仁。

在任何一局棋中，在棋盘上，每位棋手只能有一个国王或一个王

后。如果比赛中国王或王后被消灭，那么棋手必须选择一位将

军，并用被消灭的国王或王后代替该枚棋子。

如果棋手失去国王/王后时棋盘上没有剩下将军，那么他/她就输

了。

国王/王后能向任何方向最多移动3格，并能向任何方向最多攻击2

格（但每个回合只能攻击一次）。

国王/王后提供1次动作。



将军

将军能向任何方向最多移动2格，

并能任何方向最多攻击1个紧邻的

方格。

每位将军提供1次动作。

普通棋子

军队

骑兵（骑马的士兵）

骑兵能向任何方向最多移动 3
格。骑兵可跳过任何一枚棋子，

但处于防御状态的士兵除外。

如果骑兵落在处于防御状态的士

兵身上，那么这两枚棋子都要提

出盘外。



大炮

大炮的紧邻方格里必须有两枚友

棋，方能轰击或移动。可以把大

炮移动到2枚友棋的范围之外，

但要再次移动或使用大炮，友棋

必须移动到与大炮相距1格的范

围内。

两枚紧邻友棋可以把大炮朝任何方向移动1格，只要该方格没有被

敌方占据就行。

两枚紧邻友棋可以与大炮一起攻击。把采取攻击行动的大炮倒置

（或用其他方式标记），有这类标记的大炮被视为已经使用，且

处于未就绪状态。该棋处于未就绪状态时，不能移动或轰击。

需要采取1次行动让大炮就绪，且在同一个回合中可以将大炮处于

就绪/未就绪状态（只要采取所需的行动次数就行）。只有具备两

枚紧邻友棋时，该棋才能处于就绪状态。

轰击时，大炮按直线射击，直至抵达棋盘末端或击中一枚棋子。

直线可以是朝任何有效方向的垂直线、对角线或水平线（比如以

此棋为中心的罗盘针：北-东北-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

北）。

大炮一次只能杀死1枚棋子，且不能越过友棋射击。凡是挡住其攻

击线路的棋子都要提出盘外。使用该棋子的棋手选择大炮的轰击

方向。

大炮只能被提出盘外/毁灭，不能被敌军俘虏和使用。

用于轰击/移动/准备大炮的友棋不能用于任何其他行动。



射手

射手具有特殊性。它们能移动

或射击，或者既移动又射击。

射手可以任意移动2格而不攻击

（如果是这样，就不能移动2格

并落在敌人身上），可以移动1

格并攻击最多1个紧邻的方格。

也可以静止不动，并攻击距其

最多2格的地方。

当射手射击时，通常可以越过

棋子射击。不过，射手不能跳

过其他棋子。

它们的移动和攻击始终只能任选其一（比如，它们可以移动1格并

什么也不做。除非落在敌方身上，否则任何棋子都不必执行攻

击）。

    攻击      防御 

士兵

士兵只能向任何方向移动1格，自动攻击落子的方格。

不过，也可以把士兵倒置（或用其他方式做标记），表示其处于

防御态势。射手不能越过处于防御态势的士兵进行射击，而必须

把防御的士兵射死。

骑兵也不能跳过防御的士兵，如果骑兵棋子试图跳过防御的士

兵，那么两枚棋子都要提出盘外（它们互相残杀，同归于尽）。



士兵改为防御或攻击态势时，要用去一次行动。处于防御态势的

士兵不能移动。士兵可以从防御态势改换成攻击态势，然后攻

击，反之亦然（先攻击然后改换成防御态势），前提是处于控制

状态的棋手有移动和改换状态所需的足够行动次数。

刺客部分见“刺客”任选规则详述。

移动、吃掉敌方棋子和一般规则

* 除大炮外的棋子落在敌方棋子占据的格子上时，它必须对敌方

棋子运用其攻击力量。

* 一枚可以对紧邻格子上的敌人发起攻击的棋子，不需要在攻击

敌方棋子后移动到紧邻的格子。

* 任何时候骑兵落在防御士兵棋子上，都会导致两颗棋子立即被

提出盘外（每位处于控制状态的棋手赢得相应的分数）。

* 统帅棋子在一轮结束前不能被提出盘外。

* 普通棋子（骑兵、大炮/弩炮、士兵、射手和刺客）遭到攻击

后，在受到攻击的回合中，被视为死亡，且提出盘外。

举例：

挑战方攻击对抗方的射手和国王。射手被立即提出盘外，但对抗

方把国王一直留在棋盘上，直至该轮结束（当对抗方的回合结束

时）。

* 每位棋手可以宣布的行动次数等于其在棋盘上的统帅棋子数。

* 每次行动用于移动/操作每一枚名称各异的棋子。

举例：

挑战方有2个将军和1个国王，因此有三次行动。

挑战方决定只用3次行动中的2次：

第一次行动



将射手移动1格，并用1次行动攻击紧邻方格中的一个敌方士兵

（按照规则），

第二次行动

将骑兵移动2格进行攻击，并杀死对抗方的1名士兵。

挑战方还剩下1次行动，但决定不使用该行动。

* 攻击前必须始终移动。例如：射手攻击前必须先移动，骑兵、

将军、士兵（移动是其攻击的组成部分）等都必须如此。

* 正如大炮/弩炮和士兵棋子部分所述：未就绪的棋子（如士兵或

大炮/弩炮），移动前必须首先处于就绪状态。

* 让棋子处于就绪状态需要用掉1次行动。

* 棋手不会因为到达对手那边的棋盘而获得任何奖励。

* 只要地形和棋子允许，棋子就可以向任何方向移动。

* 始终由挑战方走一轮中的第一个回合。

短棋盘

   

* 短棋盘有一些细微的例外规定：

* 刺客规则不得用于短棋盘。

* 每位棋手每个回合有2次行动。将军被消灭时，棋局结束。在其

他方面，短棋盘的规则与长棋盘相同（举例：始终由挑战方开

局，棋盘上不需要真正标上数字等等）。



第3章

棋盘

虎棋可以用16x16图线棋盘上的直线交叉点，或用17x17方
格棋盘上的方格来玩。如果您玩短局，可以隔出一块9x9的区域

（9x9方格或9x9交叉点）。

所用的每一行和每一列分别标上1-17。从纵到横。从对抗方到挑

战方。

棋盘上的每个位置有一个相应的数字。数字不需要在棋盘上标

出，可以是想象的。编号仅用于协助棋盘布子和记录棋步。

纵17乘横17是最靠近挑战方右边的方格或交叉点。

纵1乘横1是最靠近对抗方右边的方格或交叉点。

后面列出了两张图，说明图线棋盘和方格棋盘的编号方式：



图线棋盘示例

对抗方--------------------------------------------挑战方



方格棋盘示例

对抗方---------------------------------------------挑战方



下短局时，棋盘的9x9部分也按同样的方式编号（从纵到横，从对

抗方到挑战方）。这里是一个短棋盘所用编号的例子。

短棋盘图线示例

对抗方 --------------------------------------------挑战方

短局方格棋盘看上去差不多，不过它是9x9方格。关键是使用一个

有9x9点的下棋表面。

您一旦选择了棋局的长度（短局或长局），您就必须选择是否使

用地形！



第4章

任选规则：地形

就像此棋局一样，在真实的战争中，地形影响到部队的移动。此

棋局有水域、森林和高地。

水域地形 

                     或

            

（只要是蓝色标记就行）

任何棋子穿过一个标为“水域”的格子，其移动就要减掉1格（最

少移动步数为1格）。

此外，大炮/弩炮必须有3枚紧邻棋子才能向前移动，而不是仅靠2

枚紧邻棋子。

因为每枚射手棋子最少移动1步，所以射手可以穿过水域移动1

格，并朝任何方向射击1格。他们不必使用全部移动能力。

森林地形

                     或         

（只要是绿色标记就行）

射手向标为“森林”（或“树”）的格子射击，在攻击距离上要

减掉1格。国王/王后和大炮/弩炮等其他棋子，没有此类限制。



如果射手处于“树/森林”位置的边缘，并从“森林/树”位置向

外射击，则射手可以射击两格。但是，如果该射手是向标

为“树”的方格射击，那么该射手只能射击紧邻的一格，而不是2

格。

高地地形

这一任选规则可在锦标赛或使用任何一种棋盘的随意游戏中使

用。唯一的限制如下：

* 格子必须有清晰的标记或显示

* 在锦标赛中，两位棋手必须在对称的棋盘上下棋，或必须交换

回合（每边机会相等）。

如有必要，可以用一个大箭头表示大片格子为高地地形。如果一

个格子或小部分区域为高地，则用单个箭头表示每个格子。

* 箭头的方向表示哪里是高地，哪里是低地。

* 箭头始终指向下坡。

* 逆箭头方向笔直或横向前进是上山。

* 顺箭头方向笔直或横向前进是下山。

* 顺箭头方向横向前进不产生移动变化。

* 如果棋子越过一个做了标记的格子，并向山上移动，那么棋子

的移动要减掉1格，最少移动步数为1格（与“水域”地形的情形

相仿）。

* 如果棋子越过一个做了标记的格子，并向山下走，则该棋子可

以向相应的方向多移动1格（与箭头方向呈对角线或笔直沿箭头方

向）。

高地规则若干示例：

* 向棋盘中心移动时，您是在下山；离开棋盘中心时，您是在上

山。

* 棋盘的一侧视为上坡，另一侧视为下坡。

* 由至少两个箭头组成的区块表示上坡和下坡的方向。箭头的位

置可能会指向对角线（这时，从对角到对角的箭头在棋手看来呈

横向或纵向）。



以下示例表示使用水域和森林地形时的棋盘外观。这些棋盘获准

在锦标赛中使用：



对抗方 --------------------------------------------挑战方



对抗方 --------------------------------------------挑战方



对抗方 --------------------------------------------挑战方



对抗方 --------------------------------------------挑战方



对抗方 --------------------------------------------挑战方



对抗方 --------------------------------------------挑战方

（是的，您可以把短棋盘上放置森林的角折叠起来）



第5章

棋盘布子

有两种布子策略：

攻击策略

防御策略

不管棋手是挑战方、对抗方，也不管棋手执有国王或王后，每位

棋手都可以选择最符合自己下棋风格的策略。棋手可以自行选择

用哪种策略与国王或王后组合。

以下是每种策略的棋盘布子示例。两种策略在这两个例子中都得

到说明。只是要记住，不论对手采取何种策略，棋手都可以采取

攻击或防御策略。为清晰起见，这些示例用方格棋盘呈现，并适

用于短棋盘和长棋盘。

举例：

如果对抗方采取攻击策略，挑战方也可以采取攻击策略。

如果对抗方采取攻击策略，挑战方可以采取防御策略。

如果对抗方采取防御策略，挑战方可以采取攻击策略。

如果对抗方采取防御策略，挑战方也可以采取防御策略。

图例：

A = 射手

S = 士兵

G = 将军

C = 大炮

H = 骑兵

K = 国王

Q = 王后



长局方格棋盘布子示例

对抗方 --------------------------------------------挑战方

（防御策略与王后组合）-----------（攻击策略与国王组合）



短局方格棋盘布子示例

对抗方 --------------------------------------------挑战方

（防御策略）-------------------------------（攻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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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选规则：刺客



刺客棋子对所有参赛棋手都是一颗危险的棋子。运用任选的刺客

规则时，双方棋手应该不仅仅懂得棋局的初步层面，因为他们不

仅需要在棋盘上不出现有形的刺客棋子的前提下下棋，而且还必

须了解刺客的移动，如何看懂纵/横符号，另外还要靠一点运气。

运用刺客规则下棋时，棋手可以选择放弃使用刺客。这样做，唯

一的好处是：他们不必在刺客的移动上用掉行动次数，并且既然

没有刺客棋子，对手也无从俘虏刺客。

必须在双方棋手同意使用该任选规则的前提下，棋手才能使用刺

客（这包括锦标赛。锦标赛不能强迫棋手在下棋时运用刺客规

则）。

如果一位棋手使用刺客，那么他们必须在一旁保留一张不透明的

纸和笔或其他书写表面。

棋手必须始终标出每个回合的经过。

每次棋手移动或使用刺客，该棋手必须记下这步棋以及移动/使用

刺客棋子的回合。

记录工作必须一目了然，不过棋手只能在棋局结束或刺客暴露时

向对手出示这些记录。

刺客必须在棋局伊始在该棋手的起始行开始，但不能在被一枚棋

子占用的格子中开始。

* 刺客可向任何方向最多移动3格。

* 刺客可向任何方向最多攻击1格。必须清晰地说明该攻击来自刺

客，且必须记录在刺客的棋步记录中。

* 刺客棋子在使用（移动和/或攻击）时，棋手必须用掉1次行

动。

* 刺客在攻击时不需要披露其位置，但是如果它吃掉统帅棋子， 

棋手就必须披露刺客的位置。

* 当刺客吃掉一枚敌方棋子时，刺客在一个整轮中不能被移动或

采取任何行动。

* 任何敌方棋子都可以用1次行动来搜查刺客棋子。如果刺客处于

搜查棋子1个方格（任何方向）范围内，该行动就会披露刺客的位

置。搜查刺客的棋手应记下搜查的回合，以及棋局结束时所有周

围位置。搜查刺客的棋子在该轮不得执行任何其他行动，除非它

披露了刺客的位置。如果搜查棋子有攻击能力（即身边有两枚友



棋的大炮，或尚未攻击的任何棋子），搜查棋子可以立即以自由

行动吃掉刺客。

* 如果刺客的方位被披露，且其占据的位置已为敌人所占据，则

刺客被立即吃掉。如果刺客占据的位置被刺客的友棋所占据，那

么该友棋也要提出盘外。任一方棋手都不会因为该友棋得分（不

过刺客照常提供分数）。

* 如果在任何时候发现一方棋手在使用刺客时作弊，那么作弊者

不仅自动输掉该棋局，而且还获得相当于最高分值的负分（-

60）。获胜棋手自动赢得最高分值（60）。

同样，如果一方棋手作弊，给人以刺客棋手作弊的假象，那么将

按照等同于刺客棋手所受损失，处罚该棋手。

* 在锦标赛中，如果发现一名棋手多次作弊，那么该棋手将立即

被逐出锦标赛，并且有可能不得参加将来的所有锦标赛（锦标赛

裁判将面临双倍惩罚）。

为此，裁判获准在比赛过程中自行保持刺客棋子的记录，确保刺

客棋子得到正确运用。

* 刺客棋子被暴露、吃掉或棋局结束时，使用刺客的棋手必须立

即提供其在棋局进行过程中所做的有关刺客的全部记录。



第7章

任选规则：记分板

如果您使用记分板（如一张纸、图钉/孔板，抑或在手指上系带

子），那么有某些标准涵盖所有形式的记分板。

每块板、卡片等从左到右按四个纵列编号：S1、S2、S3和S4。如

果在手指上系带子（计分纵列A）：

* 左手小指代表S1的末行。

* 左手无名指代表S1的倒数第二行。

* 左手中指代表S1的第二行。

* 左手食指代表S1的顶行。

* 左手拇指代表S2。
* 右手拇指代表S3。
* 右手食指代表S4的顶行。

* 右手中指代表S4的第二行。

* 右手无名指是S4的倒数第二行。

* 右手小指是S4的末行。

如果您用这个方法，请记住用彩线、彩带或彩环！

如果下长局，并使用记分板，那么所用的记分板要有四个纵列，

每个纵列有五个圈或孔。这称为记分纵列B（记分卡B或记分板

B）。末行供选用，通常用黑色，上面四行全部为蓝色。这是因为

末行是供选用的。

如果下短局，并使用记分板，那么所用的记分板包含四个纵列，

最左边的一列和最右边的一列（S1和S4）均包含四行，每行一个

圆圈。中间的两列（S2和S3）只有顶行分别有一个圆圈。在彩色

打印稿上，S1为蓝色，S2为橙色/红色，S3为深绿色，S4为黑色。

这称为记分纵列A（或记分卡A或记分板A）。



记分卡A

------蓝---------橙----------绿--------------黑------



记分卡B

上面四行是蓝色

末行是黑色



用记分卡/记分板（抑或手指！）计分

纵列S1表示1到4分，从顶行到末行计分。当您得到第一分时，您

把一个记分器放在S1的顶行分槽中。然后，您把记分器向该纵列

下方移动，记入分数。当您得到五分时，您从S1取下记分器，放

到S2的顶行位置。当您得到另一个第5分时，您把记分器从S2的顶
行向下移动一个位置。如果您无法把记分器进一步向下移动，则

把它移到下一个纵列（S3）。如果S3没有位置了，也用同样的方

法，把记分器移到S4的顶行。

举例：

汤米和珍用短棋盘下棋，他们用图钉卡记分。汤米在S1的末行有

一个图钉，S2的顶行有一个图钉。他共有9分。如果再赢1分，就

要从S1和S2取下图钉，并在S3放一个图钉！

珍在S1末行有一个图钉，S2有一个图钉，S3有一个图钉。她共有

29分！ 如果再赢1分，她将从S1、S2和S3取下图钉，并在S4的顶
行放一个图钉！

您可以一直这样记下去，直至每个纵列的最高分槽都有1个记分

器，总计达到79分。

“记分纵列A”的分值

纵列 最高分数

S1 4

S2 5

S3 10

S4 60

总分值  ..................  79



记分纵列B的原理与记分纵列A相同，不同之处在于S2和S3有更多

的图钉/位置，而且还有一个任选行！

“记分纵列B”分值

纵列 最高分数|有任选行

S1 4 | 5

S2 20 | 30

S3 100 | 180

S4 600 | 1080

总分值 724

有任选行 1,295



第8章

任选规则：记分板 - 复合分

如果您真的想下一场长局赛，可以用复合分规则！

问：什么是复合分规则？

答：所谓复合分，就是您可以累积记分板上所能记下的分数，记

分纵列B总计有65,535分，记分纵列A总计有483分!

问：您如何计算复合分？

答：首先，您需要给您选用的记分纵列上的每个分槽配一个记分

器。其次，当您达到某个纵列的最高值分槽时（比如S1列的末行

分槽）时，您把计分器留在那里，再从记分簿的开头开始记数，

直至达到该纵列的第二个最高值分槽。

您一直这么做下去，直到该纵列的每一个分槽上都有一个记分

器，然后再进入下一纵列。只有在这时，当您进入下一纵列时，

您才把前一纵列分槽上的记分器取下来。从这里起步，重头再来

一遍。

这能大幅度地累积您所能记录的分值。

“记分纵列A”的分值

纵列 最高分数

S1 10

S2 11

S3 22

S4 440

总分值  .................  483



“记分纵列B”分值

纵列 最高分数

（*使用末行）

S1 15

S2 240

S3 3,840

S4 61,440

总分值 65,535

（*由于您运用复合分规则，所以假定您使用任选末行。）

这种记分方法把您之前下过的所有棋局都算进一个标准分，因而

可以把棋局拖得很长！ 这种做法最适合喜欢累计过去输赢的家

人、多年好友或对手。



第9章

棋子的分值

现在您已经学会如何记分了，下面列出棋手吃掉敌人棋子时所能

赢得的分数。

给出的第一张清单，是不运用刺客规则的棋局。给出的第二张清

单，是运用任选刺客规则的棋局。

每个棋子的分值

不用刺客规则的棋子分值

士兵和射手....................... 1分

大炮/弩炮........................ 3分

骑兵............................. 3分

统帅棋（将军/国王/王后）......... 8分

运用刺客规则的棋子分值

士兵和射手....................... 1分

大炮/弩炮........................ 2分

骑兵............................. 3分

刺

客...............................

5分

统帅棋（将军/国王/王后）......... 7分

这样长局的总分值可达60分，短局的总分值可达16分。



第10章

锦标赛段位

锦标赛段位和规则看似简单，实则复杂。

锦标赛中始终记录两个分值：

* 段位分（确定棋手段位的分数）。

* 棋局分（确定谁在棋局中获胜的分数）。

让子数始终应用于棋局分值，但绝不应用于段位分值。

每场比赛下四局。这样做保证了两件事情：

* 靠棋手技能定胜负，而非运气（示例：棋手在第三场比赛中意

外走出一着获胜的棋步，使他赢得了2/1胜利）。

* 采用平衡的局数，可以更准确地调整棋手的段位：两名棋手均

以挑战者身份开始2局比赛，双数局（4局）的分差有助于为将来

的比赛确定模棱两可的段位。

由于棋局分值根据让子数加以调整，但段位分值不根据让子数加

以调整，所以即使棋手在技术上输掉了比赛（由于对手的段

位），其段位也有可能上升。

这是为了确保锦标赛裁判能尽量把段位相同的棋手配对比赛，因

为把段位高得多的棋手与段位低得多的棋手对弈，如果段位高的

棋手输棋，会很难堪。



计算段位分值

计算棋局的段位分值时，裁判取两名棋手在该局得到的总分，并

把总分相加，产生该局的总计得分。

裁判接着确定棋手所得分数的百分比，方法是用棋手的个人得分

除以总计得分的值。这称为百分比分数。

裁判记下棋手在该场比赛中四局棋每一局的百分比分数。只有当

其中一名棋手在该场比赛的4局棋中有3局获胜时，才会互相对比

这些百分比值。

裁判接着（分别）把每位棋手的3局百分比分数相加，并除以3，

得出每位棋手3局的平均百分比分数。如果获胜棋手所有4局全

胜，则将所有4局的百分比分数相加，并处以4，得出每位棋手在

所有4局中的平均百分比分数。

记住，您只能把棋手的百分比分数与他/她自己在3局或4局中的平

均百分比分数相加，您不能把两名棋手的百分比分数相加，这样

做就失去意义了。

然后，裁判把每位棋手的平均百分比分数与以下规定对比：

* 如果两位棋手的个人平均百分比分数是所得分数的40-59%，那

么他们是段位相当的棋手。

* 如果负者的个人平均百分比分数是所得分数的20-39%，则要将

该棋手转低一段，而如果胜者的个人平均百分比分数是所得分数

的60-79%，则要将该棋手转高一段，且大炮/弩炮只能为胜者的棋

局分值提供1分（只有胜者吃掉的大炮/弩炮棋子受到这样的影

响，且仅仅影响到棋局分值）。

* 如果负者的个人平均百分比分数是所得分数的0-19%，则要将该

棋手转低两段，且该负者在所有被俘获的棋子上都会获得 +1让子

分。如果胜者的个人平均百分比分数是所得分数的80-95%，则要

将该棋手转高两段，且骑兵只能为胜者的棋局分值提供1分（只有

胜者吃掉的骑兵棋子受到这样的影响，且仅仅影响到棋局分

值）。



* 如果胜者的个人平均百分比分数是所得分数的96-100%，则要将

该棋手转高三段，且该比赛从让子角度来看属于配对不当，统帅

棋子只能为胜者的棋局分值提供5分（只有胜者吃掉的统帅棋子受

到这样的影响，且仅仅影响到棋局分值）。



决定段位转换

决定每位棋手段位转换的方法是把该棋手的比赛与棋手后四位对

手中的三位对比。转换段位的增进是相对于棋手的当前段位而言

的。

如果棋手按同样的步调与同样的相关段位对弈，那么棋手的转换

段位就变成其新的当前段位。

如果棋手按其当前段位比赛，那么其段位保持不变，且其转换段

位被放弃。

举例：

棋手甲打败棋手乙，且以3段的转换段位告终，而棋手乙以1段的

转换段位告终。比赛前两位棋手的当前段位都是2段。

棋手甲又接着打了4场比赛，成绩如下：

第1场：输给一位3段棋手1场比赛，转换段位降低1段。

第2场：赢了一位3段棋手1场比赛，转换段位增进3段。

第3场：输给一位5段棋手1场比赛，转换段位没有降低2段。

第4场：赢了一位4段棋手1场比赛，但转换段位降低1。

第1场比赛的结果和棋手甲与棋手乙间最初比赛的结果相互抵消。

第2场比赛使棋手甲与另一位3段棋手对弈时获得了+2的转换段位

（也就是说棋手甲的水平相当于比3段棋手高2段）。

在第3场比赛中与5段棋手对弈时，棋手甲得到了-2的转换段位，

也就是说棋手甲的水平相当于比5段棋手低2段或更多。

在第4场比赛中与4段棋手对弈时，棋手甲在所得棋局分上赢了，

但在百分比分数上输了，因此棋手甲与4段棋手对弈时得到了-1的

转换段位。

由于第4场比赛说棋手甲的水平相当于3段，第5场比赛说棋手甲的

水平相当于3段或更低段位，且第2场比赛是一场有利于棋手甲的

完全错配的比赛（让棋手甲得到了+3的段位增进），因此，棋手

甲的段位上升1段，从2段升到3段。

虽然棋手甲在随后的四场比赛中输掉了与3段棋手对弈的第1场比

赛，但接下来的3场比赛都获胜了，所有这些表明，棋手甲的水平

优于2段，但不如4段。

由于这些棋局，棋手甲的新段位立即调整为3段。



不过棋手乙的比赛不太跌宕起伏，每场比赛都表明他/她是2段，

不高也不低。

（棋局分值不分胜负的锦标赛冠军需对比该锦标赛的输赢记录。

如果仍然不分胜负，则要下决胜局，直到按分值决出胜负）。



棋局分

如前所述，段位分与棋局分分开记录，因为段位分决定段位，而

棋局分则通过运用让子，决定谁赢得比赛。

总计棋局分要加上或减去以下让子数，同时进行棋手在棋局结束

计算段位分值时可能获得的任何适用的让子分调整（参见计算段

位分值部分）。

该表对比了对弈棋手的段位，然后对总计棋局分进行相应的让子

调整。对弈棋手段位差距在3个段位以内的，不使用该表。

长棋盘锦标赛让子指南

     低段位         段位           高段位

      棋手          差距            棋手

      + 0分 4 - 4分

      + 6分 5 - 8分

      +12分 6 -12分

      +18分 7 -16分

      +24分 8+ -20分

锦标赛设有固定的棋局分值，用于确定比赛胜利和锦标赛冠军

（在锦标赛进行前决定棋局分值）。锦标赛冠军的平局按分值决

定。

比赛胜利不能设为181分以下或240分以上（不过被让子的棋手仍

有可能以181分在第3局的比赛中获胜）。

作弊和替代棋手：

如果作弊者被抓到，那么该作弊者将被逐出锦标赛，并以相当于

该局比赛最高分的负分值自动输掉该局（长棋盘为每局-60分，每

场比赛-240分），如果发现作弊者是屡犯，那么就会被逐出锦标

赛，并记录在案，很可能不得参加将来的所有锦标赛。

对手自动以最高分值赢得该局胜利，但并未以最高分值赢得该场

比赛。必须给胜者配一个段位相当的新棋手，重下该场比赛。新

棋手称为替代棋手。如果替代棋手已经在锦标赛中赛完并获胜，

或已经赛完并输了，那么该局不计入其锦标赛得分。该得分只适

用于曾与作弊者对弈的棋手。

在此情况下，如果替代棋手已经取得下一级比赛的参赛资格，但

输给了曾与作弊者对弈的棋手，那么两位棋手仍会进入下一级



（因为该局比赛不影响替代棋手的锦标赛段位）。

同样，如果某级比赛配对不均（剩下一名棋手没有对手），那么

应该选出一位段位相当的替代棋手，与该棋手对弈。



短棋盘锦标赛规则：

短棋盘锦标赛的规则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短棋盘棋局的最高

分值是16分（1个将军 - 8分，1个大炮/弩炮 - 3分，任意两个和

三个射手与士兵组合即5个棋子 - 5分，总计16分）。

因此，任何最高棋局判分都应比照该16分，依据长棋盘的60分值

加以调整。就短棋盘比赛而言，技术性胜利的最低分值不得设为

49分以下或64分以上（而非长棋盘的181和240分）。

由于这些分数调整，让子指南也必须加以调整：

短棋盘锦标赛让子指南

     低段位         段位           高段位

      棋手          差距            棋手

      + 0分 4 - 1分

      + 1分 5 - 2分

      + 2分 6 - 3分

      + 4分 7 - 4分

      + 6分 8+ - 5分

如果您注意的话，会发现让子值的分数调整与长棋盘保持相同的

纵横比。所有提及分值的其他各处应按如上所示调整，以适应相

应棋局的需要（无论是长棋盘还是短棋盘），在其他方面，锦标

赛规则本身是相同的。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出于种种原因，长棋盘和短棋盘锦标赛

的段位必须分开。其中的若干原因包括：棋手可能擅长一种形式

的比赛，而不擅长另一种形式，分值不同，以及并非所有棋手都

会参加两种形式的比赛。



第11章

有关危境的澄清说明

危境在每个回合结束时得到界定。这个词可用于任何棋子，不过

只有在用于统帅棋子时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在一名棋手的回合结束时，该棋手的行动不得导致其统帅棋子之

一陷于危境。

有一个例外：由于挑战方先行于对抗方，且被“吃掉”的统帅棋

子一直留到该轮结束之时，这时挑战方的统帅棋可走进能杀死对

抗方统帅棋子的范围，即使它会因为处于对抗方统帅棋子所造成

的危境中而被杀。不过，在此情形下，对抗方的统帅棋子必须是

会将挑战方统帅棋子置于危境的唯一棋子。

 

这是为了防止自杀的国王统领战场。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统帅棋子必须走出危境。如果统帅棋子被置

于危境，没有规定统帅棋子必须走出危境。

此外，统帅棋子不得仅仅为了搜查和暴露刺客而步入危境。如果

对试图搜查刺客后统帅棋子是否仍处于危境有疑问，那么在确定

能否暴露刺客棋子之前，必须根据规则决定危境。如果移动和搜

查是不合法的，刺客棋子就仍处于隐蔽状态。

如果棋手只剩下不合法的棋步，那么棋局立即结束，并计算分数

（如果适用）。



合法棋步

例1

在例1中，对抗方在顶部，挑战方在底部。挑战方移动其统帅棋

子，杀掉对抗方的将军和两枚骑兵。如果例1导致例2，例1就是合

法的，因为，正如您看到的那样，能将挑战方统帅棋子置于危境

的唯一棋子是对抗方垂死的将军。

例2

对抗方对其将军什么也不做也同样是合法的，但是如果挑战方在

进入危境后没有发起攻击就不合法。



例3

正如您能看到的那样，挑战方移动两枚骑兵，置对抗方的将军于

危境。对抗方所能走的唯一合法棋步是：把将军向后移动或什么

也不做。如果对抗方用将军攻击骑兵，那么他将故意置自己于危

境。如果将军什么也不做，那么只能假定对抗方是在运用额外的

行动确保胜利或安全。其要旨是，在实际作战中，被俘的将军会

被监禁，但会活着。同时，杀死骑兵的将军极有可能在复仇中被

杀，而不是被俘。这样的棋步会是“自杀式棋步”。



不合法的棋步

例4

这是挑战方下的不合法棋步。尽管挑战方可以杀掉对抗方的将

军，但挑战方的两枚统帅棋子都会被杀。一个被将军杀掉，一个

被活着的骑兵杀掉。这是“自杀式棋步”，是不允许的。

例5

在例5中，我们看到挑战方把国王移动到骑兵旁边，以便搜查隐身

的刺客（用X标出）。因为挑战方不知道刺客在哪里，所以用国王

杀掉骑兵，是合法的棋步。但是，用国王搜查刺客，则是不合法

的棋步，原因是骑兵正置国王于危境。记住：隐身的刺客不会置

敌方棋子于危境。它们可以吃掉敌方棋子，但是此刻必须被披露

位置才能置敌方棋子于危境。



结语

全部规则都在这里了（据我所知）。因此，凡是本手册中没有的

规则，就都不存在！

举例：本手册没有规定，棋手在移动棋子后，手离开棋子时，该

棋手的回合就结束了。实际上，本手册没有规定，一旦棋子被移

动，且棋手的手离开棋子后，就不能把该棋子移回到它的起步位

置。

实际上，当棋手宣布自己的回合结束，或计时器到了规定的时间

（允许使用计时器，尤其是在锦标赛中）时，棋手的回合才结

束。没有别的规定。

可以始终把棋子移回到回合开始期间的起步位置，只要棋手尚未

结束其回合，就可以移动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祝你下棋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