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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设计：Dean N.Essig
汉语翻译：无趣无聊

介绍
OCS 系列是用于模拟 1900 年至
1950 年代中期的战役等级战斗。
该系列的着眼点在于，用简单的
手工推演，来还原当时的复杂的
历史战事。

I 游戏地图

某个特定格子，另一种则是以抽
象的方式代表地图外的某个地点。
⚫ 使用特定格存放格，是为了减
轻地图上算子堆叠的压力。在
这类存放格内的单位，就是在
地图上的单位。

地图描绘的是战役所发生的地区。 ⚫ 而地图外的存放格，其存放的
最好把地图压在树脂玻璃板下，
单位数量，不受堆叠规则限制，
以保护你的游戏现场。
专属规则中会界定这些存放格
属于哪一方，以及单位在存放
A.网格编号系统。每一个网格，
格与地图之间如何移动。在这
根据其所在的行和列，都有一个
些存放格内也不会发生战斗。
独立的四位编号。如果游戏需要
用到的地图不止一张的话，则每
张地图都有一个字母来区分。这
样，每个格子的编号前，会加上
地图的字母。如 B10.10 就代表地
图 B 的 10.10 格。小数点前的代表
格子的所处的列数，计数方法是
从左向右数。而小数点之后的数
字为该行中从下往上数的某一格
子。并不是每个格子上编号都会
写在地图上。每五个格子会标记
一个（**.05,**.10,**.15）
。所以呢，
如果要找 29.17 格，
就要先找**.15
行，然后再找 29.**列，最后在向
上数 2 格，就是 29.17 格了。
B.地图边界格子。至少有半格出现
在地图上的，才是可以用于推演
的格子。

II 算子
仔细的从算子版上摁下，或者切
下算子，按照归属，兵种和编制
分类放置，以便于初始设定使用。
关于各类的算子和标志的描述说
明，见 3.0。

III 规则
OCS 系列的每作都会包括一本系
列规则和一本专属规则。系列规
则适用于系列中所有的作品。而
专属规则中则包括专门对应于本
作的特殊规则，剧情，和初始设
定信息等。

C.地图外移动。除非有特别说明之
A.架构。规则有多个章节和事例
外，单位不可移出地图后再次进
构成。每一个章节都讨论一项主
入地图，也不可在地图以外移动。
要的规则；而每个章节中的段落，
被迫移出地图的单位直接被消灭。
这是在讨论一个事例。如：6.2 即
D.回合记录。在地图或者是游戏
为第 6 章的第 2 个事例。某些事
辅助卡上会有回合记录条。每一
例会包括多种情况。每种情况都
格代表一个回合。（见 2.1）
以一个字母标示，如 6.2a，6.2b，
等等。
E.天气记录。以该条来记录当前的
天气情况。
B 重复。某些规则会在其他的章节
中重复出现。这是因为作者认为
F.存放格（Holding Boxes）
。存放格
需要在该章节中，再次说明。
分两种：一种就是代表地图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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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初始设定
专属规则中，会包含各个剧情初
始设定的相关信息。以下的设定
规则是通用的（除有例外声明的）
：
a) “w/i X”指将该单位或堆叠设
定在某个格子或者是该格的 X
格范围内。堆叠可以在上述的
多个格子内分散部署（包括以
拆分团部署）
。
b) 地面单位设定时，模式可任意
选择（例外：设定在敌方战斗
单位旁边的单位，不可使用预
备模式和战略模式）
。
c) 补给点（SPs）和运输点设置在
同一格子内的，补给点可以是
被装载状态也可以是被卸载状
态。运输点和补给点不在同一
格的，则运输点总是处于卸载
状态（除非剧本中有特别声明
的）
。
d) 编制内车辆（Organic Trucks）
只有在剧情特别设定时，才会
在开始时处于装载状态（但是，
如果它们和 SPs 堆叠在同一格
的，可以通过上述规则 C，而
变成装载状态）
。
e) 飞机在开始时始终处于活跃状
态。
f) 单位在游戏开始时，不可处于
超堆叠的状态。
g) 单位开始时，军力通常是完整
的。
h) 当符号“
（inclusive）
”随着边界
设定出现，则该单位可以设定
在包括边界线内的，指定区域
间的任意位置。
i) 单位不可设置在其通过正常移
动无法进入的格子。
j) 单 位， 编队标 志（ Formation
markers）和 HQ 在开始时，总
是处于
“燃料未补给”的状态。
k) 使用索引卡来建立地图外区域，
以存放双方的阵亡单位堆和增

援单位。

突围环节
移动环节

1.0 比例
OCS 系列的算子规模是连级到师
级。每格通常代表 5 英里，但是
有时可以下降到 2.5 英里（视剧情
和行动人员密度而定）。一个游戏
回合的时间跨度为 1/2 周，也可
能下降到 1/4 周（在 2.5 英里每格
的情况下）
。

空/海军射击环节
（不包括火炮射击）
 补给阶段
 反应阶段
（非当前玩家）
移动环节
射击环节

2.0 推演流程
2.1 游戏回合
一个游戏回合中，包含
着一系列的阶段，各个
阶段的执行顺序，就是
推演流程。一个游戏回合中，包
括了两个玩家回合，每个玩家一
个回合。我们称正在进行己方玩
家回合的玩家，为“当前”玩家
（Phasing Player）
。而对方则是“非
当前”玩家。
一个玩家回合包括了下列的一系
列步骤。每一个步骤中，都可能
包括了一方玩家的行动（当前或
非当前）。在第二个玩家回合都结
束后，将回合标志前移一格。并
再次重复上述流程。推演过程中
的流程必须严格按照顺序进行。

 战斗阶段
火炮射击环节
（不包括空/海军射击）
战斗环节
 进击阶段
移动环节
射击环节
战斗环节
 清理阶段

⚫ 后手玩家，玩家回合
 重复上述内容。

⚫ 回合结束

2.2 推演流程概述

2.3 推演流程详述

⚫ 准备阶段

⚫ 准备阶段

 天气判定

 天气判定环节

 先手玩家判定

任一玩家掷骰以判定天气，该天
气在整个游戏回合内都有效。

⚫ 先手玩家，玩家回合
 飞机整备阶段
 增援阶段
 移动阶段

 先手玩家判定
双方玩家各掷两骰。骰值高的玩
家可以选择是先手还是后手。骰
值相等则重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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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手玩家，玩家回合

当前玩家整备其不活跃的飞机。
每个需要整备的基地消耗 1T。基
地可以整备的飞机单位数量上限
为该基地等级的 2 倍。如果空军
基地位于敌方 ZOC 内（未被抵消
的话）
，则无法进行整备。

当前玩家必须在可能的情况下，
把单位的部队储备（internal stocks）
补满（可能是低下状态可能是耗
尽状态）。之后要确定，当前玩家
的哪些单位是位于补给线上的。
而那些没有在补给线上的单位，
要么使用地图上的补给，要么就
要被放置“断补”标记（Out of
Supply）并检定损耗（Attrition）。

 增援阶段

 反应阶段

当 前 玩 家 根 据 到 达 表 （ Arrival
Schedules）的安排，在进入点放
置新入场的单位。他掷骰并查阅
补给表（Supply Table）以确定新
进场的 SP，并将它们放置在地图
上。他掷骰并查阅可变增援表
（ Variable Reinforcement Table ）
（有时叫后备表），将产生的后备
单位放置在地图上。当前玩家还
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单位重建（Unit
Rebuilds），和/或单位合并（Unit
Consolidations）
。

非当前玩家可以移动舰船和飞机，
以及释放预备模式。他可以销毁
补给堆，但是不可以进行其他的
破坏或建造行动。释放预备模式
的战斗单位可以移动（以 1/2 的
MA）和突袭。在整个阶段，非当
前玩家活跃状态的飞机都可以执
行任务：在移动环节可以执行空
中扫荡（Fighter Sweeps），低空扫
射
（Hip Shoots）和空中运输任务；
在射击环节可以进行射击任务
（该射击环节中，舰船和火炮也
可以执行射击任务）
。该阶段没有
战斗环节。

⚫ 回合结束

 战斗阶段

3) 双方玩家不可在地面，水面，
或者空中发起有进攻或掠夺倾
向的行动。

 飞机整备阶段

 移动阶段
当前单位可以让其任何数量的没
有补给线的单位“突围”
（Breakout）。然后可以单个或堆
叠的形式，移动其地面单位和舰
船，每个单位在开始移动前，可
以切换模式（只能在主动可选模
式中选择）
。移动会受到单位模式，
补给，和敌方单位的影响。移动
过程中，战斗单位可以实施突袭
（Overrun）
（一种在移动中实施的
特殊攻击方式）
。本阶段中，单位
可以消灭或破坏补给堆和设施，
或建造及升级空军基地（Air Bases）
和环形工事（Hedgehogs）。单位
和补给可以通过铁路或者海运来
移动。在整个移动阶段中，当前
玩家活跃状态的空中单位都可以
执行任务：在移动环节可以执行
空中扫荡（Fighter Sweeps）
，低空
扫射（Hip Shoots）和空中运输任
务；在射击环节可以进行射击任
务（该环节中，舰船也可以执行
射击任务）
。
 补给阶段

当前玩家首先结算火炮射击。然
后他的战斗单位可以发起进攻，
但要受到模式，补给，和地形的
限制。战斗结果可能会使单位发
生推进，撤退，以及模式改变。
 进击阶段
当前玩家可以用释放预备模式的
单位（以完整的 MA）和进击模式
单位（1/2MA），来移动和战斗。
他可以销毁补给堆，但是不可以
进行其它的建造行动。在整个阶
段，当前玩家活跃状态的飞机都
可以执行任务：在移动环节可以
执行空中扫荡（Fighter Sweeps）
，
低空扫射（Hip Shoots）和空中运
输任务；在射击环节可以进行射
击任务（该射击环节中，舰船和
火炮也可以执行射击任务）
。在进
击阶段的最后，就是战斗环节，
符合条件的战斗单位可以发起战
斗。

 清理阶段
当前玩家移除己方所有单位上的
DG 标志和进击标志，并移除（或
翻面）所有的燃料已补给（Fueled）
标志。移除所有的运输破坏标志
（由非当前玩家放置的）。

⚫ 后手玩家，玩家回合
后手玩家变成当前玩家，重复上
述步骤。

将回合标志前移一格。下一个回
合开始，再重复上述步骤。

2.4 快速回合
有些阶段中，双方的主要行动都
是后勤补给。这时，双方同意的
情况下，可以同时进行己方的玩
家回合，但是要遵守以下规则：
1) 双方玩家同时进行回合流程。
2) 不可以发生战斗或者是射击。

设计提示：快速回合的目的只是
为了加速游戏进程，而非为了这
个过程中有一方能够获得什么优
势。所以如果希望在本回合执行
某些战略计划的话，建议在一开
始就不要同执行快速回合。当然，
也没必要因为一些细枝末节的理
由而浪费大把的时间。

3.0 单位和标志
本规则中，对于单位的分类是很
严谨的。如，
“地面单位”
（ground
unit）的涵盖面大于“战斗单位”
（combat units）( 战斗单位是地
面单位的一个子项）。而“攻击单
位”
（Attack-Capable units）又是更
为细分的一种战斗单位。在没有
明确指出的情况，使用“单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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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本身时（而没有诸如独立
单位，或者 DG 模式单位的修饰），
则涵盖所有的单位—地面，海上，
和空中。

3.1 地面单位
地面单位有两大类：战斗单位（3.2）
和非战斗单位（3.3）
。这些单位的
算子上会有以下的部分或者所有
数值：单位名称；规模（size）和
兵种符号（type symbols）；战斗
（Combat）
，射击（barrage），行
动值（Action Rating）
，和移动力；
以及补给投递（supply-throw）或
射击范围（barrage ranges）
。
3.1a 移动类型。地面单位的移动
方式分为：步行，履带，轮式，
各以不同颜色的移动数值来表示。
算子正反两面的移动类型可能是
不一样的。注，如果 MA 以空心
字表示的，以空心字内的颜色来
判定。
⚫ 使用步行 MP 的地面单位，
MA 字体为白色。
⚫ 使用卡车 MP 的地面单位，
MA 字体为黑色。
⚫ 使用履带 MP 的地面单位，
MA 字体为红色。
3.1b 兵种符号上有一个“轮子”
为半摩托化，有两个轮子为全摩
托化。这些符号的标注只是为了
还原历史而已。
3.1c 多 单 位 编 队 （ Multi-Unit
Formations）（13.7）是指由同属
某更高级别编制（如“第 1 装甲
师”或者“第 6 坦克军）的多个
地面单位组成的编队。在较新的
OCS 作品中，同一编队的算子上
会有相同的色带来表示。
3.1d 在行动值上有黄色圆点标记
的地面单位，他们不可被重建
（13.5C）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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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火炮单位（13.4b）的战斗值没
有标注在算子上，但是它们也属
战斗单位。
3.2a 战斗单位类别。战斗单位的
类别以该单位兵种符号的颜色差
异区分（见 9.4e）
：
⚫ 装甲（Armor）
：有黄色底纹。
⚫ 机械（Mech）有红色底纹。
⚫ 其他（Other）
：除红，黄外的
其他颜色。
设计提示：单位可能有着装甲兵
种符号和红色底纹。这代表该坦
克部队中有步兵的组成。类似的
其它组合也是可能的。符号和底
色的混合，代表着该单位的战斗
功能及内部的构成。
。
3.2b 如果战斗单位的战斗值上有
括号的话，表示该单位没有攻击
能力（见 4.4）。它只能防守。
3.2c 行动值代表着该地面单位的
指挥，训练，装备，和凝聚力。
数值范围从 0-5，数值越高越好
（有些模式会导致行动值降低，
所以，行动值为-1 的情况也是有
可能的）。
3.2d 多点军力的战斗单位（通常
是步兵师）
，在算子上会有一个 RE
（Regimental Equivalent）数值。
该 RE 值有多项用处（诸如堆叠和
运输）
，为了便于查看，RE 值以彩
色圆点进行标记。军力的损失会
导致这类单位的战斗值和规模
（9.11d）降低。
3.2e 本系列规则中涉及到的特殊
战斗单位如下（专属规则中可能
会再有增加）：
⚫ HQ 单位（13.1）

3.2 战斗单位
战斗单位是指有战斗值（combat
strength）的地面单位。算子的两
面代表该单位不同的模式（见
5.0）
。注意，尽管 HQ 单位（13.1c）

⚫ 铁路修理单位（13.3g）
⚫ 火炮单位（13.4）
⚫ 后备单位（13.5）
⚫ 工兵单位（13.8）
⚫ 拆分团（20.0）

3.2f 独立单位。所谓“独立”就是
那些即非多单位编队的单位
（3.1c），也不属于多点军力单位
（3.2d）。独立单位的概念，在油
料补给时会有重要的应用（12.5e）。

3.3 非战斗单位
非战斗单位有 5 类：港口，空军
基地，环形工事，运输点数
（Transport Points），和补给点数
（SP）。它们属于地面单位，但不
是战斗单位。它们没有战斗值也
不会承受军力损失（step loss）。
除了编制内车辆算子的正反面，
其运力点数一样以外，其他非战
斗单位算子的正反面都有数值或
者等级的差异。
3.3a 补给点数（SP）代表着某个
位置上的补给。1 SP 的补给约等
于 1500 吨的补给品（包括燃料，
弹药和其他的储备物资）
。1 SP 可
以被拆分成 4 个更小的单位，我
们称之为 T（Token）
；1T 就等于
1/4SP。T 和 SP 之间可以随意拆分
和组合。SP 本身是没有移动能力
的。他们可以通过本方的抽象铁
路/海运来移动，也可以通过可装
载 SP 的单位来移动，包括：运输
点数，某类舰船，以及某类飞机。
位于地图某一个格子上的 SPs，无
论它是被装载状态，还是被卸载
状态，我们都称之为补给堆。游
戏中的补给算子是“通用”的，
而且对方可以通过控制己方 SP 所
在格来夺取（或者夺回）它们。
3.3b 运输点数（Transport Points）
运输点数既代表其本身规模，也
代表着其运输 SPs 的能力。
（即 1
点运力的货车满载状态可以运输
1SP）。运输点数可以代表各个种
类的运输工具或动物（从卡车到
大象）。运输点数算子上有单位 ID
的为“编制内车辆”，它们属于某
一特定的多单位编队。
3.3c 港口，空军基地，和环形工
事有数个等级的规模，他们可以
是在游戏初始时就有的，也可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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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推演过程中建造的。这些单
位不可移动，港口会遭到破坏，
如果破坏没有被修复，则其运输
容量会降低。空军基地则会因被
破坏而降低其规模。环形工事会
由于己方（而非敌方）的行动而
降低等级。所谓“空军基地”也
包括航空母舰和简易机场；所谓
“港口”也包括印在地图上的港
口和展开后的 LST。
重要：港口和环形工事，往往是
印刷在地图上的。这种情况下，
即使没有相应算子，也要视图案
所在格内存在相应的单位。

3.4 舰船
海上单位——也被称为舰船或者
特定种类的舰船，如“巡洋舰”
或“驱逐舰”——它们可以代表
一或多条舰船，具体视其种类而
定。大多数的舰船单位上有射击
值 （ Barrage Strength ）， 射 程
（Range）
，防空（Flak）和防御力
（Protection Values）
。大多数海军
算子的正面表示正常状态，而背
面则代表因为受到攻击，而变成
的受损状态。而登陆艇（18.4）比
较特殊，他们的数值代表其可运
输货物的登陆或入港的容量（战
斗单位，运输点数，和 SP）
。
设计提示：单一舰船（如航母）
在其受损面时，会变慢。而没有
变慢面的则代表多舰，通常是两
艘巡洋舰或者是四艘驱逐舰，而
登陆艇的每一点运力都代表着许
多小型船舶（通常是慢速船）。

3.5 飞机
空中单位——也被称为飞机或者
特定种类的飞机，如“战斗机”
或“运输机”——每个单位大约
代表 20-45 架飞机。算子上有飞机
的图像，飞机种类，空战值，射
击值，和航程。有些飞机还有运
输容量。算子正面代表满军力状

态，反面代表受损状态。

3.6 信息标志
3.6a 补给标志。用于显示各类和
补给相关的状态，如：断补，部
队储备低下/耗尽，和燃料是否已
补给。
3.6b 模式标志。这些标志用于表
示预备，进击，战略，和混乱模
式。
3.6c 天气标志。这些标志用于表
示当前的天气，飞行条件和地面
状况。
3.6d 回合和阶段标志。记录回合
和阶段的进程。
3.6e 军力损失标志。用以表示多
点军力单位的受损情况。
3.6f 编队标志。用以代表地图外的
一组算子。这样可以减少地图上
的堆叠，并增加战雾效果（13.7）
。

4.0 通用概念

为 2.5，
3.25 和 4（合计为 9.75），
防守单位的战斗值为 2，所以战力
比为 4.875：1，取整为 5：1。

4.3 累计效应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单位受到多
个的修正，则所有这些修正要累
计计算，如：战斗单位因为地形
而战斗值减半，又由于补给而战
斗值减半，则该战斗单位的战斗
值变为 1/4。

4.4 攻击单位
印有战斗值（combat strengths）
的战斗单位为攻击单位，例外情
况为该战斗值有括号，或者是该
单位处于战略模式或预备模式。
战斗值为 0 的单位依然是攻击单
位（见 9.14a）
。
4.4a 发起战斗或突袭中的单位必
须是攻击单位。
4.4b 只有处于战斗模式下，且没
有断补标记的攻击单位才会产生
ZOC（4.5）
。

4.4c 要通过地面移动进入包含敌
方非战斗单位的格子（港口，空
军基地，补给堆，运输点数，或
玩家经常会用到小数点后的舍入。 者环形工事）的单位，必须至少
本游戏的规则是，小数点之后的
包括一个攻击单位。这样的进入，
数字，小于 5 的，舍去。大于等
意味着夺取或者是摧毁，见 9.14。
于 5 的，舍入。
游戏提示：移动进入“空”的敌
方村庄或者城市时，无须有攻击
4.2 分数
单位存在。

4.1 取整规则

在最终的战力比计算完成后，才
取整；而非先对战斗值取整后，
再算战力比。有小数点的多项射
击值加总后，再取整确定射击列。
MA 值不用取整。
设计提示：玩家可以注意到取整
规则对于战力比的影响，本系列
中，15 攻 6，取整后为 3：1。
例：假如有三个战斗单位攻击一
个单位。三个战斗单位的战斗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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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移入和通过 ZOC
在本案例中，德国单位（A 和 B）在移动。装甲营使用履带
MP，步兵团使用卡车 MP。所有单位都可以沿着图上所画
的路径来移动。
位于 44 步兵师所在格的所有 ZOC 影响都已经被抵消。所有
单位都可以自由的通过 44 师所在格子。44 师要么在本阶段
开始时就位于该格，且本阶段不准备移动，要么已经完成
移动后，停在那里，这样他才可以抵消 ZOC。
当摩托化步兵移动到格子 1，它必须停止移动，因为它使用
卡车 MP，当它进入未被抵消的 ZOC 时，必须停止。
而装甲营则可以一路从格子 1 到格子 2，再到格子 3，因为
它使用履带 MP，不受敌方 ZOC 影响。

4.5 控制区域（ZOC）
只有处于战斗模式且没有被放置
断补标志的攻击单位才会有 ZOC。
其它模式的单位没有 ZOC。
（例外，
进击模式，见 5.9c）
单位的 ZOC 会对其所在的周边六
格内，敌方单位的某些行动造成
限制。ZOC 的效力可以无视这些
周边格子的地形，也无视所在格
和周边格间格子边线的地形。
4.5a 在敌方 ZOC 内，不可执行下
列行动。
，如果敌方 ZOC 的效果被
抵消的话（见 4.5b）
，则标注<抵
消>的那些可以执行；而没有被标
注的那些，就是无法被抵消并行
动的了。
a) 卡车移动。<抵消>单位使用
卡车 MP 的（移动类型，详
见 3.1a）
，
在进入敌方 ZOC 后，
要么在该格子停止移动，要
么从该格发起突袭。单位可
以发起多次突袭，进而产生
持续移动，这种情况下，允
许通过多个敌方 ZOC。卡车
MP 单位在阶段开始时，就位
于敌方 ZOC 的，可以离开该
格子，并正常移动。注意，
步行 MP 和履带 MP 的移动不
受 ZOC 的影响。
b) 补给路径。
<抵消>敌方的 ZOC

会阻挡所有类型的补给路径
（拖曳，投递，延伸，等等）
，
只要是用卡车 MP 进行运输
移动的。注意，有些 HQ 和延
补队是使用步行 MP 或者履
带 MP 的，这些是不受 ZOC
影响的。
c) 铁路运输—单位使用铁路运
力移动。
d) 铁路运输—补给线。<抵消>
e) 铁路转换操作。
f) 港口操作—补给线。<抵消>
特别推演提示：在推演 DAK（任一
版本）时，己方单位无法抵消敌
方 ZOC 对于港口操作的影响（F）
。
g) 港 口 操 作 — 使 用 抽 象 船 运
（Sea Cap）的方式。
h) 飞机整备。<抵消>
i) 预备模式。当位于敌方 ZOC
时，单位不可转变为预备模
式（5.7C）。如果已经是预备
模式的，则可以正常进/出
ZOC。
j) 战略模式。当位于敌方 ZOC
时，单位不可转变为战略模
式，也不可以在战略模式时，
进入敌方 ZOC。
k) 后备重建。

4.5b 抵消 ZOC。在 4.5a 中，有些
ZOC 的影响是可以被抵消的。被
抵消后的 ZOC 就不会产生影响。
如果敌方 ZOC 格子内有己方的战
斗单位，且该战斗单位直至当前
阶段结束，不再消耗 MP，则该格
的敌方 ZOC 被抵消。
（如果该单位
是通过诸如战后推进，拆分等不
消耗 MP 的行动来离开该格，则
是规则允许的）。抵消敌方 ZOC 的
己方单位，
其本身可以没有 ZOC。
注意，如果该单位在阶段开始时，
即位于敌方 ZOC 格子的，抵消时，
该单位不可离开该格。
例子：如果己方空军基地中有战
斗单位（无论是什么模式）则即
使处于敌方 ZOC，该基地依然可以
进行整备。
4.5c ZOCs 和撤退。见 9.12e。
设计提示：关于 ZOC 对于步行及
履带 MP 没有影响的规则，玩家要
深入的理解其背后的含义。玩家
需要仔细考虑单位的放置位置，
包括前线的排布和后方的选点。

4.6 团级当量（RE）
团级当量（RE）的概念是用来计
算单位的规模的（在堆叠或运输
中，RE 是个重要指标）
。只有地面
战斗单位才有 RE 规模，也只有他
们才会用到 RE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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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点军力单位的 RE 规模在
算子上。
⚫ 营等于 1/2RE。
⚫ 后备单位和连级单位，等于
1/4RE。
⚫ 所有其他规模的单位等于
1RE（有些游戏中可能会有
例外）
。
多点军力单位每损失 1 点军力，
则 RE 规模减 1（9.11）
。所有其它
的战斗单位，无论其实际 RE 规模
是多少的，军力点数都是 1，
。
（有
些 OCS 作品有例外规则）
。
设计提示：RE 概念源于欧罗巴的
体系。

4.7 运输当量

单位不可使用超过一个种类的运
输方式来移动——比如，单位不
可在使用铁路移动到空军基地后，
立即又使用空运。此外，地面单
位在当阶段进行过空投后（14.10）
或者海岸袭击后（18.6），或者被
海运（19.0f）后，就不可再使用
其 MP 了。但是在下列情况下，
被运输单位，可以使用其一半的
MA：
⚫ 在使用铁路运输之前（13.3c）
⚫ 使用空运之前和/或之后
（14.9d）
⚫ 进 行 需 要 掷 骰 的 ALT 登陆
（18.5h）之后（如果 ALT 登
陆不须掷骰，则不可移动）。

4.8 堆叠

所谓堆叠，是指在一个格子内存
战斗单位，运输点数，和 SPs，可
在多个单位。一个格子的堆叠上
以火车（13.3）
，飞机（14.9）
，登
陆艇（18.4）
或者是抽象船运（19.0f） 限是 10 个 RE。SP 和运输点数，
不计入堆叠，但是在同一个格子，
方式运输。而运输点数只能用来
不能有超过一个港口，一个空军
运输 SP。
基地，和一个环形工事存在。地
4.7a 在被运输时，RE 点数和 SP
图外存放格没有堆叠限制。空军
点数，是可以相互转换的。1 点铁
和 海 军 的 堆 叠 限 制 见 14.2a 和
路运力可以运输 1SP 或者是 1RE
18.1b。进入堆叠或者是离开堆叠
（或者是两者的混合，如 2T 的补
时，不会有额外的 MP 消耗。
给和 1/2RE 规模的单位）
。
通常情况下，只有同一方的单位，
4.7b 如果某单位的移动模式为步
才可以存在于同一格内。但在少
行 MP，且 MA 值为 1-6 之间（包
数情况下，敌我双方的单位也可
括 6）
，则该单位的运输当量减半。 以在同一格子内堆叠（见 4.8c）。
而除此以外的所有单位，其运输
己方不同国家的单位可以堆叠
当量等于其 RE 规模。
（除非游戏专属规则有限制的）。
4.7c 运输点数可以装载
（并运输）
的 SP 点数，等于其运力值（Point
value）
。运输点数本身，可以被登
陆艇，火车，或者是船运（但不
可用飞机）来运输。在计算运输
点数本身的运输当量时，就直接
以其运力值来计。不需要考虑运
输点数内有没有装载 SP。即运输
1 点运力值的运输点数，就需要占
用 1 点的运输能力。
4.7d 移动和运输。同一阶段内，

4.8a 所谓超堆叠，指在任一环节
和阶段结束时，某一格的战斗单
位堆叠超过 10RE。例外情况为：
增援阶段中，不视为超堆叠（见
13.6）
。发生超堆叠后，单位所属
方的玩家必须消灭某些单位（玩
家自选），把该格子内的单位减少
至 10RE。
在单位的移动过程中，可以临时
性的超堆叠，而不受惩罚。例外：
执行突袭时不可超堆叠，在发起

突袭时，同格内的突袭单位和己
方其他单位堆叠之和，不可以超
过 10RE 的上限。
4.8b 堆叠次序。玩家基本可以任
意安排堆叠次序，但是基于战雾
和易于推演的角度，有一些要求
如下：
a) 模式（和断补）标志，必须始
终置于该格内所有该类单位的
顶部。除非堆叠中有多个同类
的标志，否则如果顶部有标志，
就意味着整个堆叠都处于该模
式中（或者是断补中）。如果些
单位是不存在某类模式或者是
状态的。则忽略堆叠中，顶部
标志对该类单位的影响。如，
即使 SP 和不活跃的飞机算子
上方有 DG 标志的，它们不被
视为处于 DG 模式。
b) 将部队储备低下，耗尽，或者
是军力损失标志放置在每个相
应单位的下方。
c) 如果存在有 ZOC 的单位的，则
要将其放置在所有战斗单位的
顶部（以清楚的显示 ZOC）
。
d) 在没有敌方单位在旁边的情况
下，HQ 可以被放置在所有战
斗单位的顶部（让己方玩家可
以清晰的看到补给网）
。但必须
必须明确告知对方玩家，该格
是否存在 ZOC。
e) 活跃的空中单位，发生堆叠时，
要堆叠在地面单位的上方。但
是对方玩家也有权要求查看该
堆叠中最上方的地面单位和所
有的环形工事。而活跃的战斗
机单位，又应该位于空中单位
堆叠的顶部（以显示巡查区域
（Patrol Zones）
）
。
f) 如果某格内有环形工事的，则
它应该被放置在所有地面战斗
单位的顶部（以显示环线工事）。
同样的，对方玩家也有权要求
查看该堆叠中最上方的地面战
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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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c 与敌方堆叠。只有符合下列
情况下，己方单位才可以移入或
撤退入敌方单位所在的格子，该
行为不会消耗额外的 MP。如果该
格内所存在的敌方单位不符合下
列情况的，己方单位不可进入该
格。
a) 攻击单位可以进入敌方舰船，
飞机，以及非战斗单位所在的
格子。所引发的特殊战斗见
9.14。
b) 舰船可以移入敌方非战斗单位
和飞机所在的格子（它们可以
共存）
。
c) 飞机在执行任务时，可以移入
包含所有类型的敌方单位所在
的格子。
d) 铁路运输和补给路径可以通过
敌方的非战斗单位，飞机和船
舶的所在格（但是货物不可以
在这类格子内下车）
。
提醒：非战斗单位包括 SP，运输
点数，环形工事，空军基地，以
及港口，见 3.3。

4.9 战雾
4.9a 玩家不可通览敌方的堆叠。
但是，敌方玩家始终任意格内可
以察看，环形工事，位于顶部的
战斗模式中的攻击单位（如果没
有 ZOC 的单位，则可以查看顶部
的战斗单位）以及的顶部活跃状
态的空中单位。对方玩家有权知
道顶部单位是否处于战略模式，
DG 模式，或者是断补状态，但他
无权知道部队储备和军力损失的
状态。
4.9b 在战斗过程中（常规战斗或
是突袭）
，玩家只需要明示单位的
行动值,反坦克效果（AT Effects）
（9.4e）
，及战斗值之和。双方无
需显示真正的每个单位（除非是
4.9a 的情况）
。
4.9c 在射击中，射击方必须明示
其射击总值，也应该被告知相应

的数据列平移和高射炮射击掷骰
修正（如果是飞机射击的话）。
4.9d 在空战中，双方玩家都必须
明示所有尚在的飞机以及每一轮
参与空战的飞机。
4.9e 通常情况下，玩家在明确其
掷骰的目的后（如“这是我的可
变补给量（variable supply）掷骰），
掷骰过程是公开的。如果双方玩
家同意，为了增强战雾效果，某
些掷骰过程也可以是不公开的。

5.0 模式（Modes）
5.1 使用模式的单位
地面单位使用于本章节中讨论的
模式。但是并非所有地面单位都
有 6 种模式可用。飞机，SPs，港
口，空军基地，和环形工事不可
使用任一模式。
舰船只可以使用混乱模式（18.1d）
。

5.2 模式限制
使用模式的单位，在某一时点，
只能使用一种模式。
没有模式标志的地面单位，要么
处于战斗模式，要么处于移动模
式，具体要看该算子哪一面朝上。
而其他四种模式，是通过放置在
单位顶部的模式标志来体现的，
具体包括：预备，战略，混乱（DG）
，
和进击。当相应的模式标志被移
除后，该单位又会变回原来的战
斗模式或者移动模式（视该算子
原来哪一面朝上）。
单位的移动和战斗能力由算子朝
上面的数值决定（即移动模式或
者战斗模式）。有些模式，会对单
位的原始数值产生修正。单位上
有模式标志的，其数值还是使用
该单位原本朝上面的数值（战斗
模式朝上还是移动模式朝上），但

是其使用的模式则由顶部的模式
标志决定。举例来说，无论某单
位算子哪一面朝上，只要是处于
DG 模式的单位，就无法通过铁路
来移动（铁路移动需要使用移动
模式）
。
不同模式的单位可以堆叠在一起，
堆叠在一起的单位，其模式不同，
不会相互影响。
设计提示：不同的模式，其各自
的差异，以及对于推演进程的影
响，只有玩家在反复推演后，才
能够深切的体会。一个好的玩家
可以通过合理利用各个模式所固
有的特性，来获得局面上的优势。

5.3 主动 VS 被动
主动模式包括战斗，移动，战略，
和预备。被动模式包括 DG 和进击。

5.4 模式切换
在移动阶段中，处于战斗，移动，
战略，和预备模式的单位可以切
换成另一种主动模式。具体切换
时点为某个单位（堆叠）开始移
动时。如，处于战斗模式的单位
可以切换成预备模式（可以是移
动模式面朝上，也可以是战斗模
式朝上）。
处于预备模式的单位，在反应阶
段和进击阶段（见 5.7b）
，可以被
“释放”出来。这是唯一一种在
移动阶段以外，可以切换模式的
情况。
模式切换不消耗 MP。
被动模式不是通过玩家的选择而
产生的，他们因为战斗，撤退，
和射击的结果而产生的。被动模
式会替代单位原有的模式。只有
在己方清理阶段时，玩家才可以
移除被动模式标志。在移动阶段
中，虽说 DG 模式无法切换，但是
单位算子的朝上面（战斗面还是
移动面）还是可以改变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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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a 标志限制。各作的专属规则
中，会限定各方可以使用的预备
模式标志数量。为了节约使用，
玩家可以让整个堆叠使用预备模
式，这样在顶部放置一个预备标
志即可（4.8b）
，在单位消耗的移
动力超过其 MA 的 25%后，就不
允许再被放置预备标志了。其他
种类的模式标志没有使用限制，
但是玩家还是应该在堆叠中，合
理使用模式标志（不可为了欺骗
对手，而在每一个单位上，都放
置模式标志以增加堆叠）
。

及执行工程能力（13.8a）
。

它们始终处于移动模式。

5.5c 后备单位和运输点数无法使
用战斗模式。

5.6c 以 ALT 方式进行登陆时，单位
必须处于移动模式或者战斗模式
（见 18.5c）

5.5 战斗模式（combat Mode）

移动模式使用算子战
斗值较低，而移动力较
高的一面来表示。处于
移动模式的单位，为了提高速度，
会牺牲了一定程度的战斗能力。

战斗模式使用算子战
斗值较高，而移动力
较低的一面来表示。
战斗模式为准备接敌战斗的模式。
5.5a 处于战斗模式的单位不可使
用铁路运输，空运或者是船运（例
外：铁路修理单位（Rail Repair
Units）
，13.3g）
。
5.5b 只有使用战斗模式的单位，
才可以转换铁路轨距（13.3f）以

5.5d 以 ALT 方式进行登陆时，单
位必须处于战斗模式或移动模式
者（见 18.5c）
。
5.5e 只有使用战斗模式的单位才
会有 ZOC 存在，见 4.5。
（例外：
进击模式，5.9c）

5.6 移动模式（Move Mode）

5.7 预备模式（Reserve Mode）
处于预备模式的单位，
随时准备着，对各种状
况，进行快速反应。该
模式通过放置预备模式标志来表
示。预备模式的单位，在被释放
前，不可进行攻击，突袭，或者
是射击。预备模式标志是有数量
限制的，见 5.4a。

5.6a 只有处于移动模式的单位才
能被铁路运输，空运或者是船运
（例外：铁路修理单位（Rail Repair
Units，13.3g）
。
5.6b 后备单位和运输点数算子没
有战斗面，所以在没有其他模式
标志（如预备模式）的情况下，

实例：单位和它们的模式
单位在某一时点只可以使用一种模式。以上是步兵师可以使用的各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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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预备模式的单位受到攻击的，
防御时以 1/2 战斗值来计算。在
常规移动阶段，预备模式单位可
以 1/4 的 MA 来移动。他们在被
释放后，也可以移动，见 5.7b。
推演要点：在移动阶段，预备单
位的 25%MA 可以用来在恶劣地形
（见 6.1c“它们至少可以移动一
格”
）诸如山地，丛林等地移动，
而在通常情况下，合理使用预备
模式可以让关键单位多出 25%的
移动力。

5.7d 接敌（Enemy Contact）
。单位
受到突袭或者是常规战斗的攻击，
并且产生任意守方战果的（即使
被忽略的 Do1）
，就要移除该单位
（堆叠）的预备模式标志。这样，
该单位现在就变回战斗或者移动
模式，视单位算子原有的面向而
定，见 5.7a。

无法投递补给。

5.7e 处于预备模式的单位不可使
用铁路运输，空运或者是船运。

该被动模式，是对攻击
成功单位的一种战果奖
励。通过在堆叠顶部放
置一个进击模式标志以表示（当
前战斗单位原来的算子面向不可
改变）。进击模式单位（以及释放
预备模式的单位）可以在进击阶
段再次移动和战斗（见 11.0）。

5.7f 运输点数单位不可使用预备
模式（例外：编制内车辆可以使
用预备模式）。

5.7a 朝上面。要使用预备模式时，
单位算子可以将其任意一面朝上。 5.7g 在任一移动环节结束时，预
但是该朝上面（战斗面或移动面）
， 备模式单位不可停留于环形工事
直至下一个己方移动阶段前，就
格子内。
不可以再改变了。
5.7b 释放预备模式。在反应阶段
或进击阶段，玩家可以释放单位
（或堆叠）的预备模式。所谓释
放，就是指移除其预备标志，则
该单位就变成了移动或者战斗模
式，视其原有朝上面而定（5.7a）
。
玩家可以在释放某个单位（堆叠）
的预备模式后，并让该单位进行
移动和突袭后，才可以继续解除
其他单位（堆叠）的预备模式。
a) 进击阶段。释放预备模式的单
位可以使用其全部的移动力，
射击能力，和战斗能力。在后
继的战斗环节中，他们可以和
其他解除预备模式或者是处于
进击模式的单位一起，在后继
的战斗环节，发起攻击或射击。
其在移动中也可以实施突袭。
b) 反应阶段。释放预备模式的单
位可以使用其 1/2 的 MA，但
可以其全部的战斗能力来发起
突袭。在反应阶段，是不可以
进行常规地面战斗的，但解除
预备模式的火炮单位可以在该
阶段的射击环节，进行射击。
5.7c 敌方 ZOC。位于敌方 ZOC 内
的单位，不可切换为预备模式。
但已处于预备模式的单位，可以
正常的进/出敌方的 ZOC 格子。

5.8 战略模式（Start Mode）
战略模式单位最好不
要离敌方太近。被放置
了一个战略模式标志
后，该单位就处于战略模式了。
整个堆叠都可以这种方式来表示。
战略模式单位，其单位算子必须
是移动面朝上。
战略模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单位
可以其 2 倍的 MA 移动。该模式
并不只限于在道路上移动。它们
可以自由的离开道路网。
该模式也有几大劣势：处于战略
模式的单位不可攻击，突袭，或
者射击。而且该单位的战斗值和
行动值都减至 0。
5.8a 敌方 ZOC。位于敌方 ZOC 内
的单位，不可切换为战略模式。
处于战略模式的单位，不可以移
入或者是撤退进入敌方的 ZOC 格
子。如果被迫进入（在撤退中），
则该单位被消灭。
（如果是敌方单
位移动到战略模式单位的旁边，
则战略模式单位不会被消灭。
）
5.8b 补给。战略模式单位不能“吃
地图上的补给（具象补给）
”其移
动完成后，必须停留在补给线能
到达的格子。处于战略模式的 HQ

5.8c 运输点数无法使用战略模式。
5.8d 战略模式单位不可使用铁路
运输，空运和船运。

5.9 进击模式（Exploitation Mode）

进击模式单位只可以使用 1/2 的
MA 来移动，但是其战斗值和射击
值没有变化。
进击模式标志在当前玩家的清理
阶段移除。该单位现在就变回战
斗或者移动模式，视单位算子原
有的面向而定。
5.9a 进入进击模式的限制条件见
9.13b。
5.9b 进击标志上的数字，是用来
提醒玩家，
，堆叠中行动值大于等
于该值（2，3 或 4）的单位，才
可以进入该模式。
5.9c 单位 获 得 进 击 标志之 前 有
ZOC 的，变为进击模式后，继续
保留。

5.10 混乱模式（DG Mode）
是一种被动模式，由战
斗，撤退，或者射击的
战果而产生。通过在堆
叠顶部放置一个 DG 模式标志以
表示，当前战斗单位原来的算子
面向不可改变。其它任何已存的
模式标志要移除。
在当前玩家的清理阶段，移除 DG
标志。该单位现在就变回战斗或
者移动模式，视单位算子原有的
面向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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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a 变为 DG 模式。当下列情况
之一发生时，战斗单位变为 DG 模
式：
a) 在射击或者战斗中，产生 DG
战果。
b) 撤退的格子数量大于等于 2
（在单位撤退进入第 2 格时，
立即放置 DG 标志）
。
c) 撤退进入敌方 ZOC 的。如果是
已经为 DG 模式的单位撤退进
入敌方 ZOC，则该撤退堆叠受
到 1 点军力损失（而非每个撤
退单位）
。己方玩家决定哪个单
位受损。
一旦产生 DG 模式变化时，该格内
所有战斗单位—即使那些没有执
行过撤退的单位（9.12e）—都要
变为 DG 模式。如果某个战斗单位
已经处于 DG 模式的，则没有额外
的不利影响。除非是上述“C”的
情况。

正）的行动值。
）
c) 不可使用突袭，也无法变为进
击模式。
5.10c 运输点数免于承受 DG 战果，
它们永远不会变成 DG 模式。
（处
于预备模式中的编制内车辆，受
到 DG 战果的，要移除它们的预备
标志）
。
5.10d DG 模式单位不可使用铁路
运输，空运和船运。
5.10e 工程建造和部队重建。铁路
修理单位（13.3g）和工程能力单
位（13.8a）即使处于 DG 模式，
只要其算子原来是战斗面朝上，
就依然可以使用它们的特殊技能。
上述规则也适用于某些游戏中的
建造道路单位和架桥单位，以及
HQ 用 后 备 单 位 进 行 单 位 重 建
（13.5a）
。但是 DG 的工兵单位不
可建造环形工事。

5.10b DG 模式的影响。处于 DG
模式的单位，会受到如下影响：

6.0 地面移动

a) 它们的移动值，战斗值，和射
击值减半。

在移动阶段的移动环节，玩家可
以移动任意数量的地面单位。同
样的，玩家也可以在他的反应阶
段和进击阶段，在符合模式限制
的条件下，任意移动其地面单位。

b) 它们的行动值-1。
（除外：在损
耗表检定时，使用原有（未修

每个单位移动的格数任意，只要
符合 MA，模式，补给，燃料，和
地形要求。

6.1 如何移动地面单位
移动单个单位可以单个移动，也
可以整个堆叠一起移动。移动路
径必须沿着一系列连续的格子。
单位可以向任意方向移动。移动
完一个单位（或堆叠）后，才能
移动另一个。在移动过程中，不
会发生常规战斗，但是攻击单位
在移动中，可以进行突袭（一种
混合移动和战斗的行动）
。
6.1a 移动力点数（MP）。单位进
入每个格子或穿越某些格子边线
时，都会有 MP 消耗，具体消耗
见移动地形影响表。记得在移动
时要一直计算着单位/堆叠的 MP
消耗变化。
6.1b 移动力上限（MA）。MA 为单
位在单一阶段内，可以使用的 MP
上限。不同的模式会对单位的 MA
发生修正。某些单位（包括 SP，
港口，空军基地，环形工事）没
有 MA，所以也无法移动或者撤退。
6.1c 某阶段内的可以移动单位，

例子：铺地毯，抵消 ZOC。
和常规移动穿越 ZOC 稍有不同，本案例是一组
卡车运输的步兵，穿越敌方战线上狭小裂缝的
案例。
当部队 A 移动到格子 1 处，他必须铺下一个步
兵团以抵消该格的 EZOC。
然后剩余的两个单位移动到格子 2 处，又必须
再铺下一个步兵团以抵消该格的 EZOC。
剩余的步兵团可以移动到格子 3 或者更远处，
但是，如果它之后又遇到 EZOC，则必须停下，
因为已经没有其他单位可以再被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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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有足够的移动力，也至少
可以移动 1 格。但是单位不可以
上述规则发起突袭，违反其本身
模式的限制，或者移动进入/通过
不可进入的地形。只有当前 MA
大于等于 0 的单位，才可以进行
上述的最小移动。
6.1d 单位可以从格子 A 移动到格
子 B 的前提条件是它也可以从格
子 B 移动到格子 A。如：某单位
无法进入山地格子，它也就不可
以从山地格子进入平地格子（不
使用道路的条件下）
。注意该规则
对突袭的影响，因为突袭不可使
用道路（8.1c）
。
6.1e 即使处于同一堆叠，各个单
位都有其自己的 MA，在移动时，
也是各单位使用自己的移动力。
玩家不可在单位之间转让 MP，即
使某单位用不完，也不可以将 MP
留存到以后的移动阶段再使用。
6.1f 单位可以堆叠方式开始移动，
然后在移动过程中，将堆叠分开，
以留下某些单位。单位留下后，
就视为移动停止，在后继移动中，
这些单位不可以再动了（即使其
MA 没有用完）
。
游戏提示：上述的要点在于，如
果你希望将堆叠中的一些算子分
开，并到处移动的话，就不要把
整个堆叠一起移动。
6.1g 玩家不可以使用了单位的一
部分 MA 来移动后，再去移动其
他单位或者执行个空中任务，然
后又回过来，移动先前的那个单
位（移动未完成的单位）
。一旦某
单位开始移动，就必须持续移动
至完毕状态。注意，关于运输点
数，有细微例外，见 13.2a。
6.1h 处于某种模式下的单位，其
MA 会变成 2 倍，1/2 或者 1/4（见
5.7，5.8，和 5.10）。MA 被修正后，
无须取整。

6.2 地形影响
查 阅 移 动 地 形 影 响 表 （ Terrain
Effects on Movement Chart）可知，
每种格子和格子边线，都会消耗
一定数量的 MP。单位移动时必须
消耗相应的 MP 后，才可以进入
该格（例外；最小移动，6.1c）。
进入一个格子或者格子边线的
MP 消耗，也因为单位移动种类：
履带 MP，步行 MP，卡车 MP（见
3.1a）的不同而不同。
在下列所有的例子中，单词“路”
包括所有具有道路特征的事物
（不同规格的道路，小径，和铁
路）
。
6.2a 只有在单位沿着道路的走向
连续移动时，才可以使用道路。
使用道路移动时，单位消耗道路
移动的 MP，而忽略格子或者格子
边线的其他地形。同一格有多条
道路的，始终视为相交，移动时
可以自由切换，无论地图上实际
怎么画，道路和铁路在同一格子
内，始终也视为是相连的。
6.2b 移动时，穿越某些地形的格
子边线（以进入格子），也要消耗
MP（如“+3”），具体见地形表。
（例外：使用道路移动时，忽略
格子边线的 MP 消耗。）注意，架
桥（13.8b）可以降低河流格子边
线的 MP 消耗。
6.2c 地面单位不可进入或穿越禁
止进入的格子或者格子边线（除
非使用桥梁或道路）
。被迫进入禁
止进入格子的单位，立即被消灭。
另见 6.1d。
√6.2d 复合地形格子。某些格子
内，包括多种地形。计算时，使
用消耗 MP 最高的那种地形（除
非该单位使用道路移动，
见 6.2a）。
格子内地形占地的多少与本规则
无关（所以，即使格子内只有一
小块山地，也要算山地格）
。例外：
忽略城市和村庄图块。
关于水地形格子，有如下例外：

⚫ 单位沿海岸线移动时，只要
穿越的格子边线上包含陆地
地形的，则可以忽略格内的
水地形。
⚫ 单位在穿越水地形格子边线，
诸如部分湖泊，部分河流时，
适用 MP 消耗最低的水地形。
⚫ 河流是视为铺满格子边线的，
所以忽略其中的小块其他地
形。

6.3 移动的限制
6.3a 在一个阶段内，只有一方玩
家可以移动他的地面单位。如：
在反应阶段，只有非当前玩家可
以移动单位。
6.3b 接敌。卡车 MA 类型的单位，
进入敌方 ZOC 必须停止移动（除
非该 ZOC 已经被己方单位所抵消）
（见 4.5a）
。某些情况下，地面单
位可以移动进入包含敌方单位的
格子（见 4.8c）
。

7.0 反应阶段
非当前玩家，在反应阶段有机会
通过己方单位的移动，突袭，和
射击，来打乱当前玩家的作战计
划（在该阶段中，没有战斗环节）。
7.0a 在该阶段，非当前玩家只可
以选择预备模式的地面单位，在
释放其预备模式（5.7b）后使用。
（例外：在该阶段，地面单位可
以通过空运来移动，见 14.9d），
非当前玩家可以将任意数量单位
的预备模式释放。具体见 5.7b。
火炮单位在预备模式释放后，可
以在反应阶段的射击环节中，进
行射击。
7.0b 反应阶段中，射击和突袭都
是可以正常执行的。
7.0c 在该阶段中，非当前玩家的
舰船和活跃状态的飞机，都可以
如常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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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突袭（Overrun）

标格，则该单位完成上述动作后，
一共只消耗了 6 点 MP。

突袭是一种发生于移动环节（各
阶段都有）中的战斗。突袭的目
标必须是敌方的战斗单位，如果
目标格子中的，并非敌方战斗单
位（见 9.14）
，而是敌方非战斗单
位，海军，和/或空军时，则不可
使用突袭。

8.1b 当突袭的目标格子进入 MP
消耗小于等于 3 时（包括格子本
身，格边和运输破坏所产生的 MP
消耗），才可以对该格发起突袭。
如果某地形的 MP 消耗为“所有”
（all）
，则不可成突袭的目标格子。

流程：
将攻击单位堆叠移动至目标格子
旁边，并宣告开始突袭。突袭由
目标格子的旁边格子发起；攻方
单位并不会真正进入守方所在的
格子，除非守方战后空出该格。
和通常的战斗一样结算突袭（流
程见 9.2）
。注意，使用突袭时，
奇袭（surprise）（9.8）产生的概
率会增加。突袭完成后，如果攻
方没有撤退，而且其剩余的 MP
足够的话（无论守方是撤退或者
是被消灭）
，则它还可以继续移动
并可以再次对同一/不同目标发
起突袭。如果守方单位撤退或者
被消灭，则所有的攻方单位必须
进入该空格（进入空格不会额外
消耗 MP）
。

8.1 突袭的限制
只有在本阶段开始时，就堆叠在
一起的攻击单位，才可以一起发
动突袭。他们必须处于战斗，移
动或进击模式。在不超过 MA 的
情况下，单位可以发起的突袭次
数不限。在同一移动环节中，某
个防守单位可以受到的突袭次数
也不限。每次突袭都要单独结算。

8.1c 突袭时，单位不可使用道路
或者桥梁地形来降低 MP 消耗，
或者是进入原来不可进入的地形，
以及其他符合 6.1d 限制的移动。
8.1d 每次突袭的目标，只可以是
一个相邻的敌方占据格子。同一
阶段内，同一格可以被突袭多次。
同一个堆叠也可以发起多次突袭
（对相同格或不同格）。
8.1e 单位不可在突袭后，获得进
击模式（9.13b），而无论突袭的战
果是什么。
8.1f 突袭后，如果攻方有 O 战果
发生，并进而选择一格或多格撤
退的，则它们在本阶段的移动就
结束了。攻方没有撤退过的单位
可以继续移动。
8.1g 突袭堆叠中，只有实施突袭
单位，才可以移动。
8.1h 己方的其他单位也可以位于
发起突袭的格子内。这些单位要
算入该格的单位堆叠限制（4.8a），
但是不参与突袭。无论什么样的
突袭的战果都不会对这些单位产
生影响。

9.0 地面战斗

8.1a 移动单位每突袭一次，消耗
3MP。战斗结束后，如果攻方单
位推进入守方单位的格子，则没
有额外的 MP 消耗产生。剩余 MP
不足 3 点的，不可发动突袭。

地面战斗发生于战斗阶段或进击
阶段中的战斗环节。突袭也使用
地面战斗的流程来结算，只是稍
有差异，具体见 8.0。要发起战斗，
攻方单位必须位于被攻击格的邻
格。另外还有几个要点要满足：

例子：某单位２次突袭攻击一个
格子，正常进入该格要消耗 1MP，
如果第二次突袭后，成功推进目

⚫ 非攻击单位（4.4）不可发起
攻击。

⚫ HQ（13.1c）和火炮（13.4b）
属于战斗单位，但是其战斗
值没有印在算子上。
⚫ 火炮，舰船和飞机攻击地面
单位时，不使用常规战斗，
他们使用射击，具体见（10.0）。
⚫ 如果目标格内没有敌方战斗
单位的话，则不适用于常规
战斗，攻击这类格子要使用
特 殊 战 斗 （ Specialized
Combats）
（9.14）
。
⚫ 补给堆，运输点数，空军基
地，飞机，舰船，以及港口
不会参与到常规战斗，即它
们不会提供战斗值，不会承
受军力损失，也不会发生撤
退（编制内车辆除外）。当敌
方攻击单位进入只包括这类
单位的格子时，特殊战斗
（9.14）就发生了。
流程：
攻方明确进攻格和防守格。在确
定战力比或修正前，双方玩家首
先要对参与战斗的单位进行战斗
补给，可以用 SP 补给（查补给表
（Supply Table）
），也可以用部队
储备。攻方首先进行补给，如果
无法完成补给，则该次攻击取消，
守方无需消耗任何补给。如果守
方选择不消耗补给（或者没有补
给），则进攻继续，但守方的战斗
值减半。双方玩家各选择一个单
位，以该单位的行动值来“领导”
战斗。攻方行动值减去守方行动
值，即为奇袭检定和战斗掷骰的
DRM 之一。掷 2 骰以检定奇袭，
看是否会产生“奇袭效果”
（以使
战斗表上的适用战力比列发生平
移）。比较双方的战斗值（包括诸
如模式，地形，和补给之类的因
素所产生的修正）后，算出一个
攻方：守方的比值（按取整规则
舍入），这样，本次战斗在战斗表
上所对应的初始战力比就确定了。
再对应适当的地形行，就可以明
确使用哪一列的数据了。如果一
方有奇袭效果的，则进行相应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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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移。掷 2 骰，加上行动值差
DRM，以及守方的环形工事 DRM
（如果有的话）
。根据修正后的骰
值，确定战斗结果。然后，从双
方使用行动值的单位开始结算。

9.1 战斗的限制
9.1a，只有当前玩家的单位才可以
在战斗环节中发起攻击，只有当
前在移动单位的玩家才可以在移
动环节中发起突袭。
9.1b 攻击是主动发起的，如果玩
家愿意的话，可以选择堆叠中的
部分单位发起进攻。
9.1c 没有单位可以对多个格子发
起战斗，也不会发生多个格子在
同一次战斗受到攻击的情况。在
符合堆叠规则的前提下（4.8a），
对某一格发起攻击的单位数量没
有限制。常规战斗和突袭有如下
重要区别（还要加上 8.0 中提及的
内容）
：

防能力。
9.1f 单位不可对移动规则禁止其
进入的格子
（特别见 6.1d 和 6.2c）
发起攻击。如果某地形只能通过
道路来进入，则可以对其发起常
规战斗，但是不可发起突袭（8.1c）
。
9.1g 如果基础或者是平移后的战
力比，超过表格范围的，则使用
表格上存在的最接近的那一列。
此外，如果有奇袭效果的，要从
表上现存的那一列开始平移。

9.1e 单位会因为其模式（战略模
式和预备模式未被释放时，不可
攻击）
，补给状态（没有 SP 或部
队储备补给）
，地形（见 9.1f）
，和
兵种（战斗值外带括号的，只可
以防守）而失去进攻的能力。燃
料补给情况不会影响到单位的攻

9.3 地形和战斗表

例：玩家进行一次 1：12 的攻击
（为攻方感到羞耻）
。所以开始列
为最左边的 1：5 列，攻方奇袭检
定通过，平移掷骰为 6，所以右移
6 列，结算列从 1：5 变 成 3：1。

在战斗表中，地形分为 4 类（开
阔（Open）
，复杂（Close）
，非常
复 杂 （ Very Close ）， 极 端 复 杂
（Extremely Close）
）
。这决定了在
确定战力比列时，使用哪一行的
战力比值。始终使用防守格（或
者格边）的地形来决定战斗表上
的地形。

9.2 流程摘要

9.3a 单位必须要能够移入攻击目
标格。见 9.1f。

1) 攻方选择进攻格和防守格。
2) 双方玩家消耗所需的 SP（见补
给表（Supply Table））。注意，
如果守方无法获得补给，或者
选择不用补给，则守方的战斗
值减半。

⚫ 在同一战斗环节中，一个单
位只可以攻击一次，而一个
目标格最多只能被攻击一次。
但是该次攻击可以从目标格
3)
周边的多个相邻格发起。
4)
⚫ 但是在同一移动环节中，一
个单位可以执行多次突袭，
而一个目标格也可以受到多
5)
次突袭。只有当前移动的堆
叠才可以发起突袭，所以突
袭只能从目标格的一个相邻
6)
格发起。
9.1d 攻方必须将目标格内所有的
防守单位作为一个整体来攻击。
守方也必须投入该格内的所有单
位进行防守。

设计提示：学习本系统时，最后
的结算方法就是使用下文的摘
要，一步一步的执行。即使在后
期已经很熟悉流程了，最好还是
准备一份拷贝随时查阅。战斗的
次序是非常重要的。

宣告其行动值，先攻方后守方。
守方宣告其地形选择（9.3b），
双玩家明确适用的初始战力比
列。
使用双方的行动值，来确定
DRM（9.6）
。
掷 2 骰以检定奇袭。其对于战
力比的影响见 9.8。

7) 掷 2 骰，将骰值用 DRM 修正
后，见 9.6，得出战果。
8) 执行战果—首先是攻方，然后
是守方—从双方使用行动值确
定 DRM 的单位开始（9.11c）。
9) 如果守方空出了防守方格子，
且攻方没有撤退的话（因为ｏ
战果）
，攻方可以使用战后推进
进入防守方格子。

重要提示：通常来说，地形效果
表上，那些只能通过道路连接才
能发起战斗的地形，都会用星号
来标注。但即使是在没有星号的
情况下（因为多种移动和战斗类
别的混合）
，9.1f 的规则依然是适
用的。
9.3b 复合地形。某些格子会包括
多种地形（比如森林和山脉）。由
防守方选择使用其中的哪一种地
形战斗（9.4b，9.4c）。而与地形
在该格的覆盖面积大小无关，例
外：城市和村庄（某格内溢出的
部分，无视之）
。
9.3c 在各个作品专属规则中的地
形影响表内，会有各类地形对于
攻方和守方的影响。

9.4 地形和单位能力
战斗单位分为三类：装甲，机械，
和其他，见 3.2a。各类单位的战
斗值有可能因为地形而改变。如：
攻击方的装甲单位，在开阔地形，
战斗值*2。
9.4a 独立计算各单位的地形效果。
（有些可能是减半，有些可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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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四分之一，等等。
）
9.4b 防守玩家为每个进攻的堆叠
选择一种地形：可以是防守格子
内的地形（诸如山脉或树林）
，或
者是攻方需要穿越的格子边线地
形（如河流，河床）
。针对每个攻
击堆叠，分别选择。记住：只可
以选择格子或者格子边线中的一
种地形；相应修正不可累加。
9.4c 防守玩家也可以为防守堆叠
选择一种地形。选择时，无须受
限于 9.4b 时的选择。只可以选择
防守格子内（不可以是格子边线）
的地形。该地形决定了战斗表上
所使用的地形行。
例：一个城市格子受到来自周边
三个格子的攻击。这三个格子都
要穿越小河格子边线，才能发起
攻击。两个攻击格子为开阔地形，
还有一个是沼泽地形。防守玩家
比较了城市地形和小河地形后，
给两个攻击格子选择了城市地形
（因为攻方有装甲单位）
。剩余的
那个攻击格子内都是步兵，所以
守方玩家给这个攻击格子选择了
小河地形。最后，防守玩家选择
了城市作为他的防守地形（在本
例中是非常复杂地形）
。进攻格地
形和本例无关。

⚫ 轻 度反 坦克效 果 （Light AT
Effects）由红底色非坦克标志
单位（如侦察单位和装甲掷
弹兵（Panzer grenadier）
）所
产生。
⚫ 无反坦克效果所有其他种类
的单位都没有 AT 效果。
在调整攻方战斗值时是针对每个
攻方单位分别调整的。
设计提示：上述的 AT 效果，是为
了反映，因为守方已经做好了面
对地方机械化单位的进攻，所以
攻击的威力变弱。尤其是大多数
的红色坦克标志的机械化单位，
他们并非完全的机械化部队，而
是步兵和坦克的混合部队。
例子：攻击方有一些装甲部队（高
度 AT）和一些装甲掷弹兵（轻度
AT）
。正常情况下，这些单位对开
阔地形格子发起进攻时，都可以
获得Ⅹ2 的乘数。但是，如果防守
格子内，有单位可以提供轻度 AT
效果（但无法提供高度 AT 效果）
，
这样，攻方的装甲部队依然是*2
的乘数，而攻方的装甲掷弹兵变
为*1.5 的乘数。如果防守格子内，
有单位可以提供高度 AT 效果，则
攻方所有单位都变为*1.5 的乘数。

情况下，才可以使用部队储
备。
（例外：装载在编制内车
辆上的补给，可以豁免于执
行上述规则）。
设计提示：上述规则是为了避免
玩家过度使用部队储备（而保留
SP 不用），特别是使用准备战死单
位的部队储备。这样的微操作会
导致“免费”战斗的发生。允许
单位在防守中，可以不使用补给。
因为在很多守方被动防守的情况
下，他们是很有可能被对方切断
补给的。
9.5a 被放有断补标志的单位，如
果有战斗补给的情况下，依然可
以进攻或防守，但其战斗值都减
半。如果断补同时也没有战斗补
给可用，则该单位不可进攻，防
守是战斗值减为 1/4（还要加上单
位模式所可能产生的修正）
。
9.5b 战斗补给（见 12.4）在开始
战斗时，就需要使用，可以用 SP，
也可以用部队储备（12.10）。

例子：在某次常规进攻中，一方
玩家以 3 个单位发起攻击（3 个
1RE 的单位），
守方兵力为 1/2RE。
攻方必须消耗 3T 的战斗补给，守
方要消耗 1T。在本案例中，攻方
没有 3T，只有 1T。所以，攻方要
9.4d 如果地形效果值外有方括号
么只用一个单位可以发起攻击，
9.5 补给和战斗
（[Ⅹ2]，等等）
，则该修正仅适用
要么使用一些部队储备，要么索
于攻击单位。在防守侧，所有的
性不发起本次攻击。他最终决定
方括号修正都视为Ⅹ1（即不变）
。 为了能够发挥出战斗的最大效果， 以 1 个单位发起攻击。而守方也
战斗补给（Combat Supply）和补
无法获得战斗补给，部队储备也
9.4e 反坦克（AT）效果。因某些
给线（Trace supply）都是非常重
已经耗尽。所以在结算时，守方
因地形而使攻方的
要的。断补单位和无战斗补给的
的战斗值要减半。
装甲或机械单位获
效果分开计算，而且影响效果是
得的战斗值Ⅹ2 效果， 会累加的。
会因为守方格子内
9.6 行动值修正
a) 如果没有战斗补给，则单位
有相同或者更高等级的 AT 效果，
不可发起攻击。
而降低为Ⅹ1.5。
行动值的差异，会以掷骰修正
（DRM）的形式影响战斗。双方
b) 如果没有战斗补给，防守单
⚫ 高度反坦克效果（Heavy AT
玩家各选择一个单位，用该单位
位的战斗值减半。玩家可以
Effects）由黄色底标志单位，
的行动值作为己方的行动值。攻
主动选择在防守时，不使用
红底色坦克标志单位（如苏
方先宣告其选择。一方只能选择
战斗补给（可以是补给堆，
联坦克旅）
，反坦克（AT）或
一个单位，且该被选择的单位必
也可以是部队储备）
。
防空（Anti-Aircraft）标志单
须参与本次战斗。DRM 计算方式
位，以及环形工事产生。
c) 只有在无法获得常规补给的
如下：攻方 AR 值—守方 AR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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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M（DRM 可以是正数也可以是
确定哪方玩家（也可能是都没有）
负数）
。DRM 被用于确定奇袭（9.8） 获得奇袭效果。如果有奇袭效果
和战斗结算（9.9）。
产生，则再掷一骰，骰值即为战
斗表上的原始战力比需要平移的
重要提示：战斗结果中，如果己
列数。攻方奇袭，数据列右移，
方受到军力损失的话，则第 1 点
守方奇袭，数据列左移。没有奇
军力损失必须分配给所选的行动
袭发生，则无须平移。
值单位。而在射击或者是撤退中，
无须遵守上述规则。在射击或者
攻击的种类不同，
（突袭或者是常
撤退中，己方玩家可以将军力损
规战斗）突袭成功所需要的数值
失任意分配给己方的参战单位。
也不同。
具体见 9.11。
推演提示：奇袭检定时，一次性
9.6a 模式影响。模式会降低行动
可以掷 3 骰，2 个是奇袭检定，另
值。
一个其他颜色的骰子为平移数
值，这样可以加快推演进程。
⚫ DG 模式，行动值-1。
⚫ 战略模式单位，行动值为 0。

9.7 确定战力比（odds）
要确定原始的战力比，先要确定
攻方修正后的战斗值之和，和守
方修正后的战斗值之和。将这两
个数值，各除以其中较小的那个
数值，再以取整规则（见 4.2）
，
对计算结果取整。然后，以攻击
方：防守方的比值形式，来呈现
结果。
9.7a 战斗表上，对应于不同的地
形，有不同的行。根据防守方使
用的地形行，找出相应的比值列。
使用表格上，小于等于取整后的
战力比的，数值最大的一列。
9.7b 战力比的取值范围仅限于战
斗表上所印刷的数值范围。如果
实际的战力比超过了表上所印刷
的范围，则以表上比值最接近的
那一列来结算，也是从那一列开
始计算平移数据列（也见 9.1g）。

9.8 奇袭（Surprise）
双方确定行动值单位和战力比后，
开始检定奇袭。 掷 2 骰，并加上
9.6 决定的 DRM。如果守方位于任
意等级的环形工事的话，则骰值-1。
将修正后的骰值代入奇袭表，以

例子：一个行动值 5 的单位尝试
突袭一个行动值 0 的单位。
所以，
奇袭检定的 DRM 为+5。玩家检定
掷骰为 8，修正后为 13，攻方奇
袭成功。然后，玩家掷 1 骰，骰
值为 3，所以战力比列右移 3 列。
注意，+5 的 DRM 还适用于战斗结
算的掷骰。
假设，上述进攻为开阔地形，4：
1 的进攻。则数据列平移后，变为
9：1 列。玩家掷骰为 7（修正+5，
为 12），所以战斗结果为 Ae3，
DL2o2DG。如果数据列不平移的话，
则为 Ae4，DL1o2。
为了回应争议，我们把上述案例
颠倒（0 突袭 5 ）
。当然，我们不
建议这样做！奇袭检定掷骰为 10，
修正后，为 5。本次突袭中，守方
获得奇袭效果。数据列平移掷骰
为 6。这样数据列从开阔地形行的
4：1 列变为 1：4 列。战斗掷骰为
7，修正后为 2。战果为 AL2。如
果没有奇袭，则战果为 AL1o1，Do1。

设计提示：奇袭机制及其影响是
否合理，已经被争论了好多年了。
有些人，因为数据列可能会平移 6
列而大感惊讶（这是极端情况，
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我们可以
通过下列案例来了解，其影响是
否真的有这么巨大。在第一个案
例中，骰值为中值 3，攻方差异在
于：从行动值 4 获得进击模式变
为 3 即可，而守方则是多受到的 1
点军力损失和 DG 模式，
也属正常。
在第二个案例中，这次的为最大
的 6 列平移，攻方的差异是多损
失了 1 点军力（但 o 选项没有了），
而守方则是少了一个 o 选项。

9.9 战斗结算
确定好战力比，奇袭，和数据列
平移后，掷 2 骰，加上行动值 DRM
（9.6）减去防守格子内，环形工
事的全额等级值。将修正后的骰
值，代入最终的战力比数据列，
得出战果，按照 9.10 至 9.13 的规
则执行战果。
重要提示：环形工事在奇袭检定
和战斗结算中，所产生的修正不
同。奇袭检定中，无论环形工事
的等级为几，其提供的修正都为-1，
然而在战斗结算中，环形工事的
修正为其全额等级值。

9.10 战果与选项
在战果结算时，战斗结果通常包
括“损失（L）数值”和“可选（o）
数值”
。损失战果即为Ｌ后加数字
的战果。可选战果为Ｏ后加数字
的战果。损失战果的数值，代表
着承受相应点数的军力损失。可
选战果的数值，代表着玩家要进
行选择的战果数量。
关于军力损失见 9.11，关于撤退
见 9.12。
9.10a 可选战果可以任何形式的
撤退格子数和战力损失数组合，
只要总数等于“o”后面的数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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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如，O2 战果可以是以 1 点
军力损失，加上后撤 1 格的方式
结算。
9.10b 攻方先结算，他必须在守方
决定如何结算之前，先结算损失
战果，之后是可选战果。

例子：

9.11 军力损失（Step Losses）

a) Ao1,DL1o2…攻方撤退，守方战
果变为 DL1。
b) AL101,Do1…如攻方因为 L1 而
被消灭，守方可忽略可选战果。

9.10c 如果攻方撤退或者无法完成
所有的可选战果，守方可以选择
忽略他的可选战果（当然，如果
守方希望撤退的话，他也可以选
择执行自己的可选战果）
。攻方必
须执行其可选战果。

c) Ao1e4,DL1o2…攻方受到 1 点
损失（并变为进击模式）
，守方
必须损失 1 点，并执行所有可
选战果。

9.10d 如果战果同时包括可选战
果和进击战果，则攻方的所有可
选战果都必须以军力损失的形式
结算，才能获得进击战果。如果
攻方选择撤退的，则忽略其进击
战果。

e) Ao1，DL1o1…如果守方因军力
损失而被消灭，攻方依然需要
执行可选战果（损失或撤退）
。

d) AL1,Do1…攻方承受 1 点损失，
守方必须执行可选战果。

示例：常用战斗
在德军移动阶段结束时，其部队位置如上。在苏维
埃玩家的反应阶段，格子 2 的单位解除预备模式，
它只可以使用 1.5MP，所以它无法发起突袭，以减
轻格子 1 堆叠的防守压力，它甚至都没有办法移动
到格子 1，以参加防守。苏维埃玩家决定不移动该
单位，并结束其反应阶段。
德军战斗阶段以射击环节开始，他以位置 B 的炮兵
团，向格子 1 的单位射击。查阅射击表时，初始列
为 17-24。

大多数单位只有 1 点
军力。当它们受到 1
点军力损失时，这些
单位就要被放入阵亡
堆。而多点军力单位，其每点 RE
就有 1 点军力。这类单位受到损
失时，以放在算子下方的军力损
失标志来表示。当损失等于该单
位的军力时，该单位被放入阵亡
堆。没有单位可以承受高于其军
力点数的损失。
9.11a 己方玩家决定哪个（哪些）
单位承受军力损失，但是要符合
9.11c 的限制。
9.11b 战果“L”后的数字，为必
须承受相应的军力损失点数。忽

因为该炮兵团的射击值为 20，它消耗 3T（消耗见射击
表），使用格子 C 的补给堆（还剩余４SPs+1T）。数据列
无平移。德军玩家掷 2 骰，骰值为 6，DG 战果，该堆
叠被放置相应标记。
在后继的战斗环节，德军玩家宣告，以其机械步兵团和
摩托化营及装甲营，对格子 1 发起攻击。由于没有 HQ
在该地区投递补给，河对岸的这两个单位无法直接拖取
战斗补给，因此必须使用部队储备来进行攻击（在每个
单位的下面放置了“储备低下”标志）。机械化步兵团
则从格子拖取 1T。苏维埃玩家消耗 2T 以防守（从地图
外的补给堆）。
德军玩家宣告摩托营为其使用行动值的单位（数值为
5），苏军玩家宣告坦克旅为其使用行动值的单位（数
值为 3），因为 DG，随意变为 2，这样，差值为+3。
攻方战斗值合计为 17（摩托营 4，机械化步兵团越河
攻击，减半变为 4，装甲营在开阔地形攻击 9（*1.5 因
为地形和对方的反坦克效果）
。守方战斗值因为 DG，减
半变为 10。所以原始的战力比为 2：1（取整后）。该
次攻击开始于战斗表上的开阔地形的 2：1 列。
德军玩家掷骰检定奇袭，骰值为 8，DRM 为+3，所以
修正后为 11，攻方奇袭成功。然后攻方掷骰值为 2，
则战斗表使用列右移 2 列。即以 4：1 列结算。
德军玩家掷 2 骰，骰值为 3，加上 DRM 后，为 7。战
果为 Ao1，Do1，德军玩家选择消灭摩托营（使用行动
值的单位）以符合“o1”战果（没选择撤退），下面结
算守方，苏军玩家决定撤退 1 格。如果德军玩家希望
的话，他剩余的单位可以推进至守方空出的格子。战斗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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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低空扫射后的突袭攻击
德军玩家准备在飞机低空扫射后，再以格子 B 的堆
叠对格子 2 的苏军坦克旅发起突袭。
首先，他准备为空袭提供着弹观察员。看了下局势
后，他决定使用摩托营。将摩托营移动到格子 C，
它就可以切断苏军使用补给堆的线路。但这并不会
影响苏军的防守（该旅还可以使用部队储备），但
是德军玩家（还只是在盘算）已经在考虑夺取该补
给堆，所以他可不希望苏军玩家再有机会使用该堆
了。它也可以让摩托营直接进入该补给堆夺取，但
是考虑到 MP 消耗的问题（因为该补给堆在密林
中），如果夺取后，该单位就无法回到格子 C，来
做着弹观察员了。因为摩托营是使用履带 MP 的，
所以它可以无视 EZOC 移动，但是需要燃油消耗，
所以德军玩家消耗了 1T。
观察员就位，德军玩家以一个斯图卡飞机单位发起
低空扫射。苏军玩家掷 2 骰防空，结果为无效果。
现在轮到德军玩家结算射击了。查阅射击表，德军
的初始数据列为 17-24 列。在可能的平移项中，有
一个符合—目标格子内，只有 1RE，所以左移 1 列，
最终列为 12-16。德军玩家掷 2 骰，骰值为 8，目
标混乱。在目标上放置 DG 标志，斯图卡返回基地，
变为不活跃状态。
准备工作完成后，德军玩家现在开始发起突袭了。
他从格子 E 的补给堆中消耗了 2T，给两个进攻单位
补燃料以移动（他选择该种方式，而没有选择消耗
1SP 已补给整个师，以节约 SP）
。
，注意，格子 F 的
单位无法加入突袭，因为在本阶段开始时，它没有
和其他单位堆叠在一起。两个突袭单位消耗了 3MP
移动到 D 后，玩家宣告执行突袭。
突袭还需要 3MP。
双方消耗战斗补给：攻方消耗补给堆的 2T（还剩
3SP+3T）；防守单位使用部队储备，因为它无法获
得 SP（但是并没有放置补给低下标志，因为苏军玩
家觉得，该单位会在本次战斗中被消灭）
。
略超过其军力的兵力损失。
9.11c 军力损失分配。战斗中，己
方的 AR 单位（9.6）必须承受第 1
点军力损失。如果有多点军力损
失，所有参战单位都已经被分配
到 1 点后，才可以有单位被分配
到 2 点。
在射击和撤退中，不受上述分配
规则限制；玩家可以完全自主的
进行损失分配。也就是说，AR 单
位无需承担第 1 点损失，损失也
无需平均分配。

德军的行动值单位为装甲营（值为 5）
。苏军只有一个
单位，又因为已经混乱，所以行动值为 2，则行动值
DRM 为+3。德军玩家掷 2 骰检定奇袭，初始值为 6，
修正后，攻方获得奇袭效果。再掷 1 骰，则，结算列
右移 2 列。
在本次进攻中，所有的德军单位战斗值都*2（装甲和
机械单位在开阔地形的*2 修正）。但是因为坦克旅的
AT 效果，所以下降为*1.5，最终的战斗值之和为 21。
守方没有什么特殊修正效果，而且因为 DG，所以战斗
值减半，为 3.5。
初始战力比为 6：1，但是在开阔地形行，没有这一列，
所以小于等于该比例的最近列 5：1 开始。然后再向右
平移 2 列（奇袭效果）
，变为 9：1 列。然后掷 2 骰，
骰值为 4，加上+3 的 DRM，为 7，即使用 9：1 列，骰
值 7 位置的战果，Ao1e4，DL1o2。
即使苏军因为 L1 战果而被消灭，攻方的可选战果依然
要执行。德军必须选择是损失 1 点军力还是撤退。如
果选择撤退，这些单位的移动阶段就结束了，如果选
择军力损失，则带头单位（装甲营）就必须被消灭。
德军选择撤退一格，因为机械步兵单位已经没有 MP
了。本次突袭结束。

例子：
某堆叠受到 4 点军力损失，
但是只有 3 点军力。所以该堆叠
被消灭后，剩余的 1 点损失，忽
略。在另一个例子中，某格中包
括一个 3 点军力的师，和一个 1
点军力的单位，它们受到 2 点军
力损失。该师为本次战斗中，提
供 AR 的单位。所以该师受到第 1
点损失，由于该格子中，其余的
单位只有一个，所以其余单位因
为承受了第 2 点损失而被消灭。
9.11d 军力损失的影响。多点军力
单位在损失 1 点或者更多军力后，

其攻击时，战斗值减半。如果损
失其总军力（印刷值）的一半或
以上，则防守时，战斗值也减半。
多点军力的师，其现有 RE 规模，
为其 RE 印刷值减去其军力损失点
数。
例子：某 14-4-3 来福枪师原有 3
点军力，损失 1 点。所以在该单
位下方，放置 1 个“1”点军力损
失的标志，其进攻时的战斗值变
为 7，但是在防守时，战斗值不变。
之后，该师又损失了 1 点，所以
将原来的“1”点军力损失标志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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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就变成了“2”点的标志。该
师现在进攻和防守时，其战斗值
都减半，变成了 7。如果再受到军
力损失，该师就会被消灭。

9.12 撤退&推进
√在执行可选战果中，如果玩家
不愿意承受军力损失的，则必须
执行撤退（例外见 9.10c）。所有
参与的单位都必须撤退，撤退格
子数要等于可选战果的数值。撤
退结束格，距离开始格，必须满
足全额距离（直线距离）
。
⚫ 撤退路径未必需要是直线。
其可以曲折以避开禁入地形，
但是其最终到达格，必须满
足全额距离的要求。
⚫ 如果单位必须撤退通过敌方
占据格或者禁入地形格的，
消灭之（有时，该规则会限
制单位在执行可选战果时的
选择空间）
。
9.12a 如果战果上的“DG”的，会
使所有的防守单位立即变为 DG
模式。在撤退前，就要进行该模
式切换（这在 9.12e 中是很重要
的）
。单位撤退格子数大于等于 2
的，在撤退进入第 2 格后，必须
立即变为 DG 模式。
9.12b 单位的 MA 为 0 的，在撤退
前，先要变成移动模式。单位如
果在任何模式下都无法移动的，
则在被迫要撤退时，直接被消灭，
（它们也无法进行战后推进）。
9.12c 方向。单位的撤退由己方玩
家执行。单位可以堆叠方式移动，
也可以分开移动。总体来说，撤
退的方向是要远离敌方参与战斗
的单位，但是为了避免损失，撤
退单位也可以适当的修正本规则
为，向后方撤退。
9.12d 跟随。没有参与战斗的地面
单位和编制内车辆，也可以参与
撤退。但是其他类型的单位（舰
船，飞机，港口，环形工事，非

编制内的车辆，和补给堆）不可
跟随。必须留在原格子内。

9.13 进击战果（Exploit Results）

9.12e 敌方 ZOCs。战斗单位撤退进
入敌方 ZOC 的，立即变为 DG 模
式，原来就位于该 ZOC 格内的己
方战斗单位，同时也会变为 DG 模
式。此外，如果在进入敌方 ZOC
之前，堆叠中已经有 DG 单位的，
则该堆叠损失 1 点军力（己方玩
家自行在撤退的 DG 单位中分配）。
该 ZOC 不会因为己方其他战斗单
位存在，而被抵消。也不受地形
影响。

有些攻方战果中，会包
括字母“e”和一个数
值。这意味着在行动值
大于等于该数值的进攻单位，可
以变为进击模式（见 9.13b）。这
些单位必须是参与战斗的单位。
这就意味着，只有进攻单位才可
能变为进击模式。

设计提示：
“敌方 ZOC”这个规则，
我们需要进一步解释下。撤退是
一种非计划性的移动，所以呢，
即使撤退进入的格子，是有己方
单位保护的，也同样会造成很大
的混乱。这就是为什么该格子内
原有单位和撤退进入的单位，都
会混乱的原因。

9.13b 在下列情况下，忽略进击战
果：

√9.12f 敌方单位。撤退时，不可
通过敌方单位在战斗开始时的所
在格。（所以，不可以撤退通过，
因敌方单位损失或撤退所产生的
空格）
。撤退通过非战斗单位，飞
机，舰船所在格时，视同正常移
动的情况（见 9.14）
。
9.12g 战斗后推进（Advance After
Combat）
。如果所有的防守单位都
被消灭或被迫撤退，则进攻单位
可以进入守方格子。
a) 只有产生战斗补给花费（包括
战斗值为 0 的单位）的单位，
才可以推进。
b) 如果进攻方在可选战果时选择
了撤退，则不可推进。
c) 战后推进，可能会夺取或消灭
敌方的舰船，飞机，和非战斗
单位。见 9.14。
d) 如果是突袭的话，战后所有可
推进的单位，必须推进，但常
规战斗时，不是必须推进。己
方玩家在常规战斗后，可以选
择哪些进攻单位推进（如果有
的话）
。

9.13a 进击模式的单位，可以在后
继的进击阶段中（11.0），再次移
动并战斗。

a) 攻方单位处于 DG 模式（本次
进攻中的其他非 DG 单位依然
可以获得进击战果）
。
b) 突袭攻击（在任一阶段的）或
者是在进击阶段发生的攻击。
c) 两个进攻堆叠不相邻的。也就
是说，如果要获得进击战果，
最多只能有两个堆叠发起进攻，
而且这两个堆叠必须相邻。

9.14 特殊战斗
9.14a 战斗值为 0 的单位。在进攻
或防御中，对于战斗值为 0 的单
位有一些特殊的规则。对战斗值
为 0 的单位攻击，使用战斗表的
最右列（数据列平移之前，如果
有的话）。用战斗值为 0 的单位发
起攻击，同样需要战斗补给，并
使用战斗表的最左列。如果双方
的战斗值都为 0，则战力比为 1：
1，并拼命摇头（夸张了）
。
9.14b 补给堆（Dumps）当敌方攻
击单位进入补给堆所
在格子，该补给堆就
被夺取。根据夺取表
（Capture Table）掷骰，以确定多
少 SP 被敌方夺取（舍入至最接近
的 T）
）
，其余的则会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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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c 运输点数。当敌方攻击单位
进入运输点数所在格
子，一些运输点数就
会被夺取，而剩余的
会移动相应数量的格
子（操作同撤退）。掷骰，MA 大
于 10 的，适用夺取表的“卡车”
列，MA 小于等于 10 的，适用夺
取表的“货车”列。结果的解释
见表的下方。掷骰结果等比例适
用于运输点数和它们运载的 SP。
如果一个格子内包括多种运输点
数（如常规卡车和编制内车辆，
或者货车和骡子）
，则己方玩家可
以选择哪些被夺取，哪些移走。
敌方单位，ZOC，和不可进入地形
都不会影响被夺取后剩余的运输
点数的移动—将那些运输点数直
接放置在新的位置上即可。如果
夺取发生在移动阶段（其他阶段
不行）
，则被夺取的运输点数可以
立即移动。
运输点数夺取时，通常是以“P”
（Point）为单位来计算的。
（只有
在游戏算子包括“T”
（Token）规
模的算子时，才以 T 的规模来计
算）
。SP 夺取时（包括被装在卡车
上的），
则都是以 T 为单位来计算。
重要提示：作为延补队的运输点
数，不会遭受损失，也不参与夺
取表中的运输点数计算。相应替
代的，则是“崩溃”
，见 9.14d。

营可以剩余的 MP 继续移动了。
9.14d 延补队崩溃。当敌方攻击单
位进入延补队所在格
时，延补队崩溃。在常
规移动时，玩家也可以
通过主动选择，来让延补队崩溃
（通常发生在延补队无法连接到
补给线时）
。
将崩溃的延补队重新放置在任意
格子，只要该格在其原有位置的
拖取范围内，而且补给线可达即
可。敌方单位，ZOC，以及禁入地
形，不会影响该重置，延补队也
不会承受损失或被夺取。在新格
子内，将延补队翻面至其常规运
输点数面。
重要提示：没有符合上述规则的
格子存在，则在原格子将延补队
翻面，崩溃不发生，该单位变为
常规的运输点数，并进行夺取检
定，见 9.14c。
9.14e 环形工事。当攻击单位进入
敌方的环形工事所在格，则该工
事被夺取。
9.14f 空军基地。当攻击单位进入
敌方空军基地所在格，该空军基
地就被夺取。夺取后的空军基地，
可以立即被使用。

无论天气条件如何（即使是不符
合飞行条件的天气）
，在空军基地
被夺取后，参照空军基地夺取表
例子：某格子内，有 3 点卡车单
（Air Base Capture Table）
，对格内
位和 12SP
（3 点 SP 装载于卡车内）
。 的每个飞机单位掷骰。并适用相
在移动阶段时，一个德军摩托营
应结果（可能是“减少”或是“无
冲入了这个格子，这个行动不产
影响”）。然后将剩余的飞机移动
生额外 MP 消耗（苏军疏于防守， 至 2 倍范围内的任意己方空军基
丢脸阿，丢脸。
）德国玩家开始使
地，并一律变为不活跃状态（而
用夺取表。首先，他对装载了补
无论其原来的状态为何）
。他们不
给的卡车掷骰，使用表上的第 2
可留在原格子内，它们必须被移
列。骰值为 3（25%）
：获得 1 点卡
动，并变为不活跃状态。如果 2
车和 3T 物资，剩下的 2 点卡车和
倍范围内没有己方空军基地，则
9T 物资，苏军可以将其重置到 10
这些飞机直接被消灭。
格内的其他位置）
。德军玩家再次
9.14g 海军单位。当攻击单位进入
对剩余的 9 点 SP 掷骰，这次骰值
包含敌方舰船（包括作为登陆艇
为 5，结果为 50%。所以他夺取了
使用的 DUKW）的格子时，该舰
4SP 加 2T（剩余的被消灭）
。在移
船被消灭。
动完夺取获得的卡车后，该摩托

9.14h 港口。当攻击单位移动进入
包含敌方港口的格子时，该港口
被夺取。该港口可以立即被用于
船运和作为补给源。

10.0 射击（Barrage）
火炮，舰船，和飞机以射击方式
来攻击敌方单位和设施。射击表
有两张，用于不同的目标。虽说
可以有多个攻击单位参与同一次
射击，但是这些单位必须同属一
个大类—如火炮，海军或者空军，
才可以在同一次射击中，联合攻
击。关于海军的射击。
在移动，反应，战斗和进击阶段
的射击环节，相应的单位都可以
进行射击。有低空扫射能力的飞
机（见 14.7d）
，它们还可以在上
述阶段的移动环节中，进行射击。
任意数量的舰船或火炮，或者是
四个及以内数量的飞机单位，可
以参与同一次射击。
下述为各兵种射击的通用流程
（空军，炮兵，和海军），两种射
击表都适用该流程。加总射击值，
以确定使用射击表上的哪一列，
消耗该列上标明所需的补给（只
在火炮射击时）
，根据该表格的注
解，平移数据列，掷 2 骰，得出
战果。
重要提示：射击值至少是 1 点（在
平移数据列前），才能发起射击。
0 点射击值的射击是不被允许的。
10.0a 射击表（Barrage table）
。对
敌方战斗单位的射击，以射击表
来结算。该类射击的首要目的，
就是使对方变为 DG 模式。
被攻击的玩家选择适用的地形，
以使射击适用列，产生相应平移。
他也可以自由选择，由该堆叠中
的哪些战斗单位来承受军力损失。
注意，单个师（即使是多单位编
队的师）在计算堆叠密度时，上
限为 3RE。（如果低于 3RE，则按
实际数量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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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演提示：一次性可以掷 3 骰，2
个是射击掷骰，另一个其他颜色
的骰子为取整掷骰（为有可能出
现的 1/2 的结果或者防空相关的
DRM）
，以加速射击流程。
10.0b 着弹观察员（Spotter）限制。
所谓射击的“着弹观察员”是指
己方任意没有乘坐在登陆艇上的，
同时，位置在目标格子旁边的己
方战斗单位。
⚫ 以射击表结算的射击中，如
果没有相应的着弹观察员存
在的话，则要受到数据列左
移 3 列的惩罚。
⚫ 低空扫射（用任意一种表）
只有在着弹观察员存在的情
况下，才可以执行。
⚫ 对设施射击的情况（使用对
设 施 射 击 表 （ Barrage VS
Facility Table））
，无需着弹观
察员。
10.0c 对设施射击表（Barrage VS
Facility Table）。如果射击的目标是
设施的话，要使用本射击表。射
击前，玩家必须预先指定，要攻
击哪个目标设施：空军基地还是
港口（或特殊飞行任务，运输破
坏（Trainbusting）
）
。这类射击中，
不存在地形修正效果，也无需观
察员。掷 1 骰以确定结果。
a) 空军基地目标。
战果中有带括号的数值的（#）
，
则攻方玩家对该格子内所有的
敌方飞机掷骰，以检定损伤。
对每个飞机单位，要单独掷骰。
如果骰值大于等于（#）的，则
相应飞机单位承受 1 点军力损
失。
不带括号的数值战果（
“1”或
“2”
）
，为该空军基地降低的等
级数，等级最低降至 1。注意，
简易机场不会发生等级降低的
情况。
b) 港口目标。
数字战果
（1 和 2）
会造成伤害；

而其他战果则无效。港口的伤
害是可以累积的，最高为 4 点
伤害，伤害会造成港口的功能
下降（19.0b）
。
c) 运输破坏。
当“*”的结果发生时，在该格
子上放置运输破坏标志。其他
结果则不会造成影响。该标志
会影响敌方的铁路运输和地面
移动，见 14.8c。直至下一个敌
方的清理阶段时，才可以移除
这些标志。
10.0d 对混有多种目标的格子射
击。有些格子内有多种目标，它
们适用于不同的射击表。则在一
次射击中，攻方玩家必须明确，
是对哪一类目标射击（如“战斗
单位”或者是“港口”），这样的
射击，只会对格子内相应的目标
发生效果。举个例子，如果一个
格子内，包括了战斗单位，一个
空军基地，和一个港口。则玩家
可以攻击战斗单位（适用射击表），
或者是攻击港口或空军基地（适
用对设施射击表，且只能攻击其
中的一个）
。
10.0e 射击的限制和阶段。在射击
过程中，对于某些单位和所处的
某些阶段，有相应限制：
a) 无论目标格子内有多少种类单
位，在同一阶段内，只可对同
一格子发起一次射击。
（例外：
对舰射击和低空扫射。
）而一次
已经宣告过的任务，由于对方
的防空或空中拦截而彻底被消
灭／中止的，要计入上述的次
数。
b) 一个单位在同一阶段内，只可
以射击一次，它不可将其射击
值拆分到几次射击中。也不可
以低于其印刷射击值的火力，
进行射击。
c) 在移动阶段，只有海军和空军
可以射击，这些射击主要都发
生在该阶段的射击环节（低空
扫射是例外，他发生在移动环

节）。
d) 在战斗阶段中，只有火炮可以
射击。
e) 在反应阶段和进击阶段，所有
射击兵种（空军，海军和火炮）
都可以射击。
f) 一次射击，必须由同一兵种的
单位发起：诸如空军，海军，
或炮兵。

10.1 火炮射击
10.1a 火炮的射击范
围，以格子数来计算，
且不受地形和天气的
影响。 一个射击范围为 3 的火炮
单位，可以向 1-3 格范围内的任意
格子射击。
10.1b 补给消耗。在进行火炮射击
时，会产生相应的战斗补给消耗。
具体的消耗量，会在表格靠近顶
部的相应位置标明；使用初始数
据列的补给消耗（在数据列平移
前，就要确定其消耗）。如果补给
不足，则无法执行射击，但不会
有额外的惩罚（单位被选择进行
射击，又放弃的，不算射击过）。
a) 多单位参与的同一次射击，其
所有补给必须来自于同一 HQ，
或从同一补给堆拖取（如果没
有 HQ 可用的话）。
b) 被放置了断补标志的火炮单位，
依然可以其全额射击值进行射
击（只要有战斗补给即可）
。
c) 射击所需的补给，不可以使用
部队储备。
例子：两个炮兵营，对其攻击范
围内的某个格子射击。合计射击
值为 16。所以使用射击表上的
12-16 列。需要 3T 的补给。玩家
花费了 3T 后，开始射击。在确定
修正时，他发现目标格子内，包
括了 8RE 和一个等级 1 的环形工
事，地形为复杂。在目标格子旁
边，有着弹观察员。所以，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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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数据列右移 2 列（RE 右移 4
列，环形工事左移 1 列，地形左
移 1 列）
。所以，最后的结算列为
25-40。玩家掷 2 骰，骰值为 8。
战果为[1/2]。在本例子中，因为
没有等级 3 的环形工事存在，目
标格子旁边又有着弹观察员，所
以为常规的“1/2”战果。射击玩
家掷 1 骰，骰值为 3。目标格子内
没有军力损失，但是发生混乱。

10.2 空中射击
飞机射击火炮射击很
相似，但是不需要战
斗补给，详见 14.7。

11.0 进击阶段
在该阶段中，单位可以近一步形
成突破，或攻击敌方虚弱的防守
位置。
11.0a 只有处于进击模式，和释放
预备模式的地面单位，才可以在
该阶段移动和战斗。
（例外：在该
阶段中，地面单位可以使用空运，
见 14.9d）。该阶段包括一个移动
环节（该环节可以使用突袭），一
个射击环节，和一个战斗环节。
11.0b 进击阶段中，当前玩家可以
释放任意数量单位的预备模式
（5.7b）。该阶段中，玩家可以不
用一次性释放所有单位的预备模
式，而是视局势的发展情况，逐
个释放预备单位。为了直观起见，
玩家在释放了预备模式的单位上，
放置进击标志。实际是进击模式
的单位 只可以一半的 MA 移动；
而解除预备模式的单位可以全部
的 MA 移动。

10.2a 空中射击和阶段。在各阶段
的射击环节中（例外：低空扫射
发生在移动环节）
，玩家可以将飞
机单位放置在目标格内，并结算
射击。完成后，飞机必须返回基
地，并在返回后，变为不活跃状
态（14.1c）
。飞机在执行射击任务
前，可能会受到空中拦截（14.5）
以及高射炮的防空射击（14.4）。
11.0c 进击阶段中，战斗（射击，
低空扫射是一种特殊的空中射击， 突袭，或者是常规战斗）如通常
其特有规则见 14.7d。
一样。
10.2b 近距离的效果。如果所有参
与射击的飞机，都位于其基地 10
格范围内，则它们可以在常规射
击表结算时，数量列可以右移 1
列。例外：该规则不适用战略轰
炸机。
10.2c 空中射击中，不会产生战斗
补给的消耗。

10.3 海上射击
关于舰船的射击（包
括对舰的射击），参阅
18.3。这类射击不会
消耗战斗补给。

11.0d 在本阶段中，当前玩家可以
使用舰船和活跃状态的飞机。
推演提示：在进击阶段中，有多
少预备单位，往往会成为胜负的
关键点之一。

12.0 补给
补给分两类：具象存在于地图上
的补给（以 SP 和 T 算子的形式存
在）和补给线（trace supply）
（抽
象的存在）。具象补给（On-map
supply）属于非战斗单位，它们主
要用于火炮射击，战斗补给，和
燃油的消耗。而补给线则是补给
阶段时，判定某战斗单位，是否
“断补”
（out of supply）
。当战斗
单位没有补给线时，具象补给也
可以用来提供补给线，但是，抽

象线无法替代具象补给。
具象补给，通常以补给堆的方式
存在于战线后方。靠近补给堆的
单位，可以通过直接“拖取”获
得。而更常见的情况，补给是通
过 HQ 单位，
“投递”给各单位的。
补给线的使用就比较抽象了。战
斗单位和补给源（通常是地图边
界格子或者是港口）之间，必须
存在一条补给路径。和具象补给
一样，前线单位通常是通过 HQ 来
获得补给线。如果补给源和单位
之间的距离过远，通常会使用铁
路和补给点数“延补队”
（Extenders）的方式来连接回补
给源。
重要：只有战斗单位才需要补给。
非战斗单位，舰船，和飞机即不
消耗 SP 也无需补给线（它们的补
给，本规则中没有模拟）。
（例外：
空军基地需要补给来整备飞机）。

12.1 补给点数（SP）
12.1a 替换操作。玩家可以通过等
值 SP 算子替换，来将同一格内的
SP 分开或者合并。玩家可以进一
步将 SP 拆分为 Tokens。1 SP 等于
4Tokens，或者反过来，1Token 等
于 1/4 SP。在需要减少堆叠时，
可以将 Tokens 合并成 SP。Token
的缩写为 T，所以，2Tokens 就是
2T。
注意：SP 算子和 Token 算子，其
图形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很容
易辨认，Token 算子的图形，并不
代表着其只是弹药而已。SP 和
Token 的差别只是在于其代表的
数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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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1：玩家要消耗 1T 的燃料以
移动坦克单位。他将补给堆中的
一个 1SP 算子翻面至 3T。
例子 2：如果要从 5 SP 的补给堆
中，消耗 2T 来射击的话，玩家要
进行如下操作。2T 等于 1/2 SP，
所以该玩家知道，他的补给堆会
消耗 1/2 SP，剩余 4 1/2 SP。所
以拿走 5 SP 的算子，换上 4 SP
的算子。在加上一个 2T 的算子。
12.1b 补给堆。任何包含 SP 的位
置，无论 SP 是被装载还是被卸载
的状态，都称为补给堆。即使未
处于卸载状态，SP 一样可以使用。
12.1c 通用的补给堆。标志中，提
供了一些字母而非数
字标记的标志。他们
可以用来代表任意规
模的补给堆。将该标志放在地图
上，并在纸上记录该补给堆的 SP
数量。除了数量是记录在纸上这
点外，这些补给堆和常规的补给
堆没有任何差别。当补给堆用完
时，移除该标志即可。
12.1d SP 的归属。因为双方玩家使
用相同的补给标志，所以哪方玩
家拥有该补给堆，就变成了一个
重要的问题。哪个玩家将该 SP 放
上地图，则该 SP 归谁使用，在过
程中被夺取的除外（见 9.14b）
。

12.3 具象补给（On-Map Supply）
在各个阶段，都会用到 SP，包括
燃料，战斗补给，飞机整备，补
充部队储备，工程建设，和补给
线的替代。
重要提示：不论何时需要补给（燃
料，战斗，部队储备，建设，补
给线，或飞机整备），无论是使用
直接拖取还是 HQ 投递，补给的操
作方法，都是一样的。在拖取，
投递或者追溯补给线时，不涉及
燃料问题。（例外：见 18.5e，单
位要拖取登陆艇内的 SP，必须位
于其邻近格，而 HQ 则无法拖取登
陆艇内的 SP 后，再把它投递出去）。
12.3a 直接拖取（Direct Draw）。
要通过直接拖取获得补给，单位
必须位于补给堆 5MP 的范围内，
或者是邻近于满足上述条件的格
子（12.3c）
。所需补给可以从该范
围内一个或多个补给堆直接拖取。
在计算单位与补给堆之间的距离
时，始终使用卡车 MP。
（例外：
如果 HQ 的投递范围，是使用步行
或履带类型的，则使用该移动类
型。
）在计算单位到补给堆的 MP
时，就和移动该单位是一样的。
（见 12.3d）
。

另一处）。
b) HQ 可以向任意数量的己方单
位投递补给。
（但是专属规则可
能会做出限制）
。
c) 处于战略模式的 HQ 无法投递
补给。
d) HQ 单位不可将其他 HQ 单位投
递给它的补给，再次投递出去。
但是他自身可以使用这些补给。
12.3c 邻格即可。“邻近格子”的
规定，对于补给操作来说，是非
常重要的：无论地形怎样（即使
是不可进入的地形）
，在本规则中，
都假设单位可以从相邻的格子获
得补给。本规则适用于，采用直
接拖取和 HQ 投递的所有类型补
给。
12.3d 补给路径。在计算任何一种
补给路径时（直接拖取，投递，
补给线），都是默认非战斗单位在
该路径上进行移动运输的。所以
该路径可以穿越敌方非战斗单位，
舰船，和飞机所在的格子，但是
不可穿越包含敌方战斗单位的格
子。所以在计算补给路径时，6.1
中，关于移动的限制都是适用的。

各类使用卡车 MP（直接拖取，投
递，延补队，等）的补给路径，
不可进入或移出未被抵消的敌方
12.3b HQ 投递（Throwing Via HQ）
。
ZOC 格。注意，有些 HQ 和延补队
HQ 在从补给堆拖取并获得补给
是使用步行 MP 或履带 MP，它们
（12.3a）后，可以再将补给投递
12.2 补给的运输
是不会受到 ZOC 的影响的。
到其投递范围内的地方。
始终使用“正常”的地形 MP 消
玩家要运输补给，可以通过运输
HQ 的投递范围，以 MP 计算，在
耗（各类地形的夏天/晴朗的情
点数运输，或通过空运，船运和
HQ 算子上可以找到。而投递所采
况），忽略所有的临时“糟糕”地
铁路运输。相应的能力，限制和
用的移动类型，则可以通过相应
面情况，如：泥泞，下雪，以及
规则详见（13.2，13.3，14.9，14.10，
的颜色来辨别（3.1a）。要投递补
移动穿越运输破坏区域。（例外：
18.4 和 19.0）
给时，在需求补给的单位（或者
因为天气情况，而使移动消耗临
和 HQ
12.2a 接力运输。在同一阶段内， 是该单位旁边的格子 12.3c）
时性减少时，你可以使用该标准
之间，存在符合投递范围条件的
SP 只能由一种运输工具运输。
（空
来计算移动消耗。）
路径即可。计算投递所用 MP 与
运，船运，铁路，运输点数等），
12.3e 存放格和补给。如果某存放
计算单位移动时的 MP 是一样的
此外，被卸载的 SP，在同一阶段
格代表的，是地图上实际的格子，
（见 12.3d）
。
内，不可以再次被装载。
则该存放格内的单位在计算补给
12.2b 在同一阶段中，SP 先被运输， a) HQ 只能投递当即使用的补给。
时，和其在地图格子上时相同（因
（只有通过某些形式的运输，
再被使用，是规则允许的。
为该存放格只是为了让地图格子
才可以将补给堆从一处移动到
内大量的堆叠有地方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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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HQ 的最大延伸
在本示例中，演示了数种 HQ 进行补给时的特
点。
A 格的 HQ，使自己所在的格子可以成为火车停
靠格子，从而获得补给线，并可以把补给投递
到步兵师的临近格子（通过路线 1）
。虽说投递
的 MP 不足以将补给送到步兵师的所在格子，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送到临近格子已经可以很
好的完成补给任务了。
B 格的 HQ 也可以补给该师。该 HQ 可以 A 格
HQ 作为火车停靠格子形成补给线（通过路线
3）
。它有足够的投递范围以到达格子 2（假设每
个树林格消耗 2MP）
。注意，因为该 HQ 处于移
动模式，所以没有工程能力，所以不能创建 HQ桥以穿越河流。但幸运的是，有铁路桥可以用。
如果需要战斗补给，则两个 HQ 都可以从格子 C
的补给堆拖取—但，注意，格子 B 的ＨＱ（使
用路径４的），要使用邻格规则，才能够完成拖
取。
如果某存放格代表的，是地图外
某区域的，则该存放格内的单位
从该存放格内获得补给（通常这
类格会有无限补给堆）
。地图上的
单位，不可从代表地图外区域的
存放格内，获得补给。

12.4 战斗补给
战斗补给（9.5）可以通过直接拖
取（12.3a）和 HQ 投递（12.3b）
的方式，来获得和分配。单位只
有在无法获得具象补给时，才能
够使用部队储备，见 12.10。
⚫ 攻方的每点军力，消耗 1T。
（例外：DAK 是 2 点军力的
旅消耗 1T）
。
⚫ 守方每次战斗，消耗 2T（例
外：如果军小于等于 1RE，则
消耗 1T）
。
重要提示：没有获得战斗补给的
单位不可发起进攻。而单位在防
守中，可以选择不使用战斗补给，
而以一半的战斗值来防守。

即全额消耗的。

12.5 燃料补给
燃料补给的获得，可以通过直接
拖取（12.3a）的方式，也可以通
过 HQ 投递（12.3b）的方式。
12.5a 使用履带 MP 或者是卡车
MP 的战斗单位，必须在燃料补给
消耗后，才可以使用其 MP 并移
动。即使只移动一格，也必须首
先完成燃料补给。
（例外：使用 ALT
的登陆移动，18.5h）。其他单位或
行动无需燃料（步行 MP 单位，
卡车，舰船，飞机，拖取补给/投
递补给）。
12.5b 需要燃料才能移动的战斗
单位，它们在进攻，防守，射击，
战后推进，和撤退时，都不产生
燃料消耗。而突袭中，攻方需要
消耗燃料，即使攻方堆叠在移动
开始时，就位于守方的旁边格子，
也不例外。
12.5c 下列情况中，任
何阶段中，燃料都是
在移动一开始，就立

a) 编队模式。对整个多单位编队
进行燃料补给，消耗 1SP。该
补给可以持续使用到下一个己
方的清理阶段。通过将编队标
志翻面至已补给面来表示该状
态（13.7）
。如果编队内所有以
履带/卡车 MP 的战斗单位无法
从同一个补给堆直接拖取，或
者通过同一个 HQ 投递的话，
则无法从同一补给来源获得补
给的那些单位，适用单个单位
模式（见下文）的规则。
b) HQ 模式。消耗 1SP 可以对一
个 HQ 自身及其投递范围内的
所有独立单位（见 12.5e）
，进
行补给。该补给可以持续使用
到下一个己方的清理阶段。在
该 HQ 单位的顶部放置已补给
燃料标志。见 12.5e。
c) 单个单位模式。消耗 1T 可以对
一个履带 MP 或卡车 MP 单位
进行补给，而无论该战斗单位
的规模和军力，也无论其是否
独立单位，是否多点军力单位，
或是编队中的一个部分。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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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可以持续使用本阶段末。这
种情况，无需放置已补给燃料
标志。
12.5d 在清理阶段时，当前玩家移
除 HQ 上的已补给燃料标志并将
编队标志翻面至未补给面。
（这样
的顺序，意味着在反应阶段解除
预备模式的单位，是整个回合中，
可以移动距离最长，使用燃料最
经济的单位。
）
12.5e 完成 12.5c（B）的动作后，
HQ 可以“免费”的将燃料投递给
其补给范围内所有的独立单位
（定义见 3.2f）
，而不会产生常规
需要的 1T 每个单位的消耗。投递
范围，以每个独立单位开始移动
时的位置来计算。
补给燃料后的 HQ，在同一阶段，
只能在某一个格子，向外投递燃
料。这会对移动中的 HQ 造成影响，
它必须选择，是在他开始移动时
所在的格子，投递燃料，还是在
它结束移动时所在的格子投递。
12.5f 放置增援无需燃料，但是只
要其移出增援进入格时，就会产
生燃料消耗了（需要燃料移动的
单位），增援在到达当回合，不可
以免费（不消耗燃料）的移动。
12.5g 部队储备不可以用于燃料
消耗。
例子：在玩家的反应阶段，他希
望移动一个装甲师和五个独立的
突击炮营。他希望使用最少的 SP。
所以该玩家消耗了 1SP 以给 HQ 补
给燃料，以使 5 个独立单位可以
移动（因为如果单独给 5 个单位
补给燃料，需要 5T，而 1SP 比 5T
便宜）
。而装甲师在之前的战斗中，
已经被重创过，只剩下了一个装
甲营和一个步兵团。所以该玩家
迅速决定，他可以让步兵团步行
（使用战斗模式下的步行 MP）
，而
只需要消耗 1T 给装甲营补给燃料
即可。所以最终移动这些单位的
补给消耗为 5T，而如果他没有精
打细算的话，则可能最大消耗 9T。

游戏进入到该玩家自己的回合。
在他的常规游戏回合，之前的某
些决定还在对其常规的移动阶段
和进击阶段发生影响。由 HQ 补给
燃料过的突击炮单位依然是已加
油状态（直至该玩家的清理阶段）
所以，所有在 HQ 投递范围内（包
括该 HQ 本身和其它的 HQ）的独立
单位都可以在本回合中不消耗额
外的燃料而移动，而装甲师的装
甲营如果没有再次燃料补给，则
不可移动，因为 1T 的补给，到之
前反应阶段结算后，就失效了。
此外步兵团没有影响，因为它是
步行 MP。要移动该装甲营，就需
要额外的燃料补给了。

12.6 补给线（Trace supply）
在补给阶段，战斗单位必须检定
其补给线。如果无法获得补给线，
也无法“吃具象补给”
（12.6c）的
话，则该战斗单位要被放置断补
标志，并且必须掷骰以检定损耗
（Attrition）
。此外，在突围环节，
处于断补状态单位，可以进行突
围（Break Out）
（12.8e）
。
补给线可以通过直接拖取（12.3a）
和 HQ 投递（12.3b）的方式来获
得和分配。
12.6a 补给源包括三类：
1) 位于地图边界，包含允许增援
进入的铁路格，以及专属规则
中提及的其他补给源。或者
2) 火车停靠格子（见 13.3c）
，或
者
3) 包含延补队（Extender）的格
子（见 12.7），该延补队能够
连接到火车停靠格子，或者是
直接连接到补给源的。

SP 来替代补给线补给所需。每消
耗 1T，最多可以“喂养”2RE（在
拖取或投递范围内必须有补给
堆）。所有分数向上取整；如，6
1/2RE 要消耗 4T。
在无法获得补给线的前提下，单
位才可以使用上述规则。也见于
12.6e 和 12.6f。
12.6d 既无法获得补给线，也没有
办法“吃到 SP”的战斗单位，在
该单位上放置断补标志，并要检
定损耗（见 12.8）
。
推演提示：即使是 SP 可用的情况
下，单位也可以选择不“吃具象
补给”。有时候，让被围困的部队
“饿死”以节约战斗补给也是一
种不错的策略。
12.6e 战略模式下的单位，无法
“吃具象补给”
，且移动结束时所
在的格子，必须是补给线可达的
格子。处于战略模式下的 HQ 不可
投递补给。
12.6f 属于同一多单位编队的所有
战斗单位，必须从同一 HQ 获得补
给线，或者有同一个直接拖取的
补给源。如果无法从同一处获得
补给，则无法获得同一补给的那
部分单位（玩家自行选择哪个为
同一补给）
，必须以 SP 来替代补
给线，或者变为断补状态（见
12.6d）
。
12.6g 位于登陆艇中的地面单位，
始终视为处于补给线上。
12.6h 进 行 计 划 空 投 的 单 位
（14.10b）其在被投下的当回合，
无须补给线。

12.6b 任一类补给源位于敌方未
被抵消的 ZOC 内的，无法发挥作
用，但是该 ZOC 可以被抵消，见
4.5b。
12.6c“吃具象补给”。无法形成补
给线的战斗单位，也可以通过“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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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格子或者直接通向补给源。

12.7 延补队（extenders）

b) 连接两个不相连的铁路格子。
如果“后方”的那条铁路能够
连接到补给源的话，则通过补
给线，可以让“前方”的铁路
线，可以成为火车停靠格子。

延补队可以用来延长
补给线。同一格内，相
同类型的 5 点运输点数
（通常是卡车或者是货车）
，可以
在消耗其 MA 的一半后
（见 12.7d）
，
c) 连接一个铁路格子和一个补给
变为一个延补队。运输点数当作
源，以使该铁路线可以成为火
延补队使用后，就不可以移动了
车停靠格子。
（也不可以用作他途）
。
12.7b 延补队连回连接格，是有一
⚫ 编制内卡车不可以用来创建
个最远距离范围的（MP 记）
。延
延补队。
补队算子的位置，必须位于它们
连接的补给线的最前端。
（就是距
⚫ 如果某作游戏内的算子本来
离补给源的最前端）
。
就不包括延补队（通常是在 5
点运输点数算子的背面）
，则
不可创建延补队。

（如卡车或者货车，只可选其一）。
装载有 SP 的运输点数不可变为延
补队（它们必须先卸载）。延补队，
不可创建在当前无法连接到补给
线的格子内。延补队创立后，补
给线被切断的，尽管延补队已经
失去作用，但是延补队依然可以
留在原地。
12.7e 组成延补队的运输点数，可
以来自不同的格子，只要最终集
中在同一格即可（在该格，每个
单位都要消耗其 1/2 的 MA）。
12.7f 在延补队变回运输点数后，
它们可以移动到不同的格子。它
们无需以堆叠形式，一起移动。

12.7c 延补队可以和其他的延补队
进行“串联”，以连得更远更长。

12.7g 延补队也可以使用“邻近格
子即可补给”的规则，以及其他
12.7a 延补队位于的作用，就是创
12.7d 创建延补队。要变为延补队， 所有补给相关的功能。
建新的补给线拖取点。
（它们并不
需要消耗运输点数一半的 MA。延
12.7h 延补队会因为敌方战斗单
能用于移动 SP，运输铁路货物，
补队在被翻回成运输点数前，是
位进入它们所在的格子而产生
或者是使拖取/投递的范围变大）。
不可移动的，翻回运输点数，同
“补给线崩溃”
，玩家也可以主动
延补队可以充当补给线的。
。
。。
样需要消耗一半的 MA。一支延补
选择崩溃。见 9.14d。
队只能由同一类的运输点数构成
a) 源头 ，如果延补队通向火车停
下列图标的问题在于，
补给线从 HQ 出来，至
延补队后又返回 HQ，
这是不允许的。

HQ 延伸

连接两条铁路

串联式延补

例子：各类延补队的使用方法
箭头所示为 MP 计算的方向。所有 MP 计算要小
于上述，上述数值为最大值。

更复杂的串联式
延补

延补队

单位连接

HQ

错误的 HQ 延伸方式

单位

补给源或者火
车卸货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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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提示：好好保护你的延补队，
否则的话。
。
。
。

12.8 损耗和断补
12.8a 在己方补给阶段，无法处于
补给线上或者“吃到具象 SP”的
战斗单位，要被放置断补标志
（Out of Supply）
，并检定损耗。
该标志要留存，直至未来的某个
己方补给阶段中，补给线恢复后，
方可移除。被放置断补标志的堆
叠，在每个己方补给阶段结束时，
都要检定损耗，直至补给线恢复。
12.8b 要检定某堆叠的损耗时，掷
2 骰，并查阅损耗表（Attrition
Table）
。使用断补单位中最高的行
动值，所对应的列，军力计算时，
也只计算该格中断补单位的军力
点数。结果一般是该堆叠中一定
数量的军力损失。己方玩家选择
如何从堆叠中扣减这些军力。行
动值最高的单位可以选择不承受
军力损失。
12.8c 检定时，
使用行动值的单位，
如果处于 DG 模式，无需调整其行
动值，但是如果处于战略模式，
则需要调整行动值（但是，那是
不应该发生的，见 12.6e）
。
12.8d 断补所产生的影响。单位断
补后，没有 ZOC。如果
有战斗补给可用，则
该类单位可以一半的
战斗值进行进攻和防御。如果连
战斗补给都没有，则该类单位不
可进攻，且只能以 1/4 的战斗值
防御。如果有射击补给，断补单
位可以照常射击。断补单位可以
照常移动。
12.8e 突围（Breakout）。在突围环
节，战斗单位（不是非战斗单位）
处于断补状态的（在当环节进行
一次补给线确定），如果其印刷的
MA 值大于等于 1，则在符合下述
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尝试突围：
a) 在突围单位和己方其他有补给
线的单位之间，存在一条路径，

路径长度不限。该路径上，必
须没有敌方战斗单位和不可进
入的地形（使用该单位移动模
式的 MA 移动类型）
。卡车 MP
的单位，其路径上必须没有未
被抵消的敌方 ZOC。
b) 突围单位和己方其他有补给线
的战斗单位，之间的距离必须
小于等于 15 格（本情况中，算
直线距离，忽略敌方单位
/ZOC）
。
当发现单位处于断补情况的第一
个回合（而非它已经吃过地图上
的补给，或者是用过某些游戏特
殊规则，诸如补给储备或树皮汤
后）
，上述“A”和“B”的限制可
以忽略，其成功机率（见下文）
有+1DRM，此外，运输点数也可
以进行突围（对每 1 点进行单独
掷骰）
。
突围永远是主动行为。
为每个尝试突围的单位掷骰：
⚫ 如果骰值为 1-4，则突围失败，
将该单位放入阵亡堆（但是它
们还是可以被正常的重建）
。
⚫ 如果骰值为 5-6，则突围成功。
该单位暂时移出地图，在后继
它们将以增援回归。为每个成
功突围的单位再次掷骰，骰值
即为其未来返回所间隔的回合
数。返回单位要保留其受的军
力损失，但是移除其他标志（诸
如弹药低下或 DG 模式）
。
关于在旧版的系列游戏中，如何
使用该规则，见修改提示。
推演提示：将突围算子放置在回
合记录条上，以提醒该单位什么
时候返回地图。

12.9 特殊单位补给
12.9a 非战斗单位（3.3）不需要补
给线和燃料。
12.9b HQ 和其他战斗单位一样，

都需要各类补给。
12.9c 空军基地需要具象补给（通
过直接拖取或 HQ 投递）用来整备
飞机。除此以外，飞机无需补给。
12.9d 舰船无需补给。

12.10 部队储备
部 队 储 备 （ Internal
Stocks）是指，在没有
SP 的情况，战斗单位
可以利用的弹药物资。他们只用
来充当战斗补给（见 9.5b）
，而不
可用来当作射击，补给线，燃料，
等。无论是使用部队储备还是使
用具象补给，单位的战斗值都不
会发生变化。
在每个使用过部队储备的单位下
方，放置“低下”或“耗尽”标
志。
12.10a 只有单位无法获得具象补
给（通过直接拖取或者 HQ 投递）
时，才可以使用部队储备。
（例外：
如果仅有的 SP 是装载在编制内车
辆中的，则可以使用部队储备。）
12.10b 单位从部队储备中获取战
斗补给后，放置“低下”标志以
表示该单位的部队储备低下。如
果该单位已经有“低下”标志的，
则换成“耗尽”，这意味着该单位
的部队储备已经用完了。
12.10c 处于部队储备低下或者耗
尽状态的战斗单位，依然可以使
用常规的战斗补给。如果即没有
常规的战斗补给，也没有部队储
备可用的话，则该单位不可进攻，
并且只能以无战斗补给的状态来
进行防守
（战斗值减半，见 9.5a）。
12.10d 即使堆叠在一起的战斗单
位，也不可以相互借用部队储备。
12.10e 恢复。在己方的补给阶段，
如果有具象补给可用的话（使用
直接拖取或者 HQ 投递 SP）
，则有
“低下”或者“耗尽”标志的单
位必须恢复其部队储备。恢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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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状态的消费为每个单位（每个
RE 针对多点军力单位）
，
消耗 2T；
而恢复耗尽状态的消费为前者的
2 倍。
a) 在可能的情况下，单位必须恢
复部队储备，用 SP 恢复部队储
备，必须先于用具象补给替代
补给线。
b) 任何补给堆，只要是单位可以
拖取得到，或者是能够被投递
的，都要被用于恢复部队储备
（例外：SP 如果已经被装载在
编制内车辆上的，可以不必提
供）
。
c) 在有具象补给可用，但不足以
完全恢复部队储备的情况下，
所有可用的具象补给依然需要
被消耗。1T 的话，该补给被浪
费，2T 就可以恢复一个单位的
储备“低下”状态，或者是从
储备“耗尽”变为储备“低下”
状态（或，如果只有多点军力
单位要恢复，则改补给被浪费）。
12.10f 断补状态不会影响部队储
备（反之亦然）
。
12.10g 战斗中，可以混合使用具
象补给和部队储备。
（例外：如果
只有一个算子，即使是多点军力
的，如师级单位，也只能要么使
用部队储备，要么使用具象补给，
这种情况下，是不可以混合使用）
。

12.11 破坏与夺取
12.11a 销 毁 补 给 堆 。（ Blowing
Dumps）所有在同一格内的 SP，
包括装载在车上 SP，以及卸载在
地上的 SP，当玩家担心这些补给
被敌方夺取时，他可以选择销毁
补给堆。销毁时，无需有战斗单
位位于该格。销毁要在当前玩家
的移动，反应，或者进击阶段中
的移动环节中进行。同一阶段内，
一个补给堆只能销毁检定一次，
此外，玩家可以销毁一个补给堆
中任意（或者所有）数量的 SP。
掷 1 骰，对照补给堆销毁表
（Dump
Blowing Table）以确定有多少百分
比的补给被销毁。取整到 T。不可
以此种方式来销毁运输点数。
例子：玩家尝试销毁一个 4 点 SP
补给堆中的 3 点 SP，他获得了一
个 75%的结果。3*0.75=2.35，所
以 2 SP 加 1T 被销毁。
12.11b 夺取补给堆。（Capturing
Dumps）当攻击单位进入敌方 SP
或/和运输点数所在的格子时，掷
1 骰，并查阅夺取表（Capture table）
的相应列（如果该格子内有敌方
单位的话，则必须在驱逐敌方单
位后，才可以尝试夺取）。具体细
节见 9.14b 和 9.14c。

12.10h 如果一个多点军力的算子，
因为具象补给不足，而只能选择
部队储备的话，则，具象补给依
然要必须被使用掉（就是被浪费
掉了）
。

13.0 特殊单位

例子：3RE（三个独立单位）要准
备攻击。玩家只有 1T 的具象补给
可用。所以具象补给可以补给一
个单位，而剩余 2 个就必须使用
部队储备。如果是由一个多点军
力单位发起这次进攻，则该单位
要被放置储备低下标志，且 1T 也
被浪费使用掉。

HQ 属于特殊战斗单
位，它可以分配补给，
重建单位，以及执行
工程任务。无论该 HQ 算子上的名
称如何，其规模始终为 1RE。

13.1 HQ 单位

13.1a HQ 和模式。战斗模式下的
HQ，有着较大的投递范围。见
5.10e，DG 模式不会对 HQ 的特殊
功能造成影响（13.1b）
。HQ 的防
御能力，由其模式决定（见 13.1c）
。

处于战略模式的 HQ 无法投递补
给（5.8b）
。
设计提示：战斗模式下的 HQ，表
示该 HQ 已经确定位置；移动模式
在代表该 HQ 还处于移动状态。在
移动模式时，HQ 多余的卡车，被
视为忙于运输构筑材料和炊事器
材，而非补给。
13.1bHQ 的特殊功能。
⚫ HQ 可以向其投递范围内的战
斗 单 位 ，投 递 SP 和 补给 线
（12.3b）
。
⚫ HQ 可以重建单位（13.5a）
。
⚫ 有工程能力的 HQ（13.8a）可
以执行架桥，创建火车停靠格
子，和建筑等工程。
13.1c HQ 和战斗。HQ 单位的一些
常规数值，并没有印刷在算子上。
其行动值为 0。在战斗模式下，它
有带括号（只能防御）的战斗值 5，
在移动模式下，则变为 1。
HQ 和其他战斗单位一样，需要补
给。在被迫撤退时，HQ 必须切换
为移动模式。
13.1d 专用的 HQ。同一作品中，
可能会包括不同指挥等级和不同
国别的 HQ 单位。通常来说，HQ
可以给任意的己方地面单位投递
补给，与该地面单位的编制所属
无关，但是，在专属规则中，也
可能会有相应的限制。系列中常
见的例外是：师级指挥部只可以
对本师的单位或己方国家的独立
单位（定义见 3.2f）提供补给。

13.2 运输点数
运输点数可以装载着
SP 在地图上移动。关
于涉及运输点数的特
殊战斗，详见 9.14c。
13.2a 运输和补给的流程。在同一
阶段内，运输点数可以移动，停
下使用一些它的装载物，然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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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停下时，被运输的 SP 可以
用来当作燃料补给和建筑/修理
所需。但是有两个重要的限制：
该运输点数必须移动完成后，其
他单位才可以移动，后继的射击/
战斗消耗不可采用这种方式来预
补给。SP 可以在被装载的状态下，
直接使用，无需先卸载。
13.2b 运输点数和补给。运输点数
移动时，无需燃料，也不会产生
断补的情况。
13.2c 运输能力：组合和分开。运
输点数的运输 SP 能力上限见其算
子左下角。运输点数算子可以自
由拆分及组合。组合和拆分，只
能在己方的移动阶段进行，不会
产生 MP 消耗，但是需要所有的
相关单位位于同一个格子。组合/
分开后的运输点数，可以继续移
动，但是必须符合规则 6.1f 的限
制，
（但关于延补队的一些特殊移
动，见 12.7e 和 12.7f。
）不同种类
的运输点数，不可组合在一起。
编制内车辆不可和常规的卡车组
合。
（例外：关于把常规运输点数
转换为编制内车辆，详见 13.9。）
13.2d 模式限制。运输点数始终处
于移动模式（不会有战斗，战略，
预备，DG 或进击模式存在）
。
（例
外：编制内车辆可以变为预备模
式，见 13.2g）
。
13.2e 运输点数本身，可以通过舰
船或火车来运输，但是不可被空
运。
（例外：出现于某些 OCS 作品
中的骡子，可以被空运）
。被运输
时的装载量，始终等于该运输点
数的运输规模。此外，运输点数
本身是装载的情况下，也可以原
来相同的体积被运输。
13.2f 装载/卸载。被装载的 SP 算
子要放在运输点数算子的下方。
而未被装载的 SP，则应该在该堆
叠内所有运输点数的上方。运输
点数不可以直接拖取或者 HQ 投
递的方式来装载 SP。其必须在补
给堆所在格进行装载。注意，装
载状态的 SP，被附近的单位或 HQ

直接拖取，这些 SP（实际上）是
被卸载了。
装载条件：运输点数可以在任一
格子进行装载。
卸载条件：运输点数，只能将 SP
卸载于包含己方战斗单位，港口，
空军基地，或者是存在已卸载补
给堆的所在格子。

输点数）。
13.2i 在移动阶段被夺取的运输点
数，可以立即移动（见 9.14c）。
如果是在其他阶段被夺取的，在
夺取方下一个移动阶段到来之前，
不可移动。

13.3 铁路

消耗：在某格内装载/卸载任意数
量的 SP 的，消耗该运输点数 10%
的 MA，出现小数时，正常取整（所
以，一个 45MA 的卡车单位，在
卸载/装载 SP 时，消耗 5MP）
。

铁路在移动增援和补给中所起的
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其也
经常是构成补给线的主体。铁路
格子分 2 种，单线和多线。某些
游戏中，还可能存在不同的轨距
13.2g 编制内车辆。
（Organic Trucks） （见 13.3f）
。
某些多单位编队本身
13.3a 战斗单位，运输点数，和 SP
就附属有运输车辆。
可以使用铁路运力来移动（13.3b）
。
编制内车辆适用的规
只有上述单位可以货物方式来进
则和其他常规运输点数基本相同，
行铁路运输，而其他诸如飞机，
除了下属的区别：
舰船，环形工事之类是不可以的。
a) 编制内车辆装载的 SP，不可卸
关于各类货物的运输当量问题，
载。
请参阅规则 4.7。每 1 点铁路运力
可以运输 1 点 SP 或者 RE，运输距
b) 只有同一编队的单位，才可以
离不限。但是运输中可能会存在 2
拖取编制内车辆装载的 SP。
点因素：
c) 不可与其他运输点数组合并形
⚫ 如果货物移动的路径上，存
成延补队。
在有 1 或多个运输破坏区域
d) 可以变为预备模式（如果所在
的，则运力消耗翻倍。
格子受到 DG 战果，则移除预
⚫ 如果货物移动的路径，全部
备标志）。
为多线铁路格子的，则运力
e) 可以随堆叠内的其他战斗单位
消耗减半。
撤退（但是不可独自撤退）
。
13.3b 铁路运力的等级，由剧情规
f) 为敌方夺取后，变为常规运输
则所规定的，每回合都可以使用。
点数，并且
铁路运力无法节约下来，在其他
移动阶段使用。铁路运力只能在
g) 可以拒送战斗补给（见 12.10a）
。
移动阶段使用（不可在反应或者
玩家可以通过 HQ 来将编制内车
进击阶段使用）
。
辆上的补给，投递给同编队的单
13.3c 火车停靠格子。满足下列所
位。
有条件的铁路格子，是火车停靠
13.2h 运输点数“满载”符号。有
格子：
些运输点数算子的正面有黄色框
⚫ 包含村庄，小城市，大城市，
的“F”符号，而反面无该符号。
港口，或者有工程能力的 HQ
带“F”的一面表示该运输点数处
（13.8a）
。
于满载状态，而另一面表示它处
于空载状态（使用空载面加上部
⚫ 处于玩家的控制下的（13.3h）。
分的 SP 来显示部分装载状态的运
⚫ 到补给源之间的铁路路径上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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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敌方 ZOC 的。
延补队的连接，
可以成为补给线路径的一部分。
但是无法用来运输货物。注意，
在以铁路运输货物时，敌方的
ZOC 是无法被抵消的，但是在
作为补给线的连接时，是可以
抵消的。

敌方 ZOC。下车后，该单位不
可再移动（见 4.7d）
。

推演提示：轨距转换并不只局限
于从阶段开始时的铁路终点标志
处向前推。铁路修理单位，他们
设计提示：铁路运力涉及车辆的
可以战略模式不使用铁路移动到
调配以及大量时间的装载和卸
其他修理单位已经转轨过以后新
载。从战略层面而言，铁路运输
的铁路终点，来继续开始工作。
是非常有效的。距离越远，其效
“不得接力运输”只是单纯限制
力就越大。
了铁路修理单位，不可使用当阶
13.3d 铁路终点（Railheads）
。有
段由其他修理单位转轨过的铁路
13.3f 铁路转换。有些游戏中，铁
些作品中，会通过铁道
进行铁路移动，但是并不限制接
路会有不止一种的轨距，而某方
的轨距，来对铁路的使
玩家只能在同一种轨距的铁路上， 力转轨。
用进行限制（13.3f）
。
使用其运力和补给线。铁路修理
用铁路终点标志，可以将不同轨
√13.3h 铁路控制。玩家只能使用
单位（见 13.3g），有能力将铁路
距的铁路区分开（如“德国轨距
己方控制的铁路停靠格来追溯
的轨距转换为己方可以使用的那
的铁路到这里”
）
。要移动铁路终
“铁路线”（13.3c）。初始情况下
种。玩家可以用铁路终点标志来
点标志，只能依赖铁路修理单位
的控制权，依双方的前线位置而
表示相同轨距铁路的范围。
（13.3f）的转换轨距工作，而其
定（按照常识来判断）。如果有敌
他地面单位，在铁路格子上的移
方战斗单位进入该格，或者该格
a) 位于敌方 ZOC 内的铁路不可被
动，不会对铁路终点标志的位置，
现在位于前线的敌方侧（情况必
转换（ZOC 不可被抵消）。
产生影响。
须必须很清晰才算，如果稍有模
b) 要转换铁路格子，相应的铁路
棱的，则不视为控制权改变）
有些游戏中，只存在一种铁路轨
修理单位必须在移动进入到相
距。这时，玩家可以使用铁路终
注意，轨距，敌方单位，敌方 ZOC
应格子内方可。铁路转换不消
点标志来表示己方所控制的铁路
的存在，可能会对该段铁路的补
耗 SP 也不会消耗额外的 MP。
格子范围。
（剧本中，可能会设定
给线或者铁路运输的使用造成限
13.3g 铁路修理单位。铁路修理单
双方初始时铁路线的控制范围，
制。
但是只要记得 13.3h，通常情况下， 位是用来转换铁路的战斗单位。
他们适用下述特殊规则：
游戏提示：本规则优先于之前所
判断哪一方控制铁路就不会太困
有的铁路控制规则。所以不再需
难）
。
a) 铁路修理单位在同一移动阶段，
要有单位移动经过所有的铁路格
可以进行铁路移动和铁路格子
13.3e 铁路运输包括三个步骤：装
——只要控制停靠格即可。
转换。
（例外：他们不可以在本
载上车，运输，卸载下车。所有
回合刚刚转换好的铁路格子上，
这三个步骤，必须在同一阶段内
进行铁路移动。不可接力运输）
。 13.4 火炮单位
完成。
（Artillery Units）
b) 在使用铁路移动后，铁路修理
1) 要上车，货物必须位于一个火
单位还可以使用其全额的 MA
车停靠格子（13.3c），而且该
来移动（要减去其上火车前的
格子没有敌方 ZOC。铁路运输
移动消耗）
，而且，其可以在战
的单位，必须是移动模式，在
斗模式下，使用铁路移动。
上车前，可以最多使用其 MA
的一半。增援和新的 SP，如果
c) 铁路修理单位，可以在任一铁
他们的到达格子是铁路格子的
路格子上下火车（不需要在火
话，可以在地图外上车（13.6b）
。
车停靠的格子）
。
2) 要运输，货物沿着相连的铁路
格子移动，不可移动进入敌方
ZOC 或者是敌方战斗单位占据
的格子。移动中，不可使用不
同轨距（13.3f）或者是非己方
控制（13.3h）的铁路格子。
3) 要下车，货物必须位于一个火
车停靠格子，而且该格子没有

火炮单位，可以对其
攻击范围内的目标，
进行射击。火炮的射
击值，以黄色块来标示（在算子
左下方）。在行动值的下方，是该
火炮单位的射击范围。射击值较
大的一面，是其战斗模式面。火
炮单位在同一阶段中，可以移动
d) 在移动阶段（其它阶段不可以）， 并射击。
他们可以最多转换 4 个铁路格
射击规则见 10.0。
子（如果其 MA 小于 4，则为
数值等于其 MA 的铁路格子）。 13.4a 在预备或战略模式下的火
炮不可射击。其他模式下的火炮
要转换轨距（13.3f），铁路修
单位，可以在任何火炮可以射击
理单位必须处于战斗模式；或
的射击环节内开火，只要有足够
者是 DG 模式，但混乱前是战
的补给即可。
斗模式的（见 5.10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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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b 火炮和战斗。所有火炮单位
无论是移动模式还是战斗模式，
其战斗值都是带括号的 1，没有印
在算子上。

13.5 后备单位
在每个当前玩家的
增援阶段，需掷骰并
比较可变增援表
（Variable Reinforcement Tables）
。
可变增援表产生的后备单位，随
该回合出现的常规增援单位一起
上场。后备单位在达到后即可使
用，也可以留待后用。后备单位
分两类：装备（EQ）和人员（PAX）
。
它们可以用来重建损失的军力或
单位。后备单位算子，没有特殊
的混合限制，
而且和 SP 算子一样，
是通用算子，所以双方玩家需要
记清楚，那些是自己的。
后备单位没有战斗模式，但是其
他各个模式都可以有。堆叠时，
规模算作 1/4RE。后备单位也是进
攻单位，可以用来吸收战斗和射
击中所受到的军力损失。后备单
位是独立战斗单位，而且必须被
正常补给和补给燃料。
13.5a 使用 Repl 来补充军力损失。
后备单位进行军力损失和阵亡单
位的重建时，必须处于移动模式。
重建消耗，视单位的种类和规模
而异，具体见各作品中提供的重
建表（Rebuild Table）
。总体来说，
在每个增援阶段，都可以进行重
建，重建分 2 类：
1) 重建阵亡堆中的单位，所需的
后备单位必须在同一格，而且
位于己方 HQ 的 2 格范围内。
该 HQ 必须是战斗模式，或者
是混乱模式（在混乱前是战斗
模式）
。
（见 5.10e）
。该格子不
可以位于敌方 ZOC（4.5a）
。移
除后备单位，并将重建后的该
单位放入该格。
2) 对地图上的军力受损单位进行
重建，同流程 1，此外，被重

建的单位，必须和后备单位堆
叠在同一格。
13.5b 受损或者被消灭的多点军
力单位，在同一回合内，可以重
建任意点数的军力（只要有足够
的后备单位即可）。其补给状态和
模式，与重建无关。重建不消耗
MP，重建后的单位可以处于任一
主动模式。通常来说，只有阵亡
堆中的单位和地图上的受损单位
才可以被重建。拆分团不可被重
建。
（当它们被消灭时，将它们放
回拆分团算子堆中）
。
推演提示：我们发现，使用后备
单位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后方建立
一个“训练基地”。在基地里放个
不算太有用的 HQ，然后把所有的
后备单位放在旁边。这就简化了
你在需要使用后备单位时，汇集
它们的方法了。
13.5c 不可重建的单位。在行动值
后面有黄色圆点的单位，为不可
重建单位。它们被消灭后，永久
的从地图上移除。
13.5d 一个后备单位重建两个单
位。有些特别小的单位（具体建
重建表）可以使用 1 个后备单位
来重建 2 个此类单位。如果在阵
亡堆中只有 1 个这种单位，则还
是需要消耗 1 个后备单位来重建
的。
13.5e 卡车重建。玩家也可以重建
卡车（编制内或者常规），每个单
位消耗 1EQ。只有被敌方消灭（或
夺取）的卡车才可以被重建，所
以，玩家的卡车数量不会超过剧
本规则开始时设定的数量。其他
种类的运输单位（如货车和骡子）
不可被重建。
13.5f 空军后备。有些作品的可变
增援表中，会有直接的飞机的军
力补充结果。在表格里没有该类
结果的作品中，玩家可以使用 EQ
来补充飞机的军力损失。每个 EQ
后备单位可以补充 2 点飞机军力。
在 HQ 旁边使用 Eq，并适用 13.5a
的规则，加上如下规则：从阵亡

堆中的飞机，被重建后，可以放
在任意己方空军基地中（而非 HQ
旁边）
，并变为活跃状态。
⚫ 飞机重建和飞行条件怎样无
关。
⚫ 一个 EQ 后备单位不可以只
使用部分来重建飞机单位
（13.5d）
。

13.6 增援
增 援 是 指 经 由 到 达 表 （ Arrival
Chart）和可变增援表所设定相关
信息，而进入游戏的新单位。在
己方的增援阶段，将增援放置在
他们的进入格子。玩家不可推迟
增援进入的时间，所以“忘记”
上场的单位，后即就不能再上了，
除非你的对手够善良。增援的飞
机可以放置在己方任意的空军基
地。他们到达时，就是活跃状态。
13.6a 放置在港口的增援，不可超
过港口当前的容量（且港口不能
位于敌方 ZOC 内）。地面增援单位
放置时，可以堆叠超限。增援的
飞机，放置时，要满足常规堆叠
规则（14.2a 和 18.2a）
。
13.6b 增援单位进场时，可以设定
为任意主动模式。它们可以被放
置在敌方 ZOC 格子内（但是注意
港口的限制 13.6a），也可以铁路
运输抵达（忽略规则 13.3e 中,对
于上车部分的限制）
。如果到达格
子被敌方所占据，它们可以被放
置在最邻近，且未被占据的边界
格子内。
13.6c 编制内车辆，到达时就是处
于装载状态。而其他运输点数，
只有在和 SP 一起在同一地点到达
时，才可能处于装载状态。

13.7 编队标志
游戏中，会为每个多单
位编队，提供一个编队
标志。它们可以用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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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1 或多个本编队单位所在的位
置。这样实际的那些单位就不用
放置在地图上了，可以把它们放
在地图外的任意区域。这有助于
减低算子密度和高堆叠。
除非使用可选规则 13.7b，否则的
话，玩家无需把编队标志遮掩起
来。
使用提示 ：
a)

编队标志至少要代表一个
单位（在地图外），不可以
用没有单位的编队来欺骗
对手（除非是用来提示燃料
是否补给）。即不能用编队
标志来充当假算子。

13.7a 补给相关。属于同一编队的
战斗单位，必须从同一 HQ 或者是
拖取源，获得补给线和燃料补给。
如果无法满足上述情况：

力单位所在格子的己方单位，才
可以享受上述的 MP 消耗减免。
在结冰的河流中，本规则依然适
用。

⚫ 就补给线而言，部分编队单位
可以“免费”获得补给线，而
其他单位必须“吃具象补给”
或者变为断补状态（见 12.6d）
。

进攻单位穿越河流格子边线，发
起突袭的，不可使用架桥带来的
好处。架桥对于战斗中，地形的
修正不产生影响，但是原本没有
桥，就无法发起攻击的单位，现
在可以通过架桥发起攻击。

⚫ 就燃料补给而言，部分编队的
单位可以“编队”模式补给燃
料，但其他单位只能以“单个
单位”模式，见 12.5c。

13.7b 战雾可选规则。如果双方玩
家都同意的话，编队标志可以用
来提高战雾效果。玩家可以把一
个坦克军或装甲师以编队标志代
b) 编队标志只能代表本编队
表，并堆叠在其他战斗单位的下
的单位。这些单位能够正常
方，以隐瞒实力。但是堆叠过程
的移动和战斗。该标志只是
中，还是要遵守 4.8b 和 4.9a 的规
用来代表这些单位所在的
则的。如果只有编队中，才包含
位置。编队的单位可以任意
有 ZOC 的地面单位的话，那么编
移入编队标志所在格（然后，
队标志还是要放在顶部的（而且
该单位就被留存在地图外），
至少需要揭示一个该类单位）。
或者移出编队标志所在格，
然后，该单位就被放回地图，
而没有额外的 MP 消耗。相
13.8 工程能力
关单位和编队标志堆叠时，
不是一定要移入编队（并被
只有 工兵单位和 HQ
移出地图）
。
单位才可以使用工程
c) 编队所代表的各个单位，可
以处于不同的模式和补给
状态。模式标志可以与单位
一起放置在地图外，也可以
叠放在编队标志的所在格
（视何种更易操作而定）。
如果编队标志所在同一格
内的某些其他单位和编队
标志代表单位，所处的模式
一样的话，则可以在编队标
志上只放置一个模式标志
来代表。只要记得地图外的
单位，其实就处于编队标志
所在格就是了。
d) 编队标志有正常面和已补
给燃料面。当以编队模式补
给过燃料后，就要将标志翻
到已补给面（见 12.5c）
。

能力（架桥，创建火
车停靠格，或者是建造）。而其他
相关单位—诸如铁路修理单位，
突击工兵，轻装工兵和伞降/滑翔
工兵—不具备执行本章节中的工
程能力。
13.8a 工程能力。只有处于战斗模
式下的 HQ 或工兵，才可以使用工
程能力，或者是 DG 模式，但混乱
前，是战斗模式的，也可以使用
工程能力。
（见 5.10e）
。
13.8b 架桥。当有工程能力的单位
位于大河（Major River）旁边时，
它可以自动将进入该大河格子边
线的 MP 消耗，降低到小河格子
边线的水平。同样的，它可以将
进入小河格子边线的 MP 消耗，
降为“没影响”。架桥不会有 SP
消耗。只有移入或者移出工程能

当该单位失去工程能力后，架桥
效果立即消失。
（例外：在通过改
变模式或向上面，工程能力的单
位在失去该能力后，可以使用它
自己的桥以离开该格）。
13.8c 火车停靠格子创建。这是只
有 HQ 单位才有的特殊能力，其他
工兵单位是没有该能力的。当有
工程能力的 HQ 位于一个有效的
铁路格子时，它自动将该格变为
火车停靠格子（13.3c）。该过程不
消耗 SP。
当 HQ 单位因为模式切换，而不具
备工程能力后，该火车停靠格子
就无效了。
（例外：有工程能力的
HQ 可以自己先上车，再切换成移
动模式。
）
13.8d 建造。在（只在）移动阶段
时，工程能力单位可以在其 2 格
范围内进行建造
（无视敌方 ZOC，
以步行 MP 来算单位到建造目的
地路径所通过的地形影响）
。建造
任务包括建设/升级/降级空军基
地（15.3）或环形工事（16.0b），
和修理/破坏港口（19.0d）。在执
行建造的当阶段，该单位不可移
动。
建造时的限制和注意点包括：
⚫ 每回合中，一个有工程能力的
单位，只能对一个格子内的一
种设施进行建造。
⚫ 所有的建设/升级/修理任务，
都有 1 点 SP 消耗。而降级/破
坏任务没有 SP 消耗。
⚫ 建造是立即生效的，所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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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个飞机场被建造后，在同
一个阶段，就可以被使用。
设计提示：本系列中，大多数的
工程能力，都由 HQ 来承担了。而
在实际情况中，则是由大量的工
兵来完成各色的任务。在游戏中，
为了避免在地图上出现过多的工
兵单位，从而影响推演，所以我
们消灭了大多数的工兵单位。

可以在任一阶段进行（除了增
援阶段不行）。

14.0 空军

13.9 单位合并

总体来说，
“活跃”的飞机从空军
基地出发，到其航程内的目的地
格执行任务。玩家的活跃飞机可
以在己方的移动，进击和反应阶
段执行任务。空军单位无需预备
标志。

在增援阶段，玩家可以将受损的
单位合并。单位可以在敌方单位
旁边合并，甚至是断补状态下合
并。地面单位在合并时，算子的
正反面必须完全相同，而且要合
并的算子，不可有部队储备低下/
耗尽或者是 DG 标志。

飞机可以执行的任务包括射击
（射击敌方设施或单位）
，战机扫
荡（清除敌方飞机），拦截（破坏
敌方的任务），空中运输（将地面
单位运输到其他空军基地）
，空投
（类似空运，但是目标地并非空
军基地），和转移（移动到另一个
基地去）
。

合并有四类：
1) 要合并两个多点军力的单位，
被合并单位必须位于同一格
（或者是地图外存放格）
。移除
其中一个单位，并更换军力损
失标志，以反映另一个单位的
军力增加。没有单位可以在合
并过程中，超出其原有的军力
—忽略合并中多余的军力。
2) 不同多单位编队间合并中，玩
家只需要将某一单位换下（包
括编制内车辆）
，换上其他编队
中相等军力的阵亡单位即可。
模式和标志保留。装载着补给
的编制内车辆在合并后，依然
保留原装载物（这实际上等于
把一个师编制内的补给，换给
另一个师）
。
3) 独立单位（包括常规运输点数）
可以被合并入某编队（类似上
述第 2 项）
，但是编队内单位不
可以被变为独立单位。
4) 两个受损飞机，如果类型，数
值和状态（活跃或不活跃）相
同，且在同一个格子（或者是
地图外格子）的话，可以合并
为一个满军力的飞机。该合并

执行任务时，按照 14.2f 的流程执
行，完成该任务后，将执行任务
的飞机放置到一个己方基地，并
变为“不活跃”，之后开始执行下
一个任务。在下一个补给阶段时，
不活跃的飞机可以再次变为活跃
状态。

14.1 飞机&基本操作
飞机代表着一群相同类型的飞机
（如 Bf-109s），飞机单位的相关数
据指标有，种类，航程，空战值，
射击值，和运输能力（有些有）。
一个飞机单位代表约 45 架飞机。
假设他们的运行率远低于 100%
飞机的种类有 5 种。
战斗机（F）。战斗机可
以射击，它是唯一一种
可以在空战中发起攻击
和执行空中拦截任务的飞机。活
跃状态的战斗机还存在“巡查区
域”
（Patrol Zone），其可以用来影
响敌方的空中任务。

战术轰炸机（T）。主要
用于空中射击。
战略轰炸机（S）。主要
用于空中射击，而且有
诸如无法低空扫射等
限制。见 14.1e。
运输机（Tpt）。用于运
输货物。它们可以把补
给或者单位，从一个空
军基地运送到另一个地方。
多用途机。有些飞机在
算子上有 2 个种类的标
记，通常是 T 和 Tpt。
这类单位具有上述任一种功能。
14.1a 活 跃 （ Active ） & 不 活 跃
（Inactive）飞机。飞机有两种状
态：活跃和不活跃。飞机的状态
可以根据飞机算子在其空军基地
算子的上面（活跃）还是下面（不
活跃）来确定。基本来说，活跃
飞机可以执行任务，而不活跃的
则不可以。位于己方空军基地格
的活跃飞机可以一直保持活跃状
态。
14.1b 飞机军力损失。每个飞机算
子有 2 点军力。使用反面（受损
面）来表示 1 点军力的损失。飞
机受到 2 点军力损失后，就被消
灭了，并放入阵亡堆。
14.1c 中止&返回基地。当飞机执
行完任务后（见 14.2f），或者从空
战中“逃离”的话，它必须返回
其航程内的己方基地，并变为不
活跃状态（例外：战斗机在成功
完成空中拦截（14.5）或完成正常
航程内的基地转移（14.11）后，
依然处于活跃状态）
。
如果飞机在一个己方空军基地上
方，中止空战（在空战之前或者
空战中逃离）的，必须返回该基
地。
（例外：关于拦截的特殊规则
见 14.5）
。
14.1d 整备。整备（见 15.0）后，
飞机才可以变为活跃状态（脑补
为加油以及日常维护即可）
。通过
整备，可以让不活跃的飞机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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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的飞机。整备是飞机唯一需
要或者消耗补给的行动。
14.1e 战略轰炸机。包含战略轰炸
机执行的任务，因为是在高空飞
行，所以有如下限制：
a) 射击时，始终视为没有观察员。
b) 不可执行低空扫射或者对舰船
射击。
c) 没有近距离（short-range）射
击修正。
14.1f 天气。坏天气会禁止执行某
些飞行任务，在某些阶段限制某
些任务，甚至让飞机停飞。在坏
天气的情况下，位于己方空军基
地中的活跃状态飞机，会依然维
持活跃状态且依然可以整备。
12.1g 阶段。活跃状态的飞机，在
己方移动，进击和反应阶段，可
以执行任务。

14.2 飞机移动
飞机有堆叠限制，其移动只在任
务目标格子和空军基地这两点。
飞机视其执行的任务，在相应的
阶段进行移动。
14.2a 飞机堆叠。每一个飞机算子
（无论有无军力损失）算一个单
位。执行一个任务时，最大是 4
个活跃状态的飞机单位堆叠在一
起。一个空军基地，活跃状态飞
机的数量上限，为 4 个加上该基
地的等级数量个飞机单位。
（就是
说，一个等级 3 的空军基地，最
多可以有 7 个活跃的飞机单位）
。
一个基地中，可以堆叠的不活跃
飞机数量，没有限制。
14.2b 空战发生前，任一方玩家可
以自由选择，有多少个飞机回避
并撤离空战，但至少要有 1 个活
跃的飞机单位必须留在该格并战
斗（14.3d）
。
14.2c 飞机移动。只有在执行任务
的前提下，活跃状态的飞机才能
够主动移动。如果空军基地格子

被敌方地面单位夺取，则所有该
基地内的飞机单位，要重置其位
置（并有可能产生军力损失）见
9.14f。
14.2d 飞机的航程（以格子计），
是指其飞至任务格或返回时，最
远的飞行距离。活跃的飞机在移
动时，只需将该算子放置到其航
程内的相应格子即可，无需关注
地形或敌方单位的存在。移动中，
无需沿着某个路径来逐格移动。
14.2e 空中任务。活跃状态的飞机
可以执行下列任务。同一阶段内，
一个飞机单位一次只能执行一个
任务，不能执行混合任务（如“扫
荡并射击”）。各任务，参阅飞机
移动流程（14.2f）
。
重要提示：
“任务飞机”指在执行
某项任务的飞执。执行任务时，
参与执行的飞机种类是没有限制
的。比如，战斗机也可以参与空
中运输任务。
⚫ 空 中 拦 截 （ Interception ）
（14.5）。在敌方执行他们的
任务之前，拦截它们。
⚫ 战 机 扫荡 （ Fighter Sweep）
（14.6）。是一种与敌方飞机
进行空中战斗的行动。空中
扫荡可以在各类移动环节中
执行。
⚫ 射击（14.7）。射击任务，是
指从空中，向地面单位或者
设施进行射击。射击可以在
各类射击环节中执行。

中执行。
⚫ 空运（14.9）或空投（14.10）。
从空中运送货物（战斗单位
或 SP）
，可以降落到空军基地，
也可以通过降落在某些其他
格子。空投/空运任务，可以
在各类移动环节中执行。
⚫ 基地转移 （14.11）。将你的
飞机从一个基地移动到另一
个基地。基地转移可以在各
类移动环节中执行。
重要提示：执行非射击任务时，
同一阶段中，无论有多少飞机，
飞入同一个格子，都是允许的。
比如，玩家想要向一个被包围的
坦克师，空投 1T 的补给，则他可
以多次派飞机去完成该任务，直
至该空投任务胜利完成为止。玩
家也可以在同一阶段内，对同格
发起多次的低空扫射。但是，如
果是其他类的射击，则在同一阶
段内，对于在同一格的射击次数，
只能有一次。
14.2f 空中任务流程。下述是执行
任务的一个完整流程。来自不同
空军基地的飞机（一个混合堆叠
的上限，是四个飞机单位）可以
一同执行任务。每个飞机单位从
其基地独立移动即可（它们无需
在到达目标格子之前，预先汇合
在一起）：
a) 宣告执行的任务类型（如运输
破坏或射击）
b) 将飞机从一个或多个基地移动
到任务格子。

⚫ 低 空 扫 射 （ Hip Shoot ）
（14.7d）
。低空扫射，是一种
c) 如果双方在该任务格都有活跃
在移动环节而非射击环节执
飞机单位，则要结算空战
行的特殊射击，而且，在同
（14.3）
。
一阶段中，可以对同一个格
d) 结算任何对于该任务的空中拦
子进行多次低空扫射。只有
截（14.5）
。
某些飞机可以进行低空扫射，
专属规则中会做出说明。
e) 结算任何对于该任务的防空射
击（14.4）
。
⚫ 运 输 破 坏 （ Trainbusting ）
（14.8）。该任务会阻断敌方
f) 结算该任务。
基于地面和铁路的移动。运
g) 飞机返回基地（14.1c），通常
输破坏可以在各类射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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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变为不活跃状态。
推演提示：在步骤 C 以后，就不
能在该任务中，加入新的飞机了，
所以呢，记得在移动环节就要执
行战机扫荡！

a) 在空战开始前，双方玩家都可
以让该格内的部分飞机逃离空
战，但是至少必须有一个活跃
飞机单位必须留下并战斗。

战值为（1）
）,以及几架不活跃状
态的飞机。所有上述飞机都是满
额军力的。苏方是进攻方。

双方玩家开始选择，参加第一轮
b) 空战开始后，任一方玩家都不
空战的飞机。苏军玩家必须选择
可逃离。
（只要开始空战了，就
LaGG-3；德军玩家选择了 BF109f。
要一直持续到仅剩一方的活跃
德军玩家（因为是防守方）也可
14.3 空战
状态飞机留在该格。或者就是
以选择斯图卡（未必是个明智的
双方所有的无括号空战值飞机
选择，但是规则上，是允许的）。
当双方的活跃飞机位于同一格时，
都用尽。
）
苏军玩家（攻方）不可选择 IL-2，
就要立即结算空战。这种情况，
因为该飞机单位的空战值是带括
c) 活跃的飞机在完成整个空战后，
会在任务格内有敌方空军基地
号的。苏军玩家掷 2 骰，骰值为 9，
可以选择主动离开。
（有活跃飞机的）或者是空中拦
加上其飞机的空战值 2，再减去德
截（14.5）中发生。空战会包含数
军飞机的空战值 4，所以最终骰值
14.3e 空战流程
轮。每一轮，双方玩家各选择一
为 7。查空战表得“双方逃离”
。
a) 双方玩家展示自己的飞机单位。
个单位来使用。每一轮的战果，
苏军玩家再掷 1 骰，结果为没有
此时可以主动逃离（14.3d）
。
可能是逃离（见 14.1c），也可能
军力损失，所以双方玩家将飞机
是一方或者双方的选中参战飞机
返回基地，这两个飞机单位都变
b) 攻方（14.3c）选择一个不带括
的军力损失。空战一轮一轮持续，
为不活跃状态。
号的飞机，然后守方选择任一
直至格子内，只有一方的飞机存
飞机。这就是双方在该空战轮，
而剩余的 2 个斯图卡以及 IL-2，
在，才结束（或者是没有活跃的，
使用的飞机。
它们都没有进攻能力，所以空中
不带括号的空战值的飞机存在）。
结束，双方忽略彼此。之后苏军
c) 攻方掷 2 骰。将骰值加上攻方
空战中，忽略所有不活跃的飞机，
就可以对该空军基地进行射击了。
飞机的空战值，然后减去守方
他们完全不参与战斗。
飞机的空战值。将最终的骰值
14.3a 带括号的空战值。在空战中，
飞机的空战值，如果带括号的话，
就不能成为进攻方。当然，它们
还是可以进入包含敌方单位的格
子的。如果一格内，所有飞机单
位的空战值都带括号的话（双方）
，
则忽略对方的飞机（即不发生空
战）
。
14.3b 空战值的修正。只有使用可
选规则 21.4，才会有修正。

代入空战表（Air Combat Table）
，
确定哪方的飞机要被迫逃离空
战。可能是一方（或双方）被
迫逃离空战。然后，再掷第 3
个骰子，—“军力损失”判定
骰—以确定逃离空战的单位是
否会受到 1 点军力损失。当掷
骰结果为 5 或者 6 时，军力损
失发生。
d) 以相同或者不同的飞机，重复
上述的步骤 B 和 C（就是一轮
空战）
，直至只有一方飞机留存
在该格子内为止（或者就是直
至双方玩家，所有的活跃状态
战斗机都失去为止）
。

14.3c 确定“进攻方”。正常情况
下，引发空战的一方即为“进攻
方”（执行任务方或者拦截方）。
如果任务执行方留在空战中的飞
机，都是空战值有括号的了，则
推演提示：可以一次性把三个骰
对方成为攻击方。如果双方所有
飞机单位的空战值都带括号的话， 子一起掷，2 个战斗骰和 1 个异色
则空战结束，对方的飞机被忽略， 的损失骰。以加速推演流程。
任务继续。
示例：一个 LaGG-3（空战值为 2）
和一个 IL-2（空战值为（2））移
14.3d 主动逃离空战。主动逃离空
入一个德国空军基地格子，该格
战（之后变为不活跃）
，有时是非
子内包括一个活跃状态的 BF109f
常必要的：
（空战值为 4）和两个斯图卡（空

14.4 高射炮（Flak）
在空中任务流程中的步骤 E
（14.2e）
，非当前玩家要检定，防
空射击是否对敌方执行任务的飞
机构成威胁。高射炮通常都是地
对空的射击；大多数的战斗单位
都有一定的防空能力，而且各个
主要目标建筑等，也都配备有一
定数量的高射炮。如果目标格子
位于敌方的巡查区域（14.4a），则
防空的能力会增强。
14.4a 会受到防空射击的任务。
⚫ 始终：射击，低空扫射，和
运输破坏任务。
⚫ 只在敌方巡查区域内时：空
运，空投和基地转移任务。
⚫ 从不：空中扫荡和拦截，无
任务状态（如任务后返回基
地和作为空中增援进入时）。
14.4b 高射炮无须补给，在进行高
射炮掷骰时，也不消耗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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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c 巡查区域（Patrol Zone）
。巡
查区域（PZ）
，是由空军基地和一
至多个活跃状态的战斗机单位所
形成的防守区域，其范围为空军
基地周边 10 格。如果敌方进入该
区域执行空中任务的，则可能会
受到空中拦截（14.5）和强化的防
空射击。

14.5 空中拦截（Interception）

位于空中任务流程中（14.2f）的
步骤 D 时，玩家有机会选择对敌
方的任务执行飞机进行拦截。只
有可以被高射炮射击（14.4a）的
任务，才可以被拦截，而且该任
务目标格子，必须位于拦截方的
14.4d 非该任务飞机。防空射击结
巡查区域内。玩家可以其巡查区
算时，有些情况下，非该任务飞
域内的单个活跃状态的战斗机单
机会和执行任务飞机堆叠在一起。 位，进入敌方任务目标格。拦截
比如，某活跃状态的飞机，也许
是一种可选的行动，而非必须的
正好在一个有空运任务的己方空
行动，每个任务只能被拦截一次。
军基地格。只有任务飞机才会受
重要提示：游戏—特殊天气和/或
到高射炮的攻击。
（但是注意，其
相关阶段的限制规则，不会影响
依然会受到空中拦截，和其他任
拦截任务的执行。
务飞机一起参与空战）
。
14.4e 高射炮射击结算。掷 2 骰。
如果修正后的骰值大于等于 11，
则消灭敌方飞机 1 点军力。如果
小于 11，则高射炮无效。
掷骰会因为任务情况而受到修正，
具体见相应图表。
14.4f 受高射炮射击的损失。如果
在上述流程中，产生了军力损失，
则在执行任务之前，有一个执行
任务的飞机，需要承受军力损失。
高射炮的效果也就是这个了。使
用执行任务飞机损失表（Mission
Loss Table）来确定，堆叠中的哪
个飞机单位受到战力损失。被消
灭的飞机要移除，而那些受损的
飞机，要以其受损状态来完成任
务。
14.4g 货物损失。如果是运输任务
中的飞机受到高射炮射击，而受
到战力损失的，则要重新计算可
用的装载量（记得 14.9e 中航程的
规则）并消灭超过目前装载量的
货物（玩家自行选择）。取整时，
以有利于货物留存数量的方式来
进行（如，运输 1T，飞机的运力
降至 1/2T，则 1T 还是可以顺利到
达）
。

拦截的结算和空战一样。如果存
在非该任务的飞机，见 14.4d。空
战后，进行拦截的战斗机操作流
程如下：
⚫ 如果拦截者失败，它必须返回
原基地，变为不活跃状态。
⚫ √如果拦截者获胜，则它返回
原基地，保持活跃状态。该飞
机视为未执行过任务，所以，
在同阶段中，其后继依然可以
拦截敌方的其他任务。

14.6 战机扫荡
战机扫荡任务，于己方移动环节
时执行。执行时，将己方的一个
的战斗机单位移至敌方空军基地
格子（包含活跃状态的飞机），并
进行空战。空战结算后，无论胜
负，执行任务的战斗机都必须返
回至某一航程内的己方基地。同
一环节内，可以对同一个格执行
多次扫荡任务。
推演提示：一次扫荡任务，派出
一个战斗机单位即可，因为可以
对同一格执行多次扫荡任务。

14.7 射击&低空扫射
飞机可以使用射击任务来攻击敌
方舰船，地面单位和设施。下面，
会介绍一些射击任务的细节。在
10.0 中包括了常规的射击规则，
而在 18.3 中会介绍对舰船的射击。
所有常规射击的修正（包括观察
员）都同样适用于空中射击。
同一阶段内，一个格子只能被射
击一次，但是低空扫射不受上述
限制。
14.7a 同一次射击中，飞机不可和
火炮或者舰船一起射击。空中射
击不会产生补给消耗。
14.7b 哪些阶段可以空中射击。飞
机在射击环节，移入任务目标格，
开始 14.2f 的流程。飞机在射击前
会受到防空射击（见 14.4）
，在射
击完成后，飞机必须返回基地，
并立即变为不活跃状态。
14.7c 短程飞行射击修正。如果所
有参与射击的飞机，其飞行距离
都位于其起飞基地 10 格范围内的
话，则有距离修正。射击表上的
数据列可以右移一列。但是战略
轰炸机不适用该修正。
14.7d 低空扫射。低空扫射是一种
在移动环节进行的射击。结算时，
是和常规射击一样的（14.7），但
是有如下例外和限制：
a) 同一阶段内，对同一格子，可
以进行的低空扫射次数不限。
这意味着，同一阶段，对一个
格子进行数次低空扫射后，还
可以进行一次常规射击。
b) 每次低空扫射都是由单个飞机
单位发起的，在专属规则中，
会明确哪些国家的飞机具有低
空扫射能力。
c) 低空扫射，必须要有观察员存
在（10.0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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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空中射击任务
在本示例中，图左的斯图卡有 2 个可能的目标格子，在实际推演
中，它只能选择一个，但是为了说明起见，我们假设它可以攻击
两个目标。在该区域没有敌方的战斗机，所以也就没有拦截发生。
上述两个案例中，斯图卡都是在完成任务后，返回基地，并变为
不活跃。
目标 1：无观察员的目标单位。斯图卡对位于森林格子（复杂地
形）的单个坦克旅发起攻击，旁边没有德军单位做观察员。没有
高射炮修正，所以苏军玩家掷 2 骰，掷骰值为 8，所以防空射击
无效，斯图卡开始射击，射击表的初始列为 17-24 列。数据列平
移包括：因为复杂地形，左移 1 列；没有观察员，左移 3 列；格
子内只有 1RE，左移 1 列，所以总共是左移 5 列，使用 2 列，掷
骰结果为 10，目标变为 DG。
目标 2：有观察员单位，目标单位包含 HQ，在开阔地形。斯图卡
对 3 个坦克旅和 1 个 HQ 发动攻击。德军的摩托营在目标格子旁
边，所以有观察员。防空射击时，有+1 的修正（因为 HQ）
，骰值
为 11，所以斯图卡受损，翻面。其射击值变为 9，使用射击表的
初始列为 8-11 列。包括 HQ，目标格的规模为 4RE（记得 HQ 为
1RE 单位），所以右移 1 列。德军掷骰值为 10，用 12-16 列，战果
为[1/2]。因为是空军射击，所以视同 DG。防空射击，导致受损，
对于结果的影响很大，因为如果是满军力的斯图卡，就可以打出
1/2 的结果，进而进行损失判定掷骰，如果是 4-6 的话，则苏军必
须消灭一个己方单位。
d)
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前提
下，低空扫射可以对任何种类
的目标进行射击（例外：不可
以低空扫射的方式，进行运输
破坏）
。

14.8 运输破坏（Trainbusting）
运输破坏任务，是用来骚扰敌方
铁路交通和迟滞敌方经过本地区
的人员，车辆和负重牲畜的。每
个阶段中，只能对同一个格子进
行一次运输破坏尝试。一格内，
最多也只能放置一个运输破坏标
志。该任务不可以低空扫射的方
式来进行。
14.8a 执行。将执行任务的堆叠放
入目标格子。结算防空射击（见
14.4）后，使用对设施射击表对该
格进行攻击。如果战果中包括星
号，则在该格放置运输破坏标志
（否则既是无效）
。无论成功与否，
飞机都返回基地并变为不活跃状
态。

14.8b 运输破坏地带。
运输破坏地带（TZ）
指有运输破坏标志的
格子及其相邻的 6 格。
（例外：使
用步行 MA 的单位，只在进入有
运输破坏标志的格子时，才受到
TZ 的影响。
）

14.8d 阶段。在任一阶段的射击环
节（只要是飞机可以执行任务的）
，
玩家的飞机都可以进行运输破坏
任务，并进行射击。运输破坏标
志，在敌方玩家的下一个清理阶
段时去除，在标志被去除前，其
效果始终存在。

14.8c 运输破坏的影响。TZ 会对敌
方地面单位移动和铁路运力消耗
造成影响。

14.9 空运
（Air Transport）

空运是玩家用其运输机在地图上
⚫ 敌方单位，每进入一个 TZ 格子，
运输补给和单位的一种方式。
必须多消耗 1 点 MP。
⚫ 铁路运输的货物经过 TZ 时，要
消耗其通常运力的 2 倍。但是
该消耗翻倍效果仅生效一次。
如果是进/出多个 TZ 地形格的，
也同样是运力消耗变为 2 倍。
⚫ 舰船，飞机，海运运力，以及
补给路径不受 TZ 影响。
如果一个格子多次变为 TZ 的，效
果不会累加。TZ 对于撤退也没有
影响。

在任何己方的移动环节，都可以
执行空运。
14.9a 在运输机算子上，印有其运
输能力。这是它们装运货物能力
的上限。
（关于运输当量，见 4.7）。
同一空军基地的运输机，可以共
用其运输能力以运输货物。比如，
两个运输能力各为“1/2T”的飞
机单位，可以运输一个运输当量
为 1T 的伞兵营。
14.9b 有些运输机的运输能力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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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2T，通常来说，它们必须使
c) 距离为该单位航程 1/2 内的格
用 14.9a 的规则，才能运输 1T 的
子，则该飞机单位的运力翻倍，
货物。但是，符合 14.9e 规则的情
完成任务后，该单位可以飞回
况下，它们也可以 2 倍运力来运
基地，或其 1/2 航程内的其他
输 1T 的货物。但是，无论何种情
基地。
况下，1/2 的运力是不能省下留待
14.9f 每个移动环节中，使用空运
后用，也不能把 1/2T 取整为 1T
卸载在某一空军基地上的货物，
来运输（例外：幸存的货物，14.4h）
。
不得超过 2T 乘以基地等级的积。
14.9c 货物种类。SP 是可以被空运
但是，如果运输机在目的地格子
的，使用步行 MP 且 MA 小于等
变为不活跃状态的话，则卸载货
于 10 的战斗单位，
在移动模式下， 物数量可超过该上限。
也可以被空运。
14.9d 战斗单位在被空运
（见 4.7d）
的当阶段，还可最多以 1/2 的 MA
来移动。移动可以在被空运前，
也可以在被空运后（或者前后都
有），只要消耗的 MP 不超过其
1/2MA 即可。
空运中，时机和模式都需要认真
衡量。SP 在被空运的前/后，都是
不可被移动的（因为接力运输的
禁止规则）
。而战斗单位呢，它们
在移动阶段是可以先切换成移动
模式，然后再被空运的，但是，
如果在反应或者进击阶段，就不
能自由的翻至移动模式面了。在
反应或者进击阶段中，战斗单位
必须先释放预备模式，在被空运
的前/后，他们可以再移动（或攻
击）。而在上述阶段，所有其它被
空运的单位，它们的 MA 都为 0
（也无法进攻）
。注意，在反应阶
段，单位在被空运的前后，其 MA
是减半后再减半，即，只有 1/4
的 MA。
14.9e 空运任务可以飞往任一己
方空军基地。每个飞机算子可以
独立设定目的地，而任务目标格
可以为：
a) 距离为该单位航程 2 倍以内的
格子，则该飞机单位完成空运
后，要留在空运目标基地内，
并变为不活跃状态，或
b) 距离为该单位正常航程内的格
子，完成空运任务后，该飞机
单位可以返回原基地或其航程
内的其他基地，或者

14.10 空投（Air Drop）
空投是指，不以己方空军基地为
目的地的空运形式。而且，空投
有一些自身的特点，包括，有时
要预做计划，以及空投货物可能
会受损。空投货物时，要使用降
落 伞 （ parachute ） 或 滑 翔 机
（glider）
。章节 14.9 基本都适用
于空投，除了以下的一些规则差
异。
14.10a 适用单位。空降适用单位
包括，SP 和有“小降落伞”标志
的战斗单位。
（例外：所有可以空
运的单位，都可以滑翔机来降落，
14.10e）
14.10b 预计划。对于战斗单位的
空投，还有一些特殊的限制。对
于它们的空投只能在移动阶段进
行，而且需要一个空投计划—在
哪一个回合进行空投，每个战斗
单位要降落在那一格，这些都需
要有个书面记录。该计划的完成
时间，必须在整个推演开始之前
完成，或者最迟在空投执行的两
个回合之前完成。在飞机整备阶
段来拟定该计划。不能在不同的
空投计划中，同时出现同一个单
位。

14.10c 取消和延迟。空投计划确
定后，可以全部/部分的取消/延迟。
（可以如计划空投一些单位，而
延期一些单位，以及取消一些单
位）。可以玩家可在任一飞机整备
阶段做出该决定。如果是延迟，
则该计划原封不动，只是延后一
个回合进行。如果是取消，则该
计划就不复存在了（即使在后继
过程中，玩家会重新指定一个完
全相同的计划，他依然需要重新
制定）
。
14.10d 空投流程。防空射击结算
后 ， 用 空 运 成 功 检 定 表 （ Air
Transport Success Table）来检定损
失。为每个战斗单位或者每 1T 补
给单独掷 2 骰。根据任务目的地
的地形和空投的方式（降落伞还
是滑翔机）
。参照表上相应的修正，
得出最终结果。如果成功，则将
该单位放置在目标格，该单位在
本阶段不可再移动。如果失败，
则该单位被消灭。如果空投地点
有敌方战斗单位的，则被空投单
位自动被消灭（如果空投地点只
包含了敌方非战斗单位的，则适
用 9.14 规则的相关部分）
。
14.10e 滑翔机。滑翔机可以提升
运输机的空运运力。滑
翔机不计入任务和基
地堆叠，并始终处于活
跃状态。滑翔机算子也是通用且
可以像 SP 一样的组合和拆散。
a) 消耗 1 个后备装备单位，可以
建造 2 点滑翔机点数（和重建
飞机的方式一样）
。如果某作品
中没有提及滑翔机，则在该作
品中，不可建造。滑翔机不可
重复使用，被使用后的滑翔机，
就要放入阵亡堆。

⚫ 注意，空投单位在被空投的
当回合，无须补给线。
（12.6h）

b) 只有在参与空投或者是空运的
任务时，滑翔机才可以被任务
堆叠拖曳着，一起移动。如果
空军基地被夺取，则，该空军
基地内的滑翔机直接被消灭。

⚫ 空投补给无须拟定计划，而
且在任意阶段，都可以空投。

c) 一个完整军力的运输机（运力
任意）可以拖曳 1 点滑翔机点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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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一个运输机/滑翔机的组合
的运力是 2T（所有的货物都装
在滑翔机上面）
。如果在飞行距
离减半，从而运输机运力翻倍
的情况下，（见 19.4e），运输
机就可以使用 2 点滑翔机点数，
即可以运输 4T，相应的，在运
力翻倍的情况下，运输机也只
可以拖曳一个满载的滑翔机
（2T）
，然后留存相当于运输机
自身的运力来进行伞降空投。
d) 空运任务中，使用滑翔机的货
物不计入基地卸载限制
（15.0b）
。

战斗机在进行基地转移时，如果
其移动距离在其常规航程之内，
则该战斗机依然保持活跃状态。
其他情况下，飞机都变为不活跃
状态（所有其他类的飞机，在进
行基地转移时，都变为不活跃状
态）
。
推演提示：玩家们可能已经发现，
完成任务后返回，是一种改变基
地非常有用的方式（因为飞机在
转移基地的同时，它们还可以顺
便做点什么。）

多飞机的空中任务例子：在玩家
移动阶段的射击环节，盟军玩家
e) 空投任务中，使用滑翔机的货
对轴心玩家的一个预备模式的堆
物，会增加成功几率，具体见
叠发起射击。本次打击包括两个
运输成功表。
飓风 2 型战斗机单位和一个布伦
f) 滑翔机无需进行防空射击检定， 海姆 5 型轰炸机执行。该任务格
但是拖曳它们的飞机必须检定。 子位于敌方巡查区域以内。所以
该任务中，防空射击的修正为+2
如果拖曳的飞机受到 1 点军力
（+1 为在敌方巡查区域内（因为
损失的话，则运输机/滑翔机其
有战斗机存在）
，+1 因为执行任务
混合的运力，减少 1T。因军力
的飞机单位有
3
个）
。
损失而对货物的操作，见 14.4g。
g) 滑翔机不参与空战。如有被拖
曳的滑翔机存在，见 14.4g。
14.10f 混有滑翔机。
与单独的滑翔
机算子相对应的，在某几个作品
中，会有一些本身包含部分滑翔
机的运输机算子。基本上，这是
一种运力升级版的特殊运输机，
因为他们始终拖曳了滑翔机（这
也让它们可以无视基地的卸载限
制）
。其航程和运力的关系，见规
则 14.9e。
特殊作品提示：Case blue 中，混
有滑翔机的运输机单位只可以进
行空运和基地转移任务（不可进
行空投任务）
。

14.11 基地转移
基地转移，就是将飞机单位从一
个基地，移动到另一个基地，而
不进行其他行动。基地转移时，
飞机可以其两倍航程的距离来移
动。

首先，轴心玩家结算防空射击。
他选择不进行拦截。轴心玩家掷 2
骰，骰值为 10，修正后为 12，盟
军飞机受到 1 点军力损失。盟军
玩家使用任务飞机损失表后，确
定是布伦海姆受到 1 点损失。然
后，任务继续。
盟军玩家现在加总其三个飞机单
位的射击值。战斗机的射击值加
总为 6 点，受损的轰炸机为 3 点，
合计为 9 点。使用射击表的初始
列为 8-11 列。因为是空中射击，
所以无需补给。没有盟军单位在
目标格子旁边（没有观察员：左
移 3 列）
，在格子内原来有 4RE（右
移 1 列）。没有其它适用的数据列
平移项了。所以最终是数据列左
移 2 列，至 3-4 列。盟军玩家掷 2
骰，骰值为 12，战果为 1/2。他
再次掷骰，值为 5，所以，战果“向
上取整”。轴心玩家必须选择并移
除 1 点军力，并将该堆叠的模式
标志换为 DG 标志。随后，盟军飞
机返回其航程内的任一己方基地。

15.0 空军基地
空军基地代表地面
的维持系统和硬件
设施（跑道，悬挂，
油罐）。空军基地有不同的等级，
来代表其规模和能力。空军标志
上有一个小三角符号，这样当该
格子堆叠过多时，玩家可以把基
地标志移动到旁边。
空军基地是非战斗单位，所以当
敌方攻击单位进入其所在格时，
空军基地被夺取。关于空军基地
的夺取，见 9.14f。
15.0a 一个格子内，只能存在一个
空军基地。
15.0b 基地的等级高低，有如下影
响效果：
a) 在同一飞机整备阶段中，每个
基地等级，可以整备 2 个飞机
单位。所以说，一个 3 等级的
基地可以整备最多 6 个空军单
位。
b) 空军基地给到的防空射击修正
值，等于其等级。
c) 在移动环节，可以卸载的货物
不可超过 2T 乘以该基地的等
级（如果是因为运输机变为不
活跃状态，或者是空投以及使
用滑翔机的话，上述限制可以
被突破）。装载货物没有上限。
d) 空军基地格子内，活跃状态飞
机的堆叠上限是 4+基地等级。
（不活跃状态的飞机堆叠，没
有限制。）
15.0c 受到攻击后（使用对设施射
击表）
，空军基地的等级是可能会
下降的。但是，以上述方式，等
级不会下降到 1 以下（即使是简
易机场，也不例外）
。
15.0d 空军基地无需补给线，也不
会产生断补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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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整备飞机

15.3 建造空军基地

a) 在飞机整备阶段中，空军基地
可以进行一次整备。

只有在当前玩家的移动阶段中，
才可以建造/升级空军基地，而且
必须是通过工程能力单位进行建
造（13.8d）
。建造消耗为 1SP。

b) 每个基地，整备需要消耗 1T
（与基地等级和整备飞机的数
量无关）
。一个基地可以整备的
飞机数量，
为基地等级的 2 倍。
整备哪些不活跃的飞机，由玩
家自己决定。无论飞机单位是
否受到过军力损失，在整备时，
都是一视同仁，按一个单位算。
c) 如果空军基地处于未被抵消的
敌方 ZOC 内，
则无法整备飞机。
d) 无论天气情况怎样，都不会影
响整备，位于基地内的飞机依
然可以变成活跃状态。
（本系列
规则调整了之前一些早期作品
的天气规则！
）

15.2 简易机场
（Air Strips）
某些作品中，允许玩家建造简易
机场。它们的规模较常规空军基
地更小。下述，就是简易机场的
一些特性：
a) 以 15.3 的流程，消耗 1T 后，
可以建造一个简易机场。在消
耗建造 1 级机场的 SP 差额后
（3T）
，简易机场可以升级为 1
级的空军基地。
b) 飞机整备阶段中，一个简易机
场只能整备一个飞机单位。
c) 每个移动环节中，简易机场有
2T 的卸载量上限。
d) 简易机场所在格中，活跃状态
飞机单位的堆叠上限是 4 个。
e) 简易机场不会因为受损或者玩
家主动选择，而降级。
f) 简易机场无法提供防空射击修
正。

⚫ 每回合，空军基地的等级最
多只能上升 1 级（比如从无
到 1 级，从 1 级到 2 级）。也
就是说，要建造一个 3 级的
空军基地，需要 3 回合，以
及 3 点 SP。
⚫ 基地的等级上限不可超过是
3 级。

15.4 降级空军基地
只有在移动阶段内，才可以降级
空军基地。1RE 规模的战斗单位，
如果处于战斗模式且不移动，可
以将空军基地下降 1 级。工程能
力单位也有该能力，见 13.8d。降
级不消耗 SP。
⚫ 同一阶段中，某己方基地最
多只能下降 1 级
⚫ 空军基地降级的下限是不低
于 1 级。
⚫ 注意对设施射击也可以让空
军基地降级（见 10.0c）
。

16.0 环形工事
环形工事（Hedgehogs）
（简称“Hogs”）代表
着野战工事，铁丝网，
雷区，和其他用于防守的障碍物。
环形工事不可移动，也无需补给。
环形工事是非战斗单位，只有对
方的攻击单位才可以进入工事所
在格。关于夺取环形工事，见
9.14e。
16.0a 环形工事根据其效果，分为
4 级。其等级上限就是 4 级。

16.0b 建造。只有在移动阶段中，
才可以建造/升级环形工事。1RE
规模的战斗单位，如果处于战斗
模式且不移动，并消耗 2SP 后，
就可以建造/升级该格内环形工
事的 1 个等级。此外，工程能力
单位，也可以进行此工作（13.8d）
。
消耗为 2SP。
⚫ 每回合，每格内工事等级最
多只能上升 1 级（比如从无
到 1 级）
。也就是说，从平地
开始，建造一个 4 级的环形
工事，需要 4 个回合，消耗
8SP。
16.0c 降级。只有在移动阶段中，
才能降级工事。1RE 规模的战斗单
位，必须处于战斗模式且不移动
就可以降低环形工事的 1 个等级。
此外，工程能力单位，也可以进
行此工作（13.8d）。降级不消耗
SP。
⚫ 一个回合中，环形工事最多
下降 1 级（如从 3 级降到 2
级）。
⚫ 如果环形工事的等级下降至
1 级以下，则移除该环形工事
标志。
16.0d 战斗影响。环形工事会对位
于其中的守方，在战斗时产生掷
骰修正，修正值即为该工事的等
级（如 3 级工事，产生-3DRM）。
此外，守方有环形工事的话，可
以在奇袭检定中，有-1DRM（和工
事等级无关）。
16.0e 反坦克效果。环形工事，会
给该格的战斗单位提供高度反坦
克效果（Heavy AT）
（9.4e）
。
16.0f 预备模式单位，在阶段结束
时，不可停留于环形工事内（5.7g）。
16.0g 一格内最多只能存在 1 个环
形工事。
16.0h 战斗或射击结果，不会让工
事降级或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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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天气
在天气判定环节，确定该回合的
天气情况。
17.0a 天气对于推演的影响，请参
阅各作专属的天气表。
17.0b 总体来说，天气对于双方的
影响是相同的，但是，也有一些
对双方影响不同的特例存在。
17.0c 天气情况可能导致移动时的
MP 消耗增加，但在计算补给相关
的路径时，天气对于 MP 消耗的
增加效果，忽略不计（12.3d）
。
17.0d 对于老版特殊规则的修改，
天气不会影响基地的整备，飞机
依然可以正常变为活跃状态。

18.0 海军
如果推演作品中不包括舰船，则
忽略整个章节！
海战操作起来相当简单，因为本
系列主要模拟的是地空的战斗体
系。但是在某些战役中，海军也
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登
陆和海上炮火支援）
。

18.1 通用海军规则
18.1a 补给。舰船无需补给。
18.1b 堆叠。一格内，舰船没有堆
叠上限。但不可与敌方舰船堆叠。
舰船可以进入敌方非战斗单位所
在格，但是不可与敌方战斗单位
堆叠（见 4.8c）
。
18.1c 舰船移动。大部分舰船只可
以进入全海洋地形的格子和己方
港口格子。登陆艇则还可以进入
任何海岸格子以及河口格子（见
下文的提示）
，即使进入该格看上
去穿越了全陆地格边。

游戏提示：河口是指沿着岸线的
海洋格边。这类格子常常，但不
是必然会有禁止进入的格子边
线。规则中允许登陆艇可以沿河
口移动，但是该规则并不适用河
流或运河。

专有作品提示：在闪击传奇中，
驱逐舰可以移入港口。这是常规
规则的例外。大型船，在进入港
口时，自动变为 DG，这会使其更
易受到伤害（因为再吃个 DG 就会
变为军力损失）
。
18.1d 海军 DG。舰船没有模式概
念，但是 DG 标志可以使用，用以
表示舰船更易受损的脆弱状态
（见 18.3d）。在当前玩家的清理
阶段，可以移除舰船的 DG 标志。
注意，DG 不会影响舰船的数值水
平。
18.1e 阶段。在己方的移动，进击
和反应阶段，舰船都可以移动。
每进入 1 格，消耗 1MP。每个舰
船，在上述三个阶段，都可以移
动（无须有预备标志）。
18.1f 速度。大多数的舰船，在一
个阶段内，可以移动 20 格。慢速
船（有白色条纹的）在一个阶段
内，只可以移动 10 格。受损后的
单舰算子会变为慢速，但是多舰
算子（驱逐舰和巡洋舰）则在军
力受损后，依然可以保持正常的
速度。上述变化会在算子的受损
面体现出来。
设计提示：在上文关于速度的讨
论中，
“慢”这一概念不只是表示
舰船可以航行的距离，更重要的，
是反映其灵活性。在战役操作这
个层面，只有移动速度和航行能
力俱佳，才能适时地出现在最佳
位置。

18.2 航空母舰
18.2a 舰载容量。航空母舰的舰载
机种类和数量都是有
限制的。某些作品中，
只有有相关航母名称
的飞机，才可以用于该航母。在
其他作品中，每个航母都有一个
数字，用以表示可以支持多少个
飞机的上限（包括活跃状态和不
活跃状态的飞机）。
18.2b 整备。在飞机整备阶段，航
母可以整备所有的飞机。例外：
受损的航母只可以整备 2 个飞机
单位（无论其受损前可以整备几
个飞机单位）。整备不产生 SP 消
耗。
18.2c 航母上的飞机。位于航母上
的飞机从航母所在格开始执行任
务，以及形成巡查区域。在飞机
执行任务的同一环节，航母也可
以移动，移动可以是执行任务之
前，也可以是之后。舰载机随航
母一同移动，包括随航母一起进
入阵亡堆。
（随航母一同移动，不
视为飞机执行任务）
。除上述以外，
舰载机与其他飞机适用的规则是
一样的。
18.2d 如果航母周边范围内，有该
方的其他舰艇的话，则敌方舰艇
不可直接向航母开火（必需先把
其他舰艇击沉，才可以向航母开
火）
。该规则不适用于海岸炮射击
（18.3g）
。
设计提示：上述规则，是为了显
示航母编队中，其他舰艇保护航
母的效果。敌方水面上的进攻，
只有将屏障全部消灭后，才可以
攻击航母。

18.3 海战
舰 船 对敌 方的 海军 和
地 面 目标 的攻 击方 式
为射击。而对舰的攻击
方式也只能是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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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a 舰船射击。在每个己方的射
击环节，舰船可以射击一次，可
以选择射击范围内的任一地面或
者海上目标。但是有下列限制：

目标舰船的防御值（Protection
Rating）
（如果算子上没印，视
为“1”）
。

d) 在判断目标及是否 DG 时，同
a) 在不对地面目标射击的前提下，
一堆叠内的所有登陆艇视为
舰船在每个己方射击环节，都
“一个舰船算子”。
可以进行舰对舰射击。
18.3d 海军受损。舰船会因为射击
b) 舰船在一个回合中，只能对地
而受到军力损失或者被放置 DG
面单位射击一次。例如，舰船
标志。受损的舰船无法被修复。
如果在敌方回合的反应阶段时，
a) 舰船被命中。受到第 1 点军力
对敌方的空军基地射击，则在
损失后，要将舰船算子翻至受
后继己方回合的移动或进击阶
损面。受到第 2 点军力损失，
段时，就无法再对目标进行射
该单位沉没。舰船也会受到 DG
击了。
效果的影响（见下文）。
18.3b 地面目标。海军对地面单位
b) 登陆艇被命中。登陆艇每受到
射击，会有相应的效果减损，具
1 点损失，则该单位的登陆艇
体见射击表。海军对设施射击的，
运力点数减 1。替换等于剩余
没有效果减损。舰船无需堆叠，
点数的登陆艇算子，以反映该
即可一齐射击。关于海岸炮的射
损失。（例外：当坦克登陆艇
击过程，见 18.3g。
（LST）受损时，将该算子换为
18.3c 海上目标。只有海上单位，
登陆艇算子，该登陆艇算子的
飞机，以及海岸炮才可以攻击敌
点数等于原 LST 受损后的点
方舰船。射击并非攻击整个堆叠，
数）。同格内所有的登陆艇单位，
而只是对一个舰船算子进行射击。
都会受到产生的 DG 效果的影
在同一射击环节中，对同一目标
响（见下文）。
格进行的对舰射击次数不限，但
c) DG 结果。该结果只会影响目标
是在同一阶段内，一个舰船单位
舰船，不会影响同一格内的其
只能受到一次射击。
他单位和货物。第一次的 DG
在宣布对某舰船堆叠射击后，确
标志，并不会让舰船产生军力
定攻击哪个舰船单位前，攻方玩
损失，但是如果第 2 次产生 DG
家可以检视该堆叠中的所有舰船
的话，则要扣减 1 点军力，并
（但是不包括货物，如果有的话）
。
移除 DG 标志。
比如，一个包含两个飞机的堆叠，
重要：如果是对常规舰船射击时，
可以一齐对一个舰船单位发起射
玩家可以选择射击目标。如果是
击，也可以各攻击一个不同的舰
对登陆艇射击的话，则随机决定
船单位（但是如果只有一个射击
目标。被消灭的货物也必须随机
单位，则不可分开攻击）。每次射
决定。例子：一个 2 点的 DUKW，
击单独结算，适用常规射击表。
运输了 1SP 和 1 个团，该船受到 1
使用舰船射击时，有一些特殊规
点军力损失。则掷骰确定，是 SP
则，具体如下：
还是团被消灭。
a) 唯一可能发生数据列平移的情
18.3e 鱼雷轰炸机。射击值加括号
况，来自于攻方飞机的飞行距
的飞机只有一种，就
离（从基地起飞）
。
是鱼雷轰炸机。这类
b) 飞机攻击舰船时，其射击值要
飞机只能发动对舰
乘以 2。
射击。而不可对任一
种地面目标进行射击。
c) 所有进攻单位的射击值要除以

18.3f 舰船防空（Ship Flak）。舰船
的防空值（如果有的话），会标示
在算子上。在该舰船所在格受到
空中射击时，将该值加入防空射
击掷骰值（而不只是针对本舰船
的空中射击）。
18.3g 海岸炮（Coastal Artillery）。
海岸炮单位射击时，
就是一个“陆地上的
舰船”
，其适用舰船射
击规则（同舰船射击一样，也无
需补给）。它们是唯一可以对舰船
射击的地上单位。
a) 在不对地面目标射击的前提下，
海岸炮在每个射击环节中，都
可以对舰船射击。结算射击时，
适用规则 18.3c。该射击不产生
补给消耗。
b) 在己方射击环节中，海岸炮有
时也可以射击地面目标。但是
在本阶段中，海岸炮就不可对
舰船进行射击。这时它们就像
像常规火炮一样使用，一样射
击，适用所有的火炮规则，包
括模式/阶段限制。以及也产生
补给消耗。
c) 舰船可以用对舰射击的方式，
对海岸炮进行射击，该种射击
不会射击到海岸炮同格内的其
他单位（或者舰船也可以对该
格内的所有单位发起常规的对
地单位射击，见 18.3b）。
所以，
对海岸炮的射击可以视为一种
“有观察员”的射击，对于射
击表上的射击结果，做如下结
算：只要产生军力损失战果，
则海岸炮就直接被消灭；而如
果产生 DG 战果，则忽略之。
设计提示：玩家应该了解，在本
系统中，舰对舰的战斗，设计得
比较简单抽象。在这个尺度下，
数小时的相互炮击是无法模拟
的。毕竟，这不是一个海军战术
模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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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登陆艇（Landing Craft）
登陆艇，LST 和 DUKW
都属于广义上的“登
陆艇”
。它们可以登陆
的方式，运送货物（军队和 SP）
送上海岸。登陆艇本身没有防空
能力和射击能力。
18.4a 容量。登陆艇算子上有表示
容量的数值，其功能和运输点数
相近。容量并不会记入堆积。
18.4b 移 动 。 登 陆 艇 是 慢 速 船
（18.1f）
。例外：DUKW 可以每个
阶段移动 8 格。
18.4c 装载。登陆艇可以装载战斗
单位，SP，和运输点数，只要不
超过其容量即可（关于运输当量，
见 4.7）
。装载动作，只可以在港
口格子进行（受制于港口的装载
量），装载时，不消耗 MP。货物
被装载前，不可移动。
重要提示：卸载时，要使用两栖
登陆（18.5）或海岸袭击（18.6）
的流程。
18.4d 操作。登陆艇的操作和运输
点数及 SP 相似—可以自由合并或
拆分。受到军力损失时的处理方
式也是一样，损失可能是由于 ALT
的结果，也可能是被射击后的结
果。受损后，登陆艇要根据损失
的“点数”来更改为相应数值登
陆艇算子。LST 是例外（见 18.3d）
。

a) 每当 DUKW 从登陆艇变为运输
f) 如果某格子内，已有实际的港
点数时（反向变化时，无需掷
口存在了，则 LST 不可在该格
骰）
，要进行 ALT 掷骰（见 18.5f）
，
展开成为港口。
如果有卸载货物发生，则一样
需要 ALT 掷骰（卸载货物会使
18.5 两栖登陆
DUKW 停止移动，见 18.53）
。
b) 被 当 作 登 陆 艇 来 使 用 时 ，
DUKW 只能装运那些可以被空
运的货物（限制见 14.9c）
。在
受到突袭时，视同登陆艇
（9.14g）。卸载地面单位可以
在登陆后继续移动（18.5h）
。
c) 被当作运输点数来使用时，
DUKW 只能装运 SP，在受到突
袭时，视同卡车（9.14c）。而
装载/卸载要消耗 2MP
（见 4.7d
和 13.2f）
。

在登陆艇移动到海岸格子，并停
止移动后，可以卸载其运输的战
斗单位。为了反映登陆行动所具
有的危险性，所以登陆时，需要
进行掷骰，并参照两栖登陆表
（ Amphibious Landing Table ）
（ALT）。登陆地仅限于无防御的
海岸格。如果该格内有敌方战斗
单位存在的，请参阅海岸袭击
（18.6）
。

18.5a 卸载时，
不会产生 MP 消耗；
只要在登陆艇进入海岸格子后，
18.4f LST。除了登陆艇的功能以外，
放下战斗单位就是了。登陆艇必
位于海岸或河口格子
须停留在该格，不可再移动。
的 LST 还可以变成一
个港口（将其翻至港
18.5b 同一阶段内，任意数量的登
口面）
。变换时，需要进行 ALT 掷
陆艇都可以在同一个格子内卸载。
骰（见 18.5f）
。LST 变为港口时，
18.5c 战斗单位被卸载时，必须处
其上的货物同时被卸载，卸货用
于战斗模式或者移动模式。
变港口的同一 ALT 掷骰结果进行
检定。
（但是登陆较早，而展开较
18.5d 需要进行 ALT 掷骰的登陆行
晚，所以注意 18.5e 的限制是生效
为，只可以在己方的移动阶段进
的）
。
行。注意，港口内登陆无需 ALT
LST 港口有如下特殊规则：
a) 和常规港口不同，LST 港口不
可成为射击的目标（可以对 LST
港口所在格子射击，但是 LST
港口忽略在一切战果）。

掷骰，所以港口内登陆也可以在
反应或者进击阶段进行（见 18.5g）
—这是一种获得更多货物上陆的
方法。

18.5e 运输点数和 SP 无法以 ALT
的方式登陆（但是，见 18.5g）。
b) 如果有敌方攻击单位进入该格， 装载在登陆艇内的 SP，只可供同
则 LST 港口直接被消灭。但是
格和周边格内的单位使用（虽说
使用其他方式的，无法夺取或
SP 实际上没有上岸）
。HQ 不可从
消灭 LST 港口。
登陆艇内拖取补给。

18.4eDUKW。除了可以当登陆艇
使用外，DUKW 还可以
当运输点数来使用（见
13.2 ， 以 及 卡 车 夺 取
9.14c）
。当 DUKW 作为运输点数来
c) LST 港口不可再移动，也无法
移动时，它就不可以在 3 个移动
再变回 LST。
环节中都移动，但是其 MA 乘 3，
变为 24。登陆艇和运输点数之间
d) 它们是 1SP 港口，所以可以充
的变换，可以在移动阶段的任一
当补给源。
时点进行—开始在陆地上移动后，
e) 在 LST 港口展开的当阶段，无
就将剩余的 MA 乘 3（开始在水上
法使用（所以在当阶段，该港
移动后，就将剩余的 MA 除 3）
。
口不可运输，而无助于 ALT 掷
此外：
骰）。

18.5f ALT 掷骰。本阶段中，所有
登陆艇都移动完毕后，再进行 ALT
掷骰。对每个当阶段内有单位登
陆的格子掷 2 骰。加上相应的修
正后，执行结果。
a)

当该格子内有多种地形的，使
用最困难的那种代入 ALT。

b)

在掷骰并执行 ALT 结果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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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格内的每 3RE 的单位进行
独立执骰并执行，尽可能减少
掷骰次数，但除上述限制外，
玩家可以任意组合这 3RE。
c)

当 ALT 掷骰后，产生部分军力
损失结果的，随机选择哪些登
陆艇及货物发生损失。

d)

登陆后的移动（18.5h）要等所
有 ALT 掷骰完成后，才可以进
行。

e)

如果进入格中有敌方非战斗单
位的，则在 ALT 掷骰后，进行
特殊战斗检定（9.14）
。

√18.5g 港口。当使用己方港口进
行登陆，而且卸载货物小于等于
港口容量时（19.0a），无须掷 ALT
骰。
（超过港口容量的单位，也可
以在港口格登陆，但是需要掷 ALT
骰）
。在无须掷骰的情况下，才可
以卸载运输点数和 SP。
√18.5h 登陆后。在以 ALT 登陆后
的同一移动阶段，地面单位可以
1/2MA 移动（见 4.7d）
。单位默认
为在登陆前，已经以单个单位模
式，补给过燃料（免费）
（见 12.5c
（C）
）
。DUKW 可以其剩余 MA，
以相应比例换算后移动（见
18.4e）
。
⚫ 没有经过 ALT 掷骰（18.5g）
，
而登陆的单位，不可进行登
陆后移动。

18.6 海岸袭击(Beach Assaults)
登陆艇可以在有敌方战斗单位的
海岸格子内派上其运输的单位，
并发起袭击。以海岸袭击（BA）
的方式来进行登陆，是在无法采
用 ALT 来登陆的前提下，一种迫
不得已的选择。
18.6a 在己方的战斗阶段，进行海
岸袭击的结算。海岸袭击适用下
列特殊规则：
a) 攻方单位必须处于战斗模式，
堆叠于同一格，规模不可超过

3RE。
b) BA 中的战斗补给只能从同一
格或者是邻近格内，登陆艇运
载的 SP 中拖取。

19.0 港口和船运

港口是直接印刷在地图上的，其
上印有锚状标志和容量值。港口
是非战斗单位，所以，敌方攻击
c) 所有攻方单位受到可选战果的，
单位进入这类格子时，港口被夺
必须选择军力损失。
取。见港口夺取 9.14h。
d) 使用 BA 的单位如果获得进击
19.0a 容量。港口的容量，是以在
战果的，可以变为进击模式；
同一阶段中，SP 最大的装载和/
e) 如果 BA 攻击后，无法将敌方
或卸载量来计算的。比如，1T 容
单位逐出防守格，则所有的攻
量的港口，在同一阶段内，可以
方单位和它们的登陆艇都被消
装载或者卸载 1T，但装或卸只能
灭。
选其一。在港口登陆的单位和补
给，无需 ALT 掷骰，要计入港口
f) 在 BA 中，存在一种抽象的格
容量，见 18.5g，常规船运也要计
边地形，其让所有 BA 中进攻
入港口容量（19.0f）
。
单位的战斗值减半。守方可以
选择该种地形，也可以选择格
容量大于 0 的港口，可以选择，
子内的地形，见 9.4b。
用其整个容量，来装载或卸载规
模超过其容量（运输当量转换）
g) BA 战斗的攻方单位中，不可混
的单个战斗单位，该行动必须是
入已经登陆的单位。
本阶段中，港口的唯一装卸行动。
h) 如果在登陆前的射击中，已经
如果港口位于敌方未被抵消的
消灭了守方单位。则 BA 自动
ZOC 内，则港口停工。见 4.5a，
以 ALT 的方式来结算（但不可
补给线操作可以通过抵消 ZOC 而
有登陆后移动）
。
执行，而使用海运运力的操作，
18.6b 在执行 BA 之前，守方单位
则无法通过抵消 ZOC 而执行。停
可以选择，以 ALT 方式来代替 BA
工的港口，容量视为 0。当敌方单
方式结算。
（比如，如果他觉得选
位被赶走（或者 ZOC 被抵消后，
择 BA 方式的话，守方劣势太大， 只有补给线变为正常），港口立即
则他也可以选择 ALT 方式，以期
恢复正常。
攻方获得更多的伤害。）守方玩家
推演提示：当敌方战斗单位或者
的选择，必须在任一相关掷骰，
ZOC 拦住港口与海洋之间的格子
单位实力展示，或者是战斗补给
时，港口照常发挥作用。
（除非专
消耗前确定，而且一经确定后，
属规则中否定上述成立）
。
就不可以更改了。每个登陆格子
可以分别进行选择。如果以 ALT
19.0b 受损。受到射击后（使用射
的方式来结算 BA，则不会产生补
击 VS 设施表）
，港口会累积其受
给消耗。
损“点数”。受损后，港口的容量
守方如此选择的，则 ALT 流程执
行中，有如下特殊修正：
a) 无论 ALT 执行的结果怎样，守
方单位自动被消灭。
b) 登陆单位进入海岸格子，但是
在该阶段，不可有登陆后移动
（见 4.7d）
。

会受到影响（具体见射击 VS 设施
表的下方）
。无论是受到对设施射
击也好，主动降级也好（见下文），
港口累计受到的破坏“点数”不
可超过 4 点。有些地图上会有某
港口的专属的伤害槽，上面会有
对应受损程度的港口容量，以代
替系列规则上的通用受损影响。
19.0c 主动降级。在（只在）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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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中，1RE 或以上规模的战斗单
位，如果处于战斗模式且不移动，
可以给该格内的港口造成 1 点破
坏。工兵也有上述能力，见 13.8d。
以此方式，每回合最多只能造成 1
点的破坏。
√19.0d 修理。在（只在）移动阶
段，玩家可以建造（13.8d）的方
式，来修理受损的港口。每个工
程能力单位可以在消耗 1SP 后，
修复 1 点损坏。一个阶段中，每
个港口的修理上限只有 1 点。
19.0e 港口与补给线。专属规则中
会界定，那些港口是补给源。当
港口成为补给源，如果该港口的
容量降至 1SP 以下时，其丧失成
为补给源的能力。
19.0f 船运（Shipping）。游戏专属
规则中会界定双方的船运能力上
限（如果有的话）
，有时也称之为
船舶运力（Sea Cap）
。在这种抽象
船运过程中，是不需要实际的舰
船参与的，只要将地面单位在各
个港口间移动即可。

20.0 拆分团
拆分团是通用单位，它
们从多点军力的单位通常步兵师上分离出
来的。通过拆分，可以让这些师
占据更多的地方。这些单位是 1RE
的单位，可能是有“Brkdwn”标
识（或没有）的步兵团，也可能
是没有特殊标示的单位。拆分团
的应用，可以不仅限于在官方提
供的这些算子。
（只要玩家不觉得
麻烦的话）
。
多点军力单位，在分出其 1 点军
力后，就可以在同格创建 1 个拆
分团。并在该多军力单位下放置
一个 1 点战损的标志，以记录之
（其实际上与战损的操作类似）。
注意单位的最后 1 点军力不可用
来创建拆分团。
属于“装甲”或“机械”类的多
点军力单位（3.2a）不可用于创建
或吸收拆分团。只有“其他”类
单位才可以。

a) 被运输的单位必须是移动模式。 20.0a 多点军力单位才可以创建
拆分团，创建的时机是在该单位
b) 只有在移动阶段中，才允许进
开始移动或者战后推进/撤退时。
行这种运输。
只有在这些时候，才可以创建拆
c) 在同一移动阶段中，被运输的
分团。
单位不可有其他类型的移动。
20.0b 多点军力单位创建出的拆
d) 可以将 SP，战斗单位，和运输
分团，其行动值（AR）要小于或
点数以任意方式组合并运输。
等于原单位的行动值，而单位只
必须主要到各个港口的容量限
能吸收行动值大于等于该单位的
制。
拆分团。
e) 每点运力可以在港口之间运输
1SP 规模的货物（关于运输当
量，见 4.7）
。
f) 敌方的 ZOC 会阻止港口使用抽
象船运的行动（4.5a）
。

同一移动环节内，可以移动。
20.0f 拆分团的规模为 1RE，军力
为 1 点。视它们为独立单位。
20.0g 通常来说，同一国家的所有
多点军力单位使用相同的拆分团
算子堆（单位种类无需完全契合）。
注意，有些专属中，会有特殊的
规则。
特殊作品提示：在 CB 与 GB2 中，
德国步兵标志的拆分团，适用于
所有德军的步兵师，包括猎兵部
队，山地师，党卫军，和空军师。
安保部队不可创建和吸收拆分
团，而轴心联盟-意大利，罗马尼
亚，以及匈牙利有其自己的拆分
团算子堆，不可与德国的混用。

21.0 可选规则
你可以依据自己的偏好，来选用
下列规则。注意，下列规则可能
会对游戏平衡产生轻微的影响，
注意，总体来说，适度使用可选
规则即可。我们在各个规则后面
加上了分级，以显示其总体的爱
用度。

21.1 侦查（recon）-D

在这条可选规则中，我们加入了
侦查单位这一特殊属性。侦查单
位是指任一（团级规模或者更小
规模）有着侦查（recon），摩托
（motorcycle）
，装甲车（armored
20.0c 拆分团在被创建或者吸收时，
car），骑兵（cavalry）或突击队
必须和相应的单位有着同样的
（commando）
，标志的单位。
“模式和标志”
（诸如部队储备低
任一阶段，在侦查单位移动时，
下，和 DG 模式）。
它可以通过消耗 1/4 的 MA 和 1T
20.0d 步兵师受损后，如果任一阶
的方式，对一个邻近格子进行侦
段结束的时候，有符合条件的拆
查。对方玩家必须明示该格内的
分团与其堆叠在同一格的，则该
军力值之和，以及其中是否有高
拆分团必须立即被吸收（满足
度或轻度反坦克单位（具体见
20.0b 和 20.0c 的条件）。上述时机
9.4e）
。
也是拆分团被吸收的唯一时机。
20.0e 创建和吸收拆分团无需消
耗 MP。拆分团在被创建或吸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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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比例战斗值-A

21.6 协商节奏-D

在多点军力的单位受到军力损失
时，使用比例战力值，而非 9.11d。
换算公式为（战斗值*当前军力/
军力印刷值）。计算后立即取整。

本规则会不按照历史情况，调高
战役中的某些数值。本规则可以
在任意剧情中使用，使用后，推
演起来会更激烈和刺激。只要双
方玩家达成一致即可。此外，对
新玩家而言，该规则也会降低游
戏规则带来的推演限制和难度。

例子：一个战斗值为 11 的师级单
位有 3 点军力，如果只剩下 2 点
了，则其战斗值变为 7。

21.3 独立单位-D
进攻中，独立单位为攻方，且进
攻中，没有师属单位参加的，则
攻方的补给消耗翻倍（每点军力
消耗 2T）
。此外，独立单位在上述
进攻中，不可使用部队储备。
独立单位和师属单位联合发起进
攻的，必须使用师属单位的行动
值。防守时，不受本规则限制。

21.4 远距离任务-B
当飞机移动距离超过其航程的
1/2 时，适用下列规则：
a) 空战值减 1。
b) 射击时，数量结算列要向左偏
移 1 列。即使只有一个单位符
合上述情况，也同样要执行本
规则。
c) 进行基地转移的战斗机，也要
变为不活跃状态（改变了
14.11）
。

21.5 基地转移限制-C
每回合内，只有不超过基地等级
数值的飞机单位数量，可以适用
规则 14.11 的“战斗机继续是活跃
状态”或者增援时以活跃状态进
入某一基地的规则。简易机场视
为等级 1。

21.6a 开始时地图上的补给点数
翻倍，但不包括编制内卡车装载
的部分。
21.6b 铁路运力翻倍，开始时的运
输点数也翻倍。
21.6c 增援补给量和船舶运力增加
50%。
21.6d 在每个增援阶段，进行可变
增援表掷骰时，掷 2 次。

21.7 改进重建-B
对规则 13.5 进行如下修改：
⚫ 限制囤积。后备人员和后备装
备通常是用来代表单位被消灭
后剩余的人员和装备。所以，
在接受它们的当回合，必须至
少要使用掉 1/2 的后备人员和
1/2 的后备装备（也就是说，
在某回合，至少要接受到 2 个
以上，才可以有剩余留存）
。
⚫ 简易重建。让增援的后备单位
可以到达任一有正常补给线
（不是靠“吃地图上的补给”，
等）的 HQ 所在格子。这样后
备单位就不需要远距离移动或
者利用铁路到达前方了。
⚫ 只用一种后备单位重建。各类
部队的军力点数，都可以用 1
PAX 或 1EQ 来重建，而无论原
来的设定如何（但是，不可重
建的单位，依然不能放入阵亡
堆，
同时，也无法被重建）
。如，
现在可以花费 1 个后备人员单
位来重建，之前需要花费 1 个，
2 个或 3 个后备人员单位来重

建的单位。如果原来同时需要
后备装备和后备人员来重建的
（见游戏的重建表（Common
Rebuild Table）
，则现在只需要
1Pax，即可重建，例外情况为，
使用履带 MA 的单位（算子正
反面都是使用履带 MA 的）
，则
需要用 1Eq 来重建。

21.8 攻击空格-B
有些玩家会疑惑，为什么一个单
位可以用其 100%的 MA 移动后，
还可以对一格之遥的其他单位进
行攻击，而其他单位却不可以对
其面前的空格进行攻击。该可选
也用于那些预备射击太顺利（而
没有敌方单位可被进攻的情况）。
21.8a 某一战斗环节中，任何可以
发起攻击的单位都可以进行空格
攻击，即使在目标格没有敌方单
位，也无所谓。
21.8b 对空格发动攻击的战斗值
不可为 0。而且，所有的攻击单位
要正常消耗 SP，而且消耗 SP 后，
这些单位可以推进至目标格。该
过程无需掷骰，也不会产生进击
战果。
21.8c 被空投的战斗单位，可以在
他们被空投的当回合，在不消耗
补给的情况下，攻击空格（这样
伞兵可以在空投后移动）
。

21.9 反应炮击-C
根据大家的要求，我们在 4.0 版的
草稿规则中加入了本条规则。但
是在最终完稿时，我们还是去掉
了。
21.9a 允许处于战斗或者移动模
式下的火炮，在玩家的反应阶段
可以进行射击，即使其没有处于
预备状态。
21.9b 可选规则下，火炮在反应阶
段，不可移动，也不可执行常规
规则中，无法在进击阶段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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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行动。
21.9c 位于环形工事的火炮可以获
得防守优势。
21.9d Ric van Dyke 不适用本规则。

√21.10 补给储备-新
补给储备标志，是一种
新增的标志，玩家将其
留存于场外。直至在需
要时，将其用于某一己方 HQ，以
作为食物或炮弹的替代。该标志
用于代表空中支援和大炮消费，
也充当了“反入侵者”的角色。
21.10a 炮弹。玩家可以使用 1 个
补给储备标志，以作为火炮射击
时，从该 HQ 投递补给时的消耗。
即使该 HQ 在断补状态，依然可以
使用该类型的炮弹。
⚫ 每使用 1 个标志，可以充当
火炮射击时所需的 2T 炮弹补
给。即使射击所需补给，不
足 2T 时，也没有“找零”
。
⚫ 炮弹还可以让火炮单位，以
其部分射击值来射击。比如，
26-1-1 的火炮单位，可以 10
点射击值来射击—实质上，
就是在使用该标志后，执行
免费射击。
21.10a 食物。在补给阶段，玩家
可以通过使用 1 个补给储备标志，
以让某 HQ，对其投递范围内所有
的战斗单位提供补给线。但有限
制如下：
食物只在敌方通过行动将己方
HQ 的补给线掐断时，方可使用。
其不可用于己方矛头部队（因为
己方突击导致断补）
。
食物只可以在某 HQ 没有补给线
的第一个回合使用。后继，如果
依然没有补给线，则其要么突围，
要么吃具象补给，或者进行断补
检定。
关于在较早的游戏中，如何使用本规则，
见修改提示。

21.11 建造-B
本规则给环形工事构筑和港口修
理增加一些细节。
√21.11a 大型工事。升级环形工
事，必须要有具备工程能力的单
位——常规部队只能讲工事建造
至 1 级。

21.12b 夜幕掩护。位于敌方 EZOC
内的港口，其船运并没有完全停
工。本规则下，玩家依然可以用
这些港口的容量来进行船运，但
是所消耗的运力要*4。这代表该
港口只能在晚上进行运输。

21.12c 稀疏的战略纵队。某一环
节结束时，一格内的战略模式单
位不可超过 3RE。而 1 格内总的堆
叠上限依然是 10RE 不变。3RE 的
21.11b 小型港口。如果当前港口
容量低于 1SP 的，港口修理（19.0d） 上限仅对战略移动单位有效。超
过此上限的单位直接被消灭（由
的消耗，降至和港口容量一样。
己方玩家选择）。例外：单个算子
例如：如果当前（受损后）容量
是 2T 的，则修复 1 级仅消耗 2T。 的多点军力单位，或者编队，即
使是超过 3RE， 依然可以战略模
21.11c 工事降级。环形工事被夺
式存在于 1 个格子内。
取时，要降 1 级。
（注意，这仅适
21.12d 战略模式下的直接拖取。
用以算子来代表的工事，印在地
所以战略移动模式的单位，其结
图上的工事不受此规则影响。）
束移动后，必须位于可以通过直
接拖取，而获得补给线的格子（不
21.12 运输-B
可通过“吃地图上的具象补给”
也不可通过“HQ 投递”）
。
本规则第一部分，给空运，船运，
和战略移动模式增加了一些细节。 游戏特别提示：直接拖取规则，
不适用于“Baltic Gap”，该作中，
后两个部分，是为了取保战略模
式只能用于部队调动，而非渗透。 战略模式是有攻击能力的。
21.12a XYZ 运输任务。通常来说，
空运任务是从基地 X 起飞，到任
务格基地 Y，然后再从基地 Y 飞到
基地 Z（在 Z，飞机变为不活跃状
态）
。货物在 X 被装载，在 Y 被卸
载，然后空飞机再飞到Ｚ。飞机
可以从不同的Ｘ起飞，也可以飞
到不同的 Z，但是大体流程就是这
样了。

21.12e 空运任务的 DRM。空运表
上，增加一个地形 DRM：
-1 如果格中有非常复杂地形，或
-2 如果格中有极端复杂地形。

而在本规则中，货物可以从 X 和 Y
两地被装载（前提是两处装载时，
都要满足飞机的运力限制）
，而且
货物也可以在 Y 和 Z 两地被卸载。
XYZ 运输任务的空运距离，取两条
线路中较远的一条（X 到 Y，或者
Y 到 Z）。飞机依然可以从不同的
Ｘ起飞，也可以飞到不同的 Z。
在 XYZ 空运任务中，Y 和Ｚ就都是
“任务目标格”
，都可能受到对方
的高射炮攻击和空中拦截（即可
能会受到 2 次攻击）
，假设有装载
/卸载行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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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和定义

位位于该类地形中，则在战斗中，

行动，而导致的己方单位混乱，

查阅战斗表时，需要使用复杂地

指挥不畅的状态。

任务中止（Abort）：飞机返回己

形行。

方任一空军基地，并变为不未激

战斗模式（Combat Mode）
：在该

单位本身就是一个师，或者是多

模式下，单位的战斗值较高而移

单位编队中的一部分。

活状态。

师属单位（Divisional Unit）：指该

行动值（Action Rating）
：体现某

动力较低。这种模式是单位准备

个单位的战斗技能。涵盖训练，

进行战斗的模式。

经验，军规和指挥等。

战斗补给（Combat Supply）
：用于

动，W=轮式驱动。这是一种两栖

活跃飞机（Action Aircraft）
：整备

常规战斗和火炮射击的补给。

用车辆。由通用公司建造，全称

过，且能够执行空中任务的飞机。

战斗单位（Combat Unit）
：战斗值

空军基地等级（Air Base Level）：

为 o 或以上的地面单位。

空军基地的设施规模。

多 用 途 飞 机 （ Combo Type

装甲单位（Armor Unit）：编制内

Aircraft）：可以扮演两种角色的飞

极少或者根本没有步兵的重型

机。通常，是即是战术轰炸机，

工程能力单位（Engineer-Capable

AFV（装甲战斗车辆）单位。这类

又是运输机。

Unit）
：处于战斗模式下的工兵或

单位算子的单位符号上有黄色底

合并（Consolidation）：将两个或

纹。

者是更多打残的单位，改编组合

攻击单位（Attack-Capable Unit）
：

为一个更强的单位。

算子上的战斗值，没有加上括号，

建造（Construction）：由工程能力

数值大于等于 0 的单位。

单位建造或修理的设施（如空军

射击（Barrage）
：火炮，舰船，或

基地，港口，环形工事等）
。

飞机的攻击模式。

阵亡堆（Dead Pile）
：玩家应按编

拆分团（Break-Down Regiment）
：

制保留其被消灭的单位，以备重

是师级单位拆分后的一个部分，

建。

拆分的目标是为了让一个师能够

火车停靠（Detrain）：依靠铁路移

占据多个格子。
架桥（Bridging）拥有工程能力的
单位，可以通过架桥，来减少渡
河单位的 MP 消耗。

动完成后的动作。
火车停靠格子（Detrainable Hex）：
包含村子，小城市，大城市，港
口，或者是战斗模式 HQ 的铁路格

脑袋般大的卷饼：一种英尺长，

子。

四英寸宽的食物。许多设计决策，

掷骰修正（DRM）：对推演中的某

就是我们吃着这些三磅重的卷饼
的时候想出来的（我们也知道这
样不太好）
。
复杂地形（Close Terrain）这些地
形使 AFV 单位移动缓慢，同时还
存在不少的遮蔽物。如果防守单

类掷骰值进行的数值增加或者减
少。
直接拖取（Direct Draw）
：单位不
借助 HQ，直接使用拖取范围内的
SP 的行动。
混乱模式（DG）
：因为敌方单位的

DUKW：D=制作年份（即战争的第
四年）；U=多用途车辆，K=全轮驱

为 DUKW-353。
补给堆（Dumps）：地图上存在的
补给堆叠，可以是直接在地上的，
也可以是装载在运输点数上的。

者 HQ 单位。（注，相关单位，如
铁路修理工兵，突击工兵，轻装
工兵，和伞降/机降工兵没有工程
能力）
。
火车装载（Entrain）
：将物资（人
员）装上火车，并利用铁路进行
运输的动作。
后备装备（Eq Repl）
：该类替代单
位由重型车辆，飞机，武器等重
型单位重建所需的装备所组成。
部队储备耗尽（Exhausted）：部队
储备使用两次后，就会耗尽。
进击模式（Exploitation Mode）：
一种战斗结果，变为该模式的单
位，可以在进击阶段移动和攻击。
进击战果（Exploitation Result）：
进击战果会让某些进攻单位变成
进击模式。
延补队（Extender）：5 点的运输
点数专用于连接补给线。
极端复杂地形（Extremely Close
Terrain）
：有着密集建筑的市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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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山地形，对某些防守单位非常

备过的飞机，该类单位不可执行

移动模式（Move Mode）：在这种

有利的地形。

飞行任务。

模式下，单位的战斗值较低而移

战斗机（F-Type）：战斗机类型的

不活跃状态（Inactivation）
：活跃

空中单位。

状态的飞机在执行完任务后，变

防空（Flak）：地面单位和舰船的
反空中射击能力。
编队标志（Formation Marker）：
用一个算子来替换一定数量的单

为不活跃状态。
独立单位（Independent Units）：
指即非多点军力单位也非多单位
编队的部分。

位算子（通常是师，或者是苏维

部队储备（Internal Stocks）：单位

埃的军），以减少堆叠，并制造一

自带的战斗补给。

定程度的战雾，
。
要塞（Fortifications）：该图形直
接绘制于地图上。位于其中的地
面单位会获得防守优势。

补给中（In Supply）
：指单位可以
通过补给线或者补给堆获得补给。

度而牺牲了一定程度的作战能力。
多线铁路（Multi-Track Railroad）：
是一种比较现代的铁路，由两条
或者是以上铁轨，多条支线和配
套设施来构成的。是铁路运输的
最优选择。
非战斗单位（Non-Combat Unit）：
没有战斗值的地面单位，诸如 SP，
空军基地，或者运输点数。
非师属单位（Non-Divisional Unit）：

被动模式（Involuntary Mode）：

指本身不是师单位，也不是多算

这类单位模式不是由玩家主动选

子编队中的一部分的单位。

燃料（Fuel）：用以履带或者是轮

择而形成，而是由战斗的结果而

式单位能够移动，所需的补给。

形成。

全机动化（Fully Motorized）：该

登陆艇（Landing Craft）：在较大

类单位算子的兵种符号下面有两

型的舰船和滩头，港口之间，用

个轮子—即完全靠骑乘来行动的

于运输单位或者补给的小型船。

单位。

动力较高。即该单位为了行军速

接力运输（Leapfrogging）：是一种

非机动化单位（Non-Motorized）：
指要靠皮鞋或者是马来进行移动
的单位。
非当前玩家（Non-Phasing player）：
还没有轮到己方玩家回合的那个
家伙。

游戏回合（Game Turn）：一个完

游戏禁止的运输方法。具体是指

整的游戏回合由两个玩家各自的

某一运输单位装载物品，移动，

回合组成，约等于实际时间的半

然后将物品卸载到另一个运输单

周，或者 1/4 周。

位上，然后继续移动的方法。

环形工事（Hedgehog）
：野战工事，

步行 MP（Leg MPs）
：人或者牲畜

单位在该工事格内，有防守优势。

移动所对应的 MP，在算子上以白

可 选 数 字 或 可 选 战 果 （ Option

色表示。

Number or Option Result）
：是战

低空扫射（Hip Shoot）
：一种类似
于突袭的空中射击方式。名字来

部 队 储 备 低 下 （ Low Internal

源于，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对

Stocks）：部队储备已经使用一次

部署在道路上的迫击炮单位进行

过后，就会变成低下状态。

突然狙击射击。
HQ：指司令部以及其支持系统。
HQ 同时也代表着很多的小型维
护单位，及足以补给一组单位的
后勤能力。
不活跃飞机（Inactive Aircraft）：
指已经执行过任务，但尚未被整

LST：大型坦克登陆艇，容量超大，
用于支持登陆作战的。

攻击机（Offensive Aircraft）
：空战
数值没有括号的飞机算子。
开阔地形（Open Terrain）没有什
么障碍物的地形。

果的一种，玩家可以选择受到军
力损失或者是撤退数个格子。
编制内车辆（Organic Truck）：分
配给某一编队的运输点数。代表
这些单位自身固有的运输能力。
通常是指卡车，也有其他的形式

MA：移动力上限的缩写。

存在（具体见算子）
。

机械化单位（Mech Unit）：由重型

他类单位（Other type Unit）：除

AFV 和大量步兵联合组成的单位。

机械化单位和装甲单位以外的所

这类单位算子的兵种符号有着红

有单位。

色的底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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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袭（Overrun）
：一种攻击形式，

解除预备模式（Reserve Release）：

由单位在移动过程中发起。

玩家决定移除单位的预备模式标

巡查区域（Patrol Zone）：活跃状

志，安排其执行任务。

态的战斗机（位于空军基地内），

路（Road）：“路”包括所有具有

其周边 10 格区域，为巡查空域。

路特征的事物（不同规格的道路，

在该空域，战斗机进行例行巡查

小径，和铁路）
。

控制。
后备人员（Pax Repl）：由大量人
员组成的后备单位。
当前玩家（Phasing Player）：当前
在执行玩家回合的家伙。

取整规则（Rounding Rule）：玩家
计算小数时的标准方法。
战略轰炸机（Strat Bomber（s）
）
：
用于战略轰炸的飞机。
半机动化（Semi-Motorized）：有

玩家回合（Player turn）
：双方的

一些卡车或者其他运输工具，但

玩家回合组成一个完成的游戏回

是又没有达到完全机动化移动的

合。而一个玩家回合则包括从飞

单位。这些单位的兵种符号上画

机整备到清理的一系列流程。

有一个轮子。

铁路运力（Rail Capacity）
：一回合

单线铁路（Single-Track Railroads）
：

内，玩家可以依靠铁路运输的 SP

游戏中的标准铁路配置。

点数上限。
铁路终点（Railhead）：可用铁路

运输机（Transports（Tpt））
补给线（Trace Supply）
：用以提供
生活补给的操作。
运 输 当 量 （ Transportation
Equivalents）
：将运输单位以 SP 进
行换算，以确定运输时所需的容
量。
履带 MP（Track MP）：用以表示
全地形车辆（履带或者轮式）的
MP。在算子上以红色数值表示。
卡车 MP（Truck MP）：用以表示
机动性较差的车辆（主要就是卡
车）的 MP。在算子上以黑色数值
表示。
非 常 复 杂 地 形 （ Very Close
Terrain）
：车辆通过困难，有许多

军力，军力损失（Steps，Step Loss）： 掩蔽的地形。
用以表示在战斗中，单位损失的

格子和不可用铁路格子的分界线。 兵力和规模变化。
铁路修理单位（Rail Repair unit）
：

战略模式（Strat Mode）
：以道路

简称 RR，指有转换铁路轨距能力

移动为第一目的的单位。为了能

的单位。

够快速移动，绝大部分的安全防

整备（Refitting）：将不活跃的飞

务而受到影响的地区。

护都没有被执行。

用 HQ 补给（Via HQ Supply）：通
过 HQ 来投递的补给。
主动模式（Voluntary Mode）：玩
家在移动阶段可以自行选择的单
位模式。
控制区域（ZOC）：当敌方单位靠

机变成活跃的飞机的动作。要通

补给点数（SPs）：用以计算补给

过检修，装弹，加油等操作。

物资的单位。

团级当量（RE）：快速而又粗略的

奇袭（Surprise）：成功的对没有

ZOC 的作用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

部队规模的计算方式。

准备的敌方发起攻击，达成惊吓

诸如补给路径，卡车 MP 移动，

的效果。

等，还是会受到敌方 ZOC 的影响。

后备单位（Replacement Units）
：
后备单位可用于重建受损或者阵

战术轰炸机（T-type）：这类飞机

亡的单位。

的飞行高度低于战略轰炸机，并

补充（Replenishment）
：对于部队
储备消耗后的再补充。
预备模式（Reserve Mode）：等待
指令或者是准备快速行动就绪的
单位。

近该单位时，该单位会对敌方单
位施加影响。虽然在本系列中，

且能够对地面单位进行援助攻击。
投递范围（Throw Range）
：HQ 可
以将 SP 或补给线递送给单位的距
离。
运 输 破 坏 区 域 （ Trainbusting
Zone）
：因被成功执行运输破坏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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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要点
注意：本游戏系统是很花时间的。
每个回合所消耗的时间都会远超
于你的预期。对新手来说，它是
有相当的复杂性的。
在此，我希望通过强调以下几个
观点，以帮助学习此系统的玩家，
在推演中能够避免某些大纰漏。
其中有一些是老鸟们的经验技巧
之谈，而另一些则是在推演中，
事关生死的要点。为了帮助玩家
区分，我在各条目的后面，会以
“技巧”或“要点”来加注。
１）确保后方安全（要点）。记得
给每个你的重要据点配备守卫部
队：SP，重要的铁路端头，空军
基地，HQ。如果因为疏忽而使这
些重要点被毁的话（或者受到敌
方 ZOC 的限制）
，那你的整支部队
就可能因为缺乏补给，而彻底崩
溃。而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在
各个重要点上堆叠战斗单位。只
有在后方单位有序而坚强的防守
下，前线部队才能够安心推进，
而不至于进退两难。不加限制的，
让敌方的机动部队在你的后方游
曳，这是兵家的大忌。其实在游
戏中，大量单位（通常来说）的
职能就是守卫后方的（警察，安
保部队等等）
。当你猛然发现，咦，
他们都跑到前线去了，那么，小
心了，汝祸不远矣。通常来说，
1-2 点军力的守卫部队就足以守
住你补给网络上的重要点，因为，
在你后方的后备单位兵力中心和
补给中心，一般来说，都会有相
当数量的兵力，他们可以在后方
补漏，通过机动防御来保护你的
后方要点。所以其实也无需动用
几个步兵师这样大规模的兵力来
守卫，你只要保证那些重要点上
有单位驻守的，而不会被敌方的
小股部队乘虚而入即可。毕竟，
你主要防御的，都是些小股部队，
而不是一支装甲军。

２）合理使用预备模式（技巧）。
在游戏中，只有合理的使用预备
模式，才能够充分的发挥出部队
的潜力。在进攻时，预备单位可
以在移动阶段中，获得额外的移
动能力。如果在移动和战斗阶段
中，友军能够打出战线缺口的话，
则在后继的进击阶段中，预备单
位可以通过解除预备模式，发起
全力进击。而在防守时，预备单
位可以在反应阶段通过突袭，移
动增援己方防守单位，以及射击
等手段，来扰乱敌方的攻击节奏。
应该说，在反应阶段中，使用预
备单位，其能起到的效果毕竟是
有效的。只有在当前玩家（他是
引导战局走向的）攻势中，而非
非当前玩家（他只能被动等待对
方出招）的防守中，预备模式才
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效果。逐波释
放你的攻击，这样有些单位可以
打开战线缺口，而另一些单位则
可以在后继的进击中，打出更有
效的攻势（如果你的行动值很高，
而且还有空军低空扫射配合的话，
那就有机会进一步扩大战果）。
３）装甲单位只是用来防御就浪
费啦（技巧）。装甲单位在某些地
形下，存在着显著的进攻优势。
但是在防御端呢，所有的单位都
是一样的，无论其是否是装甲单
位。所以我认为，即使是在守势
中，装甲部队最为合理的角色也
应该是反击者，而非被动防御者。
换而言之，在守势时，装甲部队
可以转换为预备状态，并准备着
在反应阶段时，发起对敌攻击。
攻击目标在哪里？目标当然就是
敌方攻击战线上的薄弱点。根据
敌方攻击战线的布局，你可以很
有效的削弱其攻击强度，甚至于
让其漏洞频出。
４）混合装甲单位的部队（技巧）
。
以下阐述的，是在 OCS 系列中，
我们对于如何使用混合装甲单位
部队的观点。在早期的某些战棋
中，如果在多兵种单位组成的堆
叠中，混有装甲单位的话，则无

论该堆叠处于哪种地形，都能够
获得魔术般的装甲加成。对于此
种观点，我们是不敢苟同的。所
以在本系列得设定中，混合装甲
部队（如德军装甲师）的优势并
非是对整体的装甲加成，而是在
不同的地形中，都有良好的作战
能力。这是因为这支部队中不同
的兵种，各有各自的优势地形，
所以整支部队在不同的地形条件
下，也就都能够有不错的战斗能
力。事实证明，坦克在那些泥泞
的乡间，就曾经表现得就很糟糕。
而如果将坦克分散配置给步兵的
话，固然可以让步兵在战斗中获
得更好的掩护效果，但是坦克本
身的作用也的确是被弱化了。总
而言之，我们认为，在本系列游
戏中使用混合装甲部队（而非单
一装甲部队）的目的在于——使
该支部队能够适用于更多种地形
条件的作战。
５）奇袭（Surprise）与固定战（技
巧）。奇袭规则（也是我最喜欢的
规则之一）在设定时，就是默认
其在突袭攻击（overrun）的情况
下更易发生的。在精英部队向菜
鸟部队（AR 值差异大）发起突袭
时，产生攻方奇袭的概率是最大
的。但是如果是菜鸟部队去突袭
攻击精英部队的话，那可就不太
妙了，因为产生守方奇袭的概率
是最大的。而在固定战中（战斗
环节中进行的战斗）
，奇袭发生的
概率则会降低许多。菜鸟部队，
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准备后，
也能够获得一份不错的成绩单。
而精英部队在安逸度过数日之后，
则可能丧失先机，庸碌无为。总
之，在突袭攻击中，奇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而在固定战中，因
为奇袭的上场机会较少，所以自
然戏份不足。长话短说，如果你
手下的兄弟们都是精英，那么多
使用突袭攻击，如果你手下的兄
弟们还很青涩，那么就老老实实
的去打固定战。在合理的选择下，
部队的实力才能够被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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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选择错误的情况下，轻则枉
费先机，重则终至陨灭。
６）混乱（DG）与消灭（技巧）。
在攻击前，是否能够发起一轮成
功的射击（barrage）
，往往对战果
起着绝对性的作用。敌方变为 DG
模式，对于攻方来说，有四大利
多：首先，敌方的战斗值减半，
原来 4:1 的攻击，一下就跳到 8:1
去了；
其次，
守方的 AR 值要减 1，
这样奇袭的成功率变高了，战斗
掷骰值也变大了；再次，DG 堆叠，
如果撤退进入敌方 ZOC 的，会损
失军力（step）
。最后，在 DG 模
式下， 其 MA 减半，所以在敌方
后继的移动阶段中，其重新排布
被撕裂战线的难度也就增加了。
在所有种类的射击中，空军射击
可以称得上是最“价廉物美”的
方式（因为补给消耗最少）
，但是
也不要忽视重型火炮的作用，他
们有较大的几率能够造成敌方直
接的军力损失。
７）补给体系（要点）
。始终记得，
你的补给体系，应该处于有序，
齐整，以及可控的状态下。理解
补给规则本身并不困难，但是在
使用补给规则时，要求玩家对于
未来的补给有合理的预规划，以
及让军队的行动能够与补给网络
的发展所匹配。如果你的补给系
统失控，则你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来恢复其正常的运作，而在这段
时间内，你就只能看着敌方为所
欲为。你需要设计几条很发达的
补给线。并在前线建立足够的补
给堆，只有这样，才会在后方补
给线被切断一两个回合的情况下，
也不至于过分被动。多单位的编
队，最好一起移动，这样才方便
从同一补给堆拖取补给。记得：
可用的 SP 永远比你想用的少，所
以请合理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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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叠 Stacking 14.2a

Restrictions 10.1b

进击标志 Exploitation Marking

主动逃离 Voluntary Aborts 14.2b,

补给储备 Supply Cache (option)

9.13

14,3d

21.10

进击阶段 Exploitation Phase
11.0

飞机整备 Aircraft Refit 15.1

进攻单位 Attack Capable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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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机场 Air Strips 15.2

4.4

9.7

航母 Aircraft Carriers 18.2b
补给消耗 Supply Cost 15.1

突袭 Overrun 8.0
损耗 Attrition 12.8

天气效果 Weather Effects 14.1f,

限制 Restrictions 9.1
结算 Resolution 9.9

15.1(D)

射击 Barrage 10.0

可选撤退/损失 Retreat/Loss

ZOC限制 ZOC Restrictions 4.5a

空中(见空中射击) Air (see Air

Option 9.10

Barrage)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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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整备阶段 Aircraft Refit

火炮（见火炮射击）Arty (see Arty

9.12

Phase 2.3

Barrage) 10.1

流程摘要 Sequence Summary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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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战斗 Specialized Comb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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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 21.8

9.14

活跃/不活跃 Active/Inactive

射击限制 Barrage Limits 10.0e

补给消耗 Supply Cost 9.5

14.1a

射击表Barrage Table 10.0a

奇袭 Surprise 9.8

对设施射击表 Barrage vs.

军力损失 Step Losses 9.11

两栖登陆 Amphibious Landings

Facility Table 10.0c

地形与战斗表 Terrain and Combat

18.5

进击阶段 Exploitation Phase

Table 9.3

登陆后 After Landing 18.5h

11.0

地形与战斗值 Terrain and

ALT结果 ALT Results 18.5f

混合目标格 Mixed Target Hexes

Strength 9.4

阶段限制 Phase Restrictions

10.0d

18.5d

舰船（见舰船射击）Naval (see

战斗模式 Combat Mode 5.5

港口 Ports 18.5g

Naval Barrage) 18.3

空军基地降级 Air Base Reduction

流程 Procedure 18.5a

反应阶段 Reaction Phase 7.0

15.4

所需模式 Required Mode 18.5c

反应火炮 Reactive Artillery

火炮单位 Artillery Units 13.4b

卸载限制 Unloading Limits 18.5b

(option) 21.9

海岸袭击 Beach Assaults 18.6a

观察员限制 Spotter

HQs 13.1a

Restrictions 10.0b

港口降级 Port Reduction 19.0c

装甲单位 Armor Type Units 3.2a
地形效果等级 Terrain Effects

铁路修理单位 Railroad Repair

Classes 9.4

拆分团 Breakdown Regiments 20.0

反坦克效果 Anti-Tank Effects

不可重建 No Rebuilding 13.5b

9.4e

Units 13.3g
战斗阶段 Combat Phase 2.3

突围 Breakout 12.8e
火炮 Artillery 13.4
战斗 Combat 13.4b

战斗环节 Combat Segment 2.2
射击环节 Barrage Segment 2.2

岸防炮 Coastal Artillery 18.3g
火炮射击 Artillery Barrage 10.1

战斗值 Combat Strength 3.2
建造（见工兵能力） Building (see

攻击能力 Attack Capable 4.4

Engineer Functions)

只可防御 Defense Only 3.2b

射击限制 Barrage Limits 10.0e
模式限制 Mode Limits 13.4a

混乱模式 DG Mode 5.10b
清理阶段 Clean Up Phase 2.3

射程 Range 10.1a

断补 Out of Supply 12.8d
等比例损失 Proportional Loss

反应阶段 Reaction Phase 7.0d

战斗 Combat 9.0

(option) 21.2

反应火炮 Reactive Artillery

行动值DRM Action Rating DRM 9.6

预备模式 Reserve Mode 5.7

(option) 21.9

攻击空格 Attacking Empties

取整 Rounding 4.2

补给消耗及限制 Supply Costs &

(option) 21.8

军力损失影响 Step Loss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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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d

混乱模式 Disorganized Mode (DG)

舰船防空值 Ship Flak Ratings

战略模式 Strat Mode 5.8

5.10

18.3f

地形效果 Terrain Effects 9.4

战斗结果 Combat Results 9.12a

0点战力 Zero Strength 9.14a

效果 Effects 5.10b
进入 Entering 5.10a

战斗补给 Combat Supply 9.5

运输点数免除 Transport Points

部队储备 Internal Stocks 12.10

Exempt 5.10c

编制内车辆例外 Organic Truck

舰船DG Naval DG 18.1d

Exception 12.10a
断补 Out of Supply 12.8d

DUKW 18.4e

节省弹药 Saving Ammo 12.4

伤害 Damage 18.3d

战斗单位 Combat Units 3.2

补给堆 Dumps (see Supply Dumps)

攻击能力 Attack Capable 4.4
地方堆叠 Enemy Stacks 4.8c

工兵 Engineers 13.8

独立单位 Inedpendent Units 3.2f

修建机场 Airbase Construction

移动类型 Movement Class 3.1a

15.3

重建 Rebuilding 13.5a

架桥 Bridging 13.8b

团级当量 Regimental

建造 Construction 13.8d

Equivalents 4.6

火车下车格 Detrainable Hexes

特殊单位 Specialized Units 3.2e

13.8c

堆叠 Stacking 4.8

工程能力 Engineer-Capable

运输当量 Transportation

13.8a

Equivalents 4.7

环形工事 Hedgehogs 16.0b

种类（装甲，机械，其他） Types

港口修理 Port Repair 19.0d

(Armor, Mech, Other) 3.2a
进击模式 Exploitation Mode 5.9
合并 Consolidation 13.9

进击标志 Exploitation Marking
9.13

建造（见工兵） Construction (see
Engineers)

进击阶段 Exploitation Phase 2.3,
11.0

协商节奏 Convention Tempo
(option) 21.6

延补队 Extenders 12.7
崩溃 Collapse 9.14c

效果累积 Cumulative Effects 4.3
先手玩家确定 First Player
火车停靠格子 Detrainable Hexes

Determination 2.3

13.3c
延补队 Extenders 12.7

防空 Flak 14.4

铁路移动 Rail Movement 13.3e

货物损失 Cargo Losses 14.4g

铁路修理单位 RR Repair Units

防空损失 Flak Losses 14.4f

13.3g

拦截 Interception 14.5

补给线 Trace Supply 12.6a

任务流程 Mission Sequence 14.2f
任务种类 Missions Subject to

掷骰修正 Die Roll Modifiers

14.4a

(see Modifiers)

巡查区域 Patrol Zones 14.4c
结果 Resolution 14.4d

战雾 Fog of War 4.9
食物 Forage 21.10b
编队标志 Formation Markers 13.7
增加战雾 Increase Fog of War
(option) 13.7b
燃料补给 Fuel Supply 12.5
ALT检定后 After ALT 18.5h
清理 Clean Up 12.5d
燃料消耗 Fuel Costs 12.5c
部队储备不可用于燃料 Internals
Aren’t Fuel 12.5g
移动类型 Mobility Classes 3.1a
移动所需 Needed to Move 12.5a
战斗/撤退时无需 Not Needed to
Fight/Retreat 12.5b
具象补给 On-Map Supply 12.3
增援 Reinforcements 12.5f
特殊单位补给 Specialty Supply
12.9
环形工事 Hedgehogs 16.0
反坦克效果 Anti-Tank Effects
9.4e
大型工事 Big Hogs option 21.11a
不可以货物形式运输 Cannot Be
Cargo 13.3a
不可撤退 Cannot Retreat 9.12
夺取 Capturing 9.14e
战斗效果 Combat Effects 16.0d
建造 Construction 16.0b
非战斗单位 Non-Combat Units 3.3
反应火炮 Reactive Artillery
option 21.9
降级 Reduction 16.0c
预备单位限制 Reserve
Restriction 5.7g
低空扫射 Hip Shoots 14.7d
空中射击及阶段 Air Barrage and
Phasing 10.2a
空中任务 Air Missions 14.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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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 13.1

DG模式 Disorganized Mode (DG)

6.1b

战斗 Combat 13.1c

5.10

地面单位 Ground Units 3.1

创建停靠格 Detrainable

进击模式 Exploitation Mode 5.9

不取整 No Rounding 4.2

Creation 13.8c

通用限制 General Restrictions

工兵功能 Engineer Functions

5.2

13.8

标志 Markers 3.7b

防空点 Flak Points 14.4d

模式与MA Mode and MA 6.1b

燃料已补给标志 Fueled Markers

模式切换 Mode Change 5.4

12.5c, 12.5d

移动模式 Move Mode 5.6

舰船射击 Naval Barrage 18.3

模式影响 Mode Effects 13.1a

舰船DG模式 Naval DG Mode 18.1d

射击 Barrage 10.0

不可投递登陆艇内补给 No Throw

预备模式 Reserve Mode 5.7

岸防炮 Coastal Artillery 18.3g

From LC 12.3c

初设模式选择 Set Up Modes IV

地面目标 Ground Targets 18.3b

堆叠次序 Order of Stacking 4.8b

堆叠与标志 Stacking & Markers

登陆艇目标 Landing Craft

后备单位 Replacements 13.5a

4.8b

Targets 18.4d

HQ特有能力 Special HQs 13.1d

战略模式 Strat Mode 5.8

舰船射击 Naval Barrages 18.3a

补给功能 Supply Functions 13.1b

单位影响 Units Affected 5.1

舰船受损 Naval Damage 18.3d

HQ也需补给 Supply Needs 12.9b

主动与被动 Voluntary vs.

舰船DG模式 Naval DG Mode 18.1d

投递补给 Throwing Supply 12.3b

Involuntary 5.3

舰船目标 Naval Targets 18.3c

移动阶段 Movement Phase 2.3
移动环节 Movement Segment 2.2

鱼雷轰炸机 Torpedo Bombers
拦截 Interception 14.5

移动模式 Move Mode 5.6

空中任务 Air Missions 14.2e

MA为0单位与撤退 Zero MA and

任务流程 Mission Sequence 14.2f

Retreating 9.12b

巡查区域 Patrol Zones 14.4c

18.3e
海军 Naval Power 18.0
航母 Aircraft Carriers 18.2

移动 Movement 6.0

两栖登陆 Amphibious Landings

步行MP Leg MP 3.1a

需要进攻单位 Attack Capable

18.5

可空运货物 Air Transport Cargo

Required 4.4c

海滩袭击 Beach Assaults 18.6

14.9c

敌方堆叠 Enemy Stacks 4.8c

敌方堆叠 Enemy Stacks 4.8c

无需燃料 No Fuel Needed 12.5a

需要燃料 Fuel Needs 12.5a

通用规则 General Rules 18.1

无ZOC影响 No ZOC Effect 4.5a

模式切换 Mode Change 5.4

登陆艇 Landing Craft 18.4

降低货物规模 Reduced Cargo Cost

MA取整 MA Rounding 4.2

舰船战斗 Naval Combat 18.3

4.7b

MP类型 MP Class 3.1a

港口及运输 Ports & Shipping

地形效果 Terrain Effects 6.2

地面单位移动 Moving Ground

19.0

运输破坏效果 Trainbusting

Units 6.1

舰船 Ships 3.4

Effects 14.8b

场外移动 Off Map Movement I.C

特殊战斗 Special Combats 9.14g

突袭 Overrun 8.0
有限情报 Limited Intelligence

禁入地形与战斗 Prohibited

非战斗单位 Non-Combat Units 3.3

4.9

Terrain & Combat 9.3a

进攻单位 Attack-Capable units

限制 Restrictions 6.3

and 9.14

机械类单位Mech Type Units 3.2a

初设限制 Setup Limits IV.I

敌方堆叠 Enemy Stacks 4.8c

地形效果等级Terrain Effects

补给路径移动 Supply Path

突袭 Overrunning 4.4c

Classes 9.4

Movement 12.3d

反坦克效果 Anti-Tank Effects

地形效果 Terrain Effects 6.2

它类单位 “Other” Type Units

9.4e

运输破坏效果 Trainbusting

3.2a

Effects 14.8b

反坦克效果 Anti-Tank Effects

模式 Mode 5.0

ZOC效果 Zone of Control Effects

9.4e

飞机“模式” Aircraft “Modes”

4.5

地形效果等级 Terrain Effects

14.1a
战斗模式 Combat Mode 5.5

Classes 9.4
移动力上限 Movement Allow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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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补 Out of Supply 12.8

option 21.11b

增援阶段 Reinforcement Phase

火炮射击 Artillery Barrage

补给线 Trace Supply 19.0e

2.3

10.1b

主动降级 Voluntary Reduction

突围 Breakout 12.8e

19.0c

增援 Reinforcements 13.6

战斗效果 Combat Effects 9.5a

ZOC效果 ZOC Effect 4.5a

突围后 After Breakout 12.8e

无ZOC No ZOC 4.4b

需要燃料补给 Need Fuel 12.5f

断补效果 Out of Supply Effects

铁路 Railroads 13.3

不会被防空 Not Subject to Flak

12.8d

控制 Control 13.3h

14.4a

特殊补给等级 Specialty Supply

转轨 Conversion 13.3f

Levels 12.9

火车停靠格 Detrainable Hexes

预备模式 Reserve Mode 5.7

堆叠与标志 Stacking and Markers

13.3c

接敌 Enemy Contact 5.7d

4.8b

敌方堆叠 Enemy Stacks 4.8c

进入 Entering 5.7a

延补线 Extender Links 12.7a

进击阶段 Exploitation Phase

突袭 Overrun 8.0

连续格 In-Hex Links 6.2a

11.0

地面单位 Ground Combat 9.0

铁路运力 Rail Cap 13.3a, 13.3b

不可于敌方ZOC No Enemy ZOC 5.7c

燃料补给 Fuel Supply 12.5b

铁路移动 Rail Movement Steps

不可停留在环形工事 No Hedgehog

不可最小移动 No Minimum Move

13.3c

5.7g

6.1c

铁路补给源 Rail Supply Sources

运输点数 Transport Points 5.7f

限制 Restrictions 8.1

12.6a

反应阶段 Reaction Phase 7.0

特殊战斗 Special Combats 9.14

铁路端头 Railheads 13.3d

释放 Release 5.7b

修理单位 Repair Units 13.3g
超堆叠 Overstacking 4.8a

单/双规 Single/Double Tracks

撤退 Retreats 9.12

战后撤退 Retreats after Combat

13.3a

空军基地 Air Bases 9.14f

9.12

运输破坏效果 Trainbusting

方向 Direction 9.12c

增援 Reinforcements 13.6a

Effects 14.8b

敌方单位 Enemy Units 4.8c,

运输当量 Transportation

9.12d

巡查区域 Patrol Zone 14.4c

Equivalents 4.7

敌方ZOC Enemy ZOCs 9.12e

航母基地空军 Carrier-based Air

ZOC效果 ZOC Effects 4.5

无需燃料补给 No Fuel Needed

18.2c

12.5b

拦截 Interception 14.5

反应阶段 Reaction Phase 2.3,

非战斗单位跟随 Non-Combat

会受到防空射击的任务 Missions

7.0

Tagalong 9.12d

Subject to Flak 14.4d
当前玩家 Phasing Player 2.1

编制内车辆 Organic Trucks 13.2g
后备单位 Replacements 13.5

突袭 Overrun 8.1e

空军后备 Air Replacements 13.5f

港口 Ports 9.14h

不可重建单位 No Rebuild Units

0MA单位 Units With Zero MA 9.12b

港口 Ports 19.0

13.5c

ALT方式登陆 ALT Landings 18.5g

用后备来补充损失 Replacing

取整 Rounding 4.1

射击设施 Barraging Facilities

Losses 13.5a

小数 Fractions 4.2

10.0c

改进重建 Revised Rebuilds

数据列确定 Odds Determination

容量 Capacity 19.0a

option 21.7

9.7

夺取 Capture 9.14h

小单位 Small Units 13.5d

夜幕掩护 Cloak of Night option

卡车重建 Truck Rebuilds 13.5e

海军 Sea (see Naval Power)

侦查 Recon (option) 21.1

初设 提示4 Set Up Notes IV

舰船移动 Naval Movement 18.1c

团级当量 Regimental

游戏流程 Sequence of Play 2.0

修理 Repair 19.0d

Equivalents 4.6

21.12b
受损 Damage 19.0b
LST港口 LST Ports 18.4f

小港口修理 Small Port Repair

炮弹 Shells 21.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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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能力 Shipping (aka Sea Cap)

13.2d

19.0f

吃SP Eating SP 12.6c
延补队 Extenders 12.7

补给储备 Supply Caches 21.10
堆叠 Stacking 4.8

不可用部队储备 Internal Stocks
not allowed 12.10

飞机 Aircraft 14.2a

补给堆 Supply Dumps 12.1b

登陆艇 Landing Craft 12.6g

战斗限制 Combat Restrictions

销毁补给堆 Blowing Dumps 12.11a

多单位编队 Multi-Unit

9.1c

夺取补给堆 Capturing Dumps

Formation 12.6f

敌方堆叠 Enemy Stacks 4.8c

12.11b

铁路转换 Rail Conversion 13.3f

滑翔机 Gliders 14.10e

通用补给堆标志 Generic Supply

特殊单位补给 Specialty Supply

海军 Naval 18.1b

Dumps 12.1c

12.9

堆叠顺序 Order of Stacking 4.8b
突袭堆叠 Overrun Stack 8.1

战略模式限制 Strat Mode
补给阶段 Supply Phase 2.3

团级当量 Regimental

Restrictions 5.8b
补给路径移动 Supply Path

Equivalents 4.6

补给点 Supply Points 12.1

Movement 12.3d

何时执行 When Enforced 4.8a

邻格即可 “Adjacent To”

补给源 Supply Source 12.6a

Provision 12.3c

以HQ投递 Throwing Via HQ 12.3b

军力损失 Step Losses 9.11

直接拖取 Direct Draw 12.3a

ZOC效果 ZOC Effects 4.5a

空战军力损失 Air Combat Losses

通用补给算子 Generic Dumps

14.3e

12.1c

履带MP Track MP 3.1a

飞机损失 Aircraft Losses 14.1b

接力运输 Leapfrogging 12.2a

需要燃料 Fuel Needed 12.5a

射击军力损失 Barrage Losses

操作 Mechanical Handling 12.1a

抵消ZOC Negating ZOC 4.5b

10.0a

非战斗单位 Non-Combat Units 3.3

不受ZOC影响 No ZOC Effect 4.5a

海岸袭击 Beach Assaults 18.6

所有权 Ownership 12.1d

地形效果 Terrain Effects 6.2

分配 Distribution 9.11c

初始即装载状态 Setup Loaded IV

运输破坏影响 Trainbusting

效果 Effects 9.11d

补给堆 Supply Dumps 12.1b

Effects 14.8b

防空损失 Flak Losses 14.4f

补给路径移动 Supply Path

舰船损失 Naval Damage 18.3d

Movement 12.3d

运输破坏 Trainbusting 14.8

非战斗单位 Never Non-Combat

以HQ投递 Throwing Via HQ 12.3b

空中任务 Air Missions 14.2e

Units 3.3

运输 Transportation 12.2

影响 Effects 14.8b

后备补充损失 Replacing Losses

执行 Execution 14.8a

13.5a

奇袭 Surprise 9.8

撤退损失 Retreat Losses 9.12e

流程摘要 Sequence Summary 9.2

可选撤退/损失 Retreat/Step

阶段 Phasing 14.8c
运输当量 Transportation

Loss Option 9.10

地形效果 Terrain Effects

单位合并 Unit Consolidation

与战斗表关系 on Combat Table

13.9

9.3

运输点数 Transport Points 13.2

与战斗值关系 on Combat Strength

不可以ALT方式登陆 ALT Landing

战略模式 Strat Mode 5.8

9.4

not allowed 18.5e

敌方ZOC Enemy ZOCs 5.8a

与移动关系 on Movement 6.2

装载/卸载方式到达 Arrive

HQ和模式 HQs and Modes 13.1a

Equivalents 4.7

Loaded/Unloaded 13.6c

必须有直接拖取路径 Must

补给线 Trace Supply 12.6

延补队 Extenders 12.7

Direct-Draw Trace 12.6e

邻格即可 “Adjacent To”

无需燃料 Fuel not required

初设限制 Setup Restrictions IV

Provision 12.3c

13.2b

密度 Spacing option 21.12c

补给储备 Supply Cache (option)

“F”符号 “Full” Notation 13.2h

战略模式直接拖取 Strat Direct

21.10

装载/卸载 Loading/Unloading

Draw option 21.12c

损耗 Attrition 12.8b

13.2f

补给 Supply 5.8b

突围 Breakout 12.8e

模式限制 Mode Restrictions

运输点数 Transport Points 5.8c,

直接拖取 Direct Draw 12.3a

13.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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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斗单位 Non-Combat Units 3.3
编制内车辆 Organic Trucks 13.2g

运输摘要

运输流程 Sequencing Transport
13.2a
初设即为装载状态 Setup Loaded
IV
战斗中被夺取 Caught in Combats
9.14c
运输容量 Transport Capacity
13.2c
被运输 Transport Of 13.2e
运输当量 Transportation
Equivalents 4.7
运输SP Transportation of Supply
12.2
轮式MP Truck MP 3.1a
需要燃料 Fuel Needed 12.5a
抵消ZOC Negating ZOC 4.5b
地形影响 Terrain Effects 6.2
运输破坏影响 Trainbusting
Effects 14.8b
ZOC影响 ZOC Effect 4.5a
单位合并 Unit Consolidation
13.9

抽象海运
容量。在某些作品中，在剧本规
则中，会给出双方各自的海运容
量。根据当量规则（4.7）可以换
算成货物的 RE 规模。
路径。海上的移动路径（18.1c），
为两个港口之间。每个港口的容
量限制，决定了在单个阶段内，
可以运入或运出的货物量。
例外：容量大于 0 的港口（19.0a）
，
可以其全部的容量，来装载/卸载
任意规模的单个地面单位。注意，
如果港口位于为被抵消的 ZOC 内
的，则其容量变为 0。
阶段。抽象海运只能在移动阶段
执行。在运输执行时，确定路径
是否可行。在运输前或后，货物
都不允许移动，且战斗单位必须
处于移动模式。

铁路运输

天气 Weather 17.0
天气阶段 Weather Phase 2.3
Zones of Control 4.5
抵消 Negating 4.5b
模式影响 Mode Effects 5.7c,
5.8a
撤退 Retreats 9.12e

容量。双方各自的铁路运力见剧
本规则。根据当量规则（4.7）可
以换算成货物的 RE 规模。
铁路连接。铁路运输的起点和终
点，都必须是火车停靠格（13.3c）
。
为敌方战斗单位或敌方 ZOC 所阻
断（或者是因为轨距不同）的铁
路，不可用于铁路运输。
阶段。铁路运输只能在移动阶段
执行。战斗单位，在上车前，可
以一半的 MA 移动，被运输单位
必须处于移动模式。下车后不可
移动。
铁路修理单位（13.3g）
。这类单位
可以在任意铁路格上车或下车，
可以一直处于战斗模式，可以在
下车后继续移动。每回合内，它
们可以转换轨距最多 4 格，但只
可在移动阶段内执行。

空运
容量：近距离的情况下，运输机
的容量翻倍（14.9e）
。根据当量规
则（4.7）可以换算成货物的 RE
规模。与其他运输模式不同处在
于：
⚫ 货物仅限于 SP 以及移动模式
面为步行 MP，且数值小于等
于 10 的单位（14.9c）
。
⚫ 敌方 ZOC 不会对其造成影响。
空军基地限制。每个阶段内，某
空军基地的卸载量，为其基地等
级乘以 2T。例外：如果运输机在
目的地基地变为不活跃状态，则
忽略上述卸载限制。
阶段。空运任务，可以在玩家的
移动，进击和反应阶段内执行。
被运输的战斗单位必须处于移动
模式（注意，如果是在反应或进
击阶段时，则单位不可翻面）。在
地面单位被运输前或后，可以使
用其 1/2 的 MP（14.9d）
。

补给摘要
需要补给的，主要是玩家的战斗
单位。空军单位，只在整备时才
需要补给（15.1）。非战斗单位和
舰船无需补给。
战斗补给（9.5）
。进攻和防守消耗
补给如下：
⚫ 攻方每点进攻的兵力（step）
消耗 1T（例外，DAK2 中，2
点兵力的旅只消耗 1T）。没有
足够战斗补给的单位不可进
攻。
⚫ 守方每次战斗消耗 2T（如果
守方规模只有 1RE 或更少，
则消耗 1T）。守方可以选择不
消耗补给，而以 1/2 的战力
来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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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储备（12.10）。只有无法获得

（将编队标志翻面）
，至下个

常规补给时，才可以用部队储备。

己方清理阶段前，该编队可

补给阶段内，在尽可能快的前提

以移动。

下，储备低下（或耗尽）的单位，
必须消耗 2T（4T）
，以移除该储备
低下或耗尽标志。

⚫ 消耗 1SP，在某个 HQ 上放置
已补燃料标志。所有该 HQ 投
递范围内的独立单位都补充

射击补给（10.1b）。只有火炮射击

燃料，至下个己方清理阶段

才消耗补给（舰船或飞机不会），

前，这些单位可以移动。

以射击值对应列的补给消耗计算
（用初始的，偏移前的数据列）。
射击不可使用部队储备。

追溯补给线（12.6）。可以通过对
补给源，火车停靠格，或者连接
补给源的延补队进行拖取，以获

拖取（12.3a）。始终以轮式移动

得补给线。敌方 ZOC 会阻断补给

5MP 来计算，从单位向所需补给

源（但可以抵消）。

堆移动。

吃地图上的补给（12.6e）。无法追

投递（12.3b）
。HQ 使用拖取，获

溯补给线时，按照 2RE 吃 1T 的方

得补给后，再投递给所需单位。

式，让战斗单位获得补给。
（例外：

投递距离为 HQ 的投递 MP。使用

战略模式单位不可吃地图上的补

的 MP 类型，视 HQ 上的投递 MP

给）
。

类型而定（通常为轮式）
。

补给线的影响。可追溯补给线的

补给路径（12.3d）。在计算拖取或

单位，其数值正常。被放置断补

投递补给的路径时，正常使用地

标志（OOS）的单位，要鉴定损耗

形 MP 消耗（但是不适用因天气

（12.8b）并承受以下影响：

情况，而产生的 MP 消耗增加）
。
路径可以通过敌方舰船或者非战
斗单位，但是不可通过敌方战斗
单位。敌方 ZOC 会阻断该路径（但
是该 ZOC 可以被抵消）
。
邻近即可（12.3c）。补给路径只要
到达邻格即可（拖取时，为补给
堆邻格，投递时，为目标单位邻
格）
。

⚫ 有战斗补给时，断补单位进
攻和防御时，战力变为 1/2。
⚫ 没有战斗补给时，断补单位
进攻和防御时，战力变为 1/4。
⚫ 断补单位没有 ZOC。
⚫ 断补单位的射击值，行动值
和移动值不受影响。

燃料补给（12.5）。轮式或履带
MP 的战斗单位，需要燃料才可以
移动。（战后推进和撤退无需燃
料 ）。 燃 料 的 补 充 方 式 有 三 种
（12.5c）
：
⚫ 消耗 1T 让 1 个算子移动，或
⚫ 消耗 1SP，给一个编队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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