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始牌

请把初始牌放置在桌子中间。  请确保有足够的空间以供所有玩家可以放
置他们的卡牌。

在游戏过程中，玩家们将根据手中卡牌上的符号来做出行动。 排排乐卡牌上的
符号根据3种要素进行区分，分别是形状、填充类型以及符号的数量。 通过对比
和放置卡牌，挑战你的图形识别能力。 谨慎地选择放置卡牌的位置，为自己获
取得分，或阻止对手得分。  聚集在一条线或者一个长方形上的每一张卡牌都会
让你获得分数。 最终，根据得分来分胜负。 直到最后一张牌被打出，任何人都
有希望取胜！

一款容易上手，带有挑战性的卡牌策略游戏！ 

1-4名玩家    7岁+    学习规则时间：5分钟    游戏时长：每玩家15分钟

C LU ST E R EDC LU ST E R ED

那么开始吧！



卡牌上的符号有三种不同的属性：1、形状（正方形、三角形或者圆形）
；2、填充类型(空白的、画虚线的、填满的）；3、符号的数量（至多3
个） 当玩家放置一张新的卡牌时必须与桌板上已有的一张卡牌相邻。 所
有相邻的卡牌必须满足两种以上的属性相同。（符号的形状、符号的填
充类型、符号的数量） 每一位玩家的牌库中都有29张卡牌，其中27长卡
牌是包含三种不同属性组合的卡牌，还有2张百搭牌。

注意：颜色不是卡牌的三种属性之一 颜色只表示这张卡牌属于哪位玩家
，因此不会影响卡牌的放置规则。

出牌规则

每位玩家在四种颜色中挑选一种，并拿取相应颜色的牌库开始游戏。 玩
家将自己选择好的颜色桌板放置在自己面前，然后从自己的牌库抓5张卡
牌，组成各自的手牌，开始游戏。 年龄最小的玩家作为起始玩家。 在每
位玩家的回合中，他可以根据卡牌放置规则从手中打出一张卡牌（详见
出牌规则）。  当玩家无法把符合放置规则的卡牌打出时，必须将一张手
牌移除游戏。 每一轮的回合行动，玩家只能选择上述两个行动中的一种
。 当玩家可以打出符合放置规则的卡牌时，他必须将该卡牌打出（不能
选择将一张卡牌移出游戏）。 打出或移除一张手牌后，立即从自己的牌
库抓取一张手牌。



Update Colors

Update Colors

Update Colors

Update Colors
符合规则
的行动

符合规则
的行动

符合规则
的行动

不符合规
则的行动

共同的属性:
• 符号的形状(都有正方形)
 和
• 符号的数量(都是一个)

共同的属性:
• 符号的形状(都有圆形)
 和
• 符号的填充类型(都有虚
线填充)

共同的属性:
• 符号的数量(都是一个)
 和
• 符号的填充类型(都有填满的)

颜色只能表示此牌属于哪位玩
家，所以可以忽略。

共同的属性:
• 符号的填充类型(都有填满的)

这个行动是不符合规则的，因为这
些卡牌只共享一个共同的属性。



Update Colors

当每位玩家的所有卡牌都被打出或者丢弃时开始计分。

计分规则

只要符合出牌规则，玩家可以选择将一张卡牌放置在对手的卡牌的旁，
而不仅仅是构建自己卡牌的群集。 玩家这样做可能是为了阻止对手得分
，也可能是因为没有符合放置规则的卡牌来扩展自己的卡牌群集。

阻碍其他玩家

橙色玩家的百搭牌。

百搭牌（如下图所示）可以放在任何卡牌的相邻位置。 百搭牌最多可以
领接4张卡牌（每一边一张），而不存在任何冲突，也不用考虑相邻卡牌
的属性。 一局标准游戏一般会使用两张百搭牌。 此外还有一种包含第三
张百搭牌的模式可供玩家自主选择，请参阅下面关于附加百搭牌的部分
。 初始牌被打出时和百搭牌的作用相同。



Update Colors

玩家得到的点数等于组成他们最大的不间断矩形集群的卡牌数。 例如，
一个3x2矩形集群会得到6分。 一个2x4矩形集群会得到8分。每个矩形的
边必须由至少2张卡牌组成，2x2集群为最小的得分矩形 当一个矩形集群
仅由一位玩家的卡牌组成且没有间隙时，这个矩形才会被认为是不间断
的。玩家的最大矩形不能包含起始卡牌。 对每位玩家而言，只有他最大
的矩形集群可以得分。

最大的矩形集群

得分示例
最大的矩形

+4分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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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 Colors

一条线簇必须由三张卡牌或者三张以上卡牌组成，组成线簇的每一张卡
牌能使你获得一分。 线簇可以是水平的或者垂直的，不能是斜向的。 线
簇不能被隔断， 不能被被隔断意味着这条线簇只能由一位玩家的卡牌组
成 如果其他玩家的卡牌或者初始卡牌隔断了这条线簇，那么必须按照两
条分开的线簇来计分。

线簇

+3分

+3分

+3分

+4分

得分示例
水平线簇



Update Colors

得分示例 
纵向线簇

+3分

+3分

一位玩家的最终分数为这位玩家面积最大的矩形集群得分， 所有的水平
线簇和纵向线簇得分之和。 一张卡牌可能会被重复计分。 例如，当一张
卡牌同时处于你最大的矩形集群，以及一条水平线簇和一条垂直线簇中
时，这张卡牌最终能让你得到3分！ 再次提示，如前所述玩家无法从低于
三张卡牌组成的线簇和小于2乘2的矩形集群中得分。  一条从初始牌两侧
延展开的线簇必须被视为两条分离的线来计分，并且初始牌不能被包括
在最大的矩形集群中。

计分注意事项：



Add section on where to get 
the original

胜利
一个玩家的最终得分是由他最大的矩形集群，水平线簇和垂直线簇的得
分之和。 得分最高的玩家获得游戏胜利。

此示例中，蓝色玩家的最终得分为16分，橙色玩家的最终得分为13分。 
请注意，有一张蓝色卡牌干扰了一条橙色水平线簇，这让橙色线簇的最
后一张卡牌无法被记分。 同样请注意，初始卡牌无法被计分。

计分实例

可选卡牌

额外百搭牌
除了标准玩法外，也可以选择加入第三张百搭牌。 当你和新手玩家或较
为年幼的玩家一同游戏时，可以单独为他们增加第三张百搭牌。 加入第
三张百搭牌的玩家，在游戏结束前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回合以确保他的
手牌全部被打出或移出游戏。

玩家指示牌

将顺位牌交给起始玩家。 当前行动玩家结束他的行动后，将顺位牌交给
下一个行动的玩家。
  

玩家顺位牌



快速游戏
游戏开始时，每位玩家抓取7张手牌并移除2张，作为起始手牌。 在每位
玩家的回合结束时抓取两张手牌，然后移除1张手牌。 在快速游戏规则下
，你的手牌数量应当依然为5张。
  

可选高阶规则

你可以同时使用两个版本的集群，以支持最多8人同时进行游戏。 当游戏
人数为5至8人时，设置两张初始牌，并确保两者之间空开6张卡牌的距离
。 每位玩家都可以从两张初始牌中的任意一张开始游戏。 其他游戏规则
不变。

扩充规则

扩充规则起始设置

附加规则
单人游戏：
在单人模式中所有基础规则都适用。 唯一的区别是现在你的对手是你自
己的历史最高得分而非其他玩家。 记录好你的个人最优成绩并且尝试在
击败你自己。



奖励第一位达成2×3（或3×2）矩形集群，以及第一位达成5张牌线簇的
玩家。 每张成就牌额外提供2分。一位玩家可以获得多份成就。 使用成就
卡牌来标记成就。

首次达成成就

+2分

+2分

第一次5张牌线
簇成就

第一次2×3矩形集群
成就

+ 2

1#

+ 2

1#



最佳集群成就
奖励拥有最大矩形集群（游戏结束时），以及最长线簇（水平或纵向）
的玩家。 每张成就牌额外提供2分。 使用成就卡牌来标记成就。 游戏结
束时拥有最大矩形集群的玩家获得此成就。 若确实达成，一位玩家可以
获得多份成就 如果有两位或以上玩家平手，则没有玩家获得改成就。

最长的线簇成就 最大的矩形集群
成就

+2分

+2分

+ 2+ 2



快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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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登陆网站：sculpingames.com上我们的主页来观看排排乐
的规则视频，获取变体规则，或者通过Sculpin Games购买其他游
戏，包括排排乐的第一版。

更多信息

制作团队
游戏设计 - Scotty Hardwick

美工设计 - Kitt Byrne
变体规则 - Vegard Farstad
翻译人员：艾姗姗，大雯雯

校对人员：艾姗姗，村长，呆萌

SCULPIN

GAMES

初始卡牌：将此卡牌放置在桌面中间，视同一张百搭牌。   
手牌数量：手牌数为5张。

每回合行动：放置一张卡牌，若无法按规则放置则移除一张手牌。 
符号属性:符号属性包括，符号形状、符号的填充类型、符号的数量。

放置规则：放置卡牌必须符合至少有两种属性与该卡牌所有的相邻卡牌一致。
放置时至少与一张其它卡牌相邻。

百搭牌：可以与任意一张或多张卡牌相邻，且无视其他放置规则。

线簇：每条线簇必须至少由3张卡牌组成。

矩形集群 : 每位玩家仅有他最大的矩形居群可以计分，矩形居群至少要有2×2的
规格。

得分：每张构成线簇或矩形集群的卡均可获得分数；一张卡牌最多可因此得到3
分。 
胜利：得分最多的玩家获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