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L2DM 快速入门教程 

 

为什么要选择 HL2:DM? 
● 以疯狂的速度四处移动 
● 重力枪这玩意让其在竞技场射击游戏中脱颖而出 

○ 让周围环境的物体变成武器 
○ 各种好玩的因为物理效果的死亡画面 

● 总的来说, HL2DM 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竞技场射击游戏, 游戏强度在雷神之锤 CPMA 
与光环 Halo 之间 

● 为数不多的比较活跃的竞技场游戏之一 

如何购买本游戏 
打折的时候这个游戏基本上就是白菜价. 我建议直接购买 V 社大包, 因为里面还有很多其

它好玩的游戏 (steam 夏促 100 左右). 并且里面还包括各种 Gmod 服务器所需要的一堆

东西. 

● 商店界面: Half-Life 2: Deathmatch on Steam 
● V 社大包: Valve Complete Pack on Steam - Half-Life 
● [半条命大包并不包括 HL2DM !] – 不确定, 可能和 EP1 绑定在一起卖 ? 是的 : Half-

Life 2: Episode One on Steam 

https://store.steampowered.com/app/320/HalfLife_2_Deathmatch/
https://store.steampowered.com/bundle/232/Valve_Complete_Pack/
https://store.steampowered.com/app/380/HalfLife_2_Episode_One/
https://store.steampowered.com/app/380/HalfLife_2_Episode_One/


●  

 

游戏设置 
推荐安装的补丁 

● 到 PCGamingWiki 寻找最新的补丁: Half-Life 2: Deathmatch 
○ 如果你找不到你遇到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试着搜索一下其它起源引擎的游戏

比如 CS:S 和 TF2 
● 懒人包补丁. [仍在开发中] https://github.com/SandSkulker/ezHL2DM 
● 喷漆补丁 

○ Add "exec config.cfg" to autoexec.cfg 
● 自定义玩家模型补丁 (模型会影响你的近战武器): 

○ 客户端模组: fix player model change [Half-Life 2: Deathmatch] [Mods] 
○ 或者使用 autoexec.cfg 里面的 alias 指令 

https://www.pcgamingwiki.com/wiki/Half-Life_2:_Deathmatch
https://github.com/SandSkulker/ezHL2DM
https://gamebanana.com/mods/35036
Sean McCall
This doesn't make sense. Not even aware of this issue either.

Sean McCall
Do you mean binding playermodel?



● 修复受伤时的红色闪光 
○ 我的补丁在我的游戏文件夹里面, 你可以在里面找到是谁制作了这个补丁 

(可能是 Diamphid). 
○ 大部分的自定义 HUD 也把这个修复了, 我们稍后会说. 

● 避免 SteamVR 导致的设置菜单卡死 
○ 如果你安装了 SteamVR 然后进入设置界面, 这会把你的游戏暂停并且可能

会让你断开与当前服务器的连接. 
○ 如何修复 : 找到这个文件 [GAMEFOLDER]/hl2mp/gameinfo.txt 然后将 

"supportsvr 1" 改成 "supportsvr 0". 
● 屏蔽掉不想要的服务器内容, 文件, 喷漆, 或者 HTML MOTD. 

○ 某些服务器可能会让你在地图上加载一些贼 jb 卡的视频或者 GHS 的喷漆

以及一些恶意链接等等. (译者注 : 老外 GHS 很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 
○ 解决方案可以在之前的 autoexec.cfg 里面找到. 

● 屏蔽 Fastpath 垃圾服务器

https://steamcommunity.com/sharedfiles/filedetails/?id=2502626384 
○ 如果你住在欧洲的话, 强烈推荐. (译者注 : 不管你在哪里都推荐你屏蔽这些

垃圾服务器) 
○ 目的是为了防止你进入一堆假服务器, 然后被重定位到一个有傻逼管理员的

垃圾服务器, 并且这个服务器还是氪金为王 (这些服务器很有可能违反了 V 
社的服务条款). 

● 解决方法 1 : 使用自动化 .bat 脚本 + Windows 防火墙 
○ 最简单全面又高效的方法 
○ 在防火墙层面拦截垃圾服务器, [可能在 Steam 服务器浏览器里面也被拦截

了] 
○ 需要管理员权限才能运行 

● 解决方法 2 : 手动添加黑名单列表 
○ 需要自己手动往 txt 文件里面添加 ip. 
○ 垃圾服务器把端口号一改, 这个方法就失效了. 

一些决定你游玩质量的东西 

● 开启控制台 -更快地调整设置和调出不在选项菜单中的东西. 
○ Options > Controls > Advanced > Enable console (`) 
○ 你也可以重新绑定控制台按键. 

● 换一个更好用的准星 
○ [自己试着找一个原版准星的替代品, 不然就干脆自己做一个.] 
○ 自定义准星教程

https://steamcommunity.com/sharedfiles/filedetails/?id=142652945 
● 在出生时就拿着手雷 – 与重力枪组合起来就是最好的初始武器 

https://steamcommunity.com/sharedfiles/filedetails/?id=2502626384
Sean McCall
Might be worth mentioning running "Verify Files" will cause this to be reverted. I recommend setting it to read-only



○ cl_defaultweapon "weapon_frag" 
● 为每一把武器都绑定一个独立的按键 

○ 实际上是反应时间上的巨大差异 
○ 轻松的手雷连击 (交替使用 phys_gun + lastweapon 按键). 

● 关闭武器选择目录和自动捡起武器 
○ 更快的切枪, 以及你不会想要捡起某个挂掉的玩家身上的没子弹的武器. 

● 滚轮跳跃 
○ 对连跳很有帮助, 特别是蹲下来的连跳. 

● 绑定 toggle_zoom 而不是使用 quick zoom 脚本 
○ 允许你在缩放瞄准的时候射击 (并不会影响武器的精度) 

● 你可以在香蕉网上找到自定义的 HUD 和准星 
https://gamebanana.com/mods/cats/1572 and hl2dm.net 
https://hl2dm.net/osg/download/list.php 

○ 如果里面的安装教程说要替换文件, 那就在"...steamapps\common\Half-
Life 2 Deathmatch\hl2mp\custom"里面新建一个文件夹, 并取一个你认

识的名字, 然后根据被替换的文件来创建一个一样的目录结构 
○ 删掉一开始的红屏 bug 修复补丁, 这玩意可能会导致你的自定义 HUD 不起

作用 

 

游戏玩法 
基本玩法 

[我才想到有一部分玩的游戏不需要在地上捡武器.] 

● 地图里面散落着各种武器道具, 你可以走进捡起它们. 
● 大部分你捡起来的武器都比你的初始武器要好, 所以切换到它们吧 ! 
● 充电器需要按 “使用键” (默认键位是 “e”) 才能充电, 充电器有一个面板可以告诉你

它还有多少能量. 
○ 小充电器只会给你加血或者加护甲, 大充电器则都给你加. 

● 如果你听到一个非常响的警报音, 但又不是枪声之类的噪音, 这基本上就意味着有

人捡起了 RPG 火箭筒. 

游戏模式 
● Deathmatch 死亡竞赛 – 你需要淦翻这个世界. 杀敌最多的玩家获胜. 
● Team Deathmatch 团队竞技 – 反抗军 (红队) vs 联合军 (蓝队). 杀敌最多的团队获

胜. 

https://gamebanana.com/mods/cats/1572
https://hl2dm.net/osg/download/list.php


○ 不同的团队有不同的近战武器, 反抗军是撬棍, 联合军则是电击棒. 你可以在

地图上捡起你所没有的近战武器. 

SeanMcCall 批注 : 近战武器最好还是放在武器选择目录, 然后这里应该说

明近战武器并不会随着玩家死亡而掉落, 还有某些地图有近战武器的刷新点. 

移动方式 
[Don't go into depth about frame-perfect bullshit, just give enough info to make them win 
competitive jump rope competitions.] 

不要管那种精确到每一帧的连跳操作, 只要多多练习一般的连跳然后把它们运用到实战中

就好. 

基本的移动方式 
● 一般的操控方式 – WASD, 跳跃, 蹲下, 奔跑 
● 确保你的奔跑和跳跃键位是你自己舒服的键位 

○ 强烈建议把跳跃键绑定到鼠标滚轮 [如果 VAC 允许的话, 就用一个鼠标宏或

者 AHK 脚本] – 具体原因看连跳部分 
Sean McCall 批注 : AHK 脚本并不会被 Ban, 但是不应该在各种教程里面提到这

个东西, 因为玩家社区对使用脚本的做法非常反感. 
○ 不要绑定开关奔跑, 这玩意会迅速消耗掉你的奔跑体力, 尤其是不平坦的地

面上. 
● 跳蹲可以让你跳得更高. 

标准 HL2:DM 移动方式 
● 如果你之前玩过其它起源引擎的多人游戏以及滑翔地图, 或者雷神之锤 1 代多人模

式, 那么接下来说的东西你可能会很熟悉. 
● 管理好你的冲刺能量, 无法冲刺有时候意味着你很容易挂掉. 

Air control 

● 在半空中按住前进键或者后退键都会减少你的速度或者干脆让你停下来. 译者注 : 
W/S – only 连跳除外. 

● 在空中用鼠标(向左或者向右)都会加速 

基本的连跳都会保持你的冲刺或者跳跃的速度 

● [Demonstrate on dm_armageddon] 



旋转跳是开始连跳的正确方式. 

1. 按住冲刺然后向前奔跑, 当按住冲刺键的时候, 把你的鼠标向左向右甩 
2. 甩的方向和你按 A/D 的方向一致 
3. 然后松开冲刺键继续跳跃 
● Start with a sprinting circle jump to gain momentum, then repeatedly jump to 

retain as much momentum as possible. You'll gain speed going down slopes 
doing this too. 

Proper Bunnyhopping 

● Will allow you to extended your sprint and even surpass it! 
● Sprint to max speed and then continuously jumping lets you extend your faster 

sprint speed 

● Shift + A/D 走地速然后 bhop (译者个人经验) 

蹲下滑行 Crouching while moving fast will result in a slide. This can be used with strafe 
to either slide upstairs, or to exploit it with bunnyhopping as shown below. 

蹲下连跳 This is the reason we bind mouse to scroll wheel. Mouse scrolling instead of 
using the spacebar makes hitting a bunnyhop considerably easier, especially since 
crouch jumps are shorter. 

The in-game crouch toggle bind won't work with this [Could be toggled with AHK, 
though]. 

To do it, you initially need momentum to start it, usually from a circle jump. Hold crouch 
and jump. Strafing and turning your mouse in midair will cause you to gain acceleration. 
Repeatedly doing this will make you way faster than sprinting. 

If you master crouch hopping, you'll never run out of Aux again! 

[大纲里写了一些你可以做到的, 其它的, 更难的技巧, 但如果你是才刚开始玩的话, 这些技

巧可能会让你有些不知所措. (Yo-yoing, surfing)] 

译者注 : 连跳要多练多自己感受才有效果 

 

各种武器的技巧 
重力枪 



● 基本上和半条命 2 单人游戏是一样的; 左键发射, 右键吸取. 
● 用重力枪把手雷或者能量球吸过来的时候, 会把它们的爆炸时间重置, 你可以利用

这一点来放心地把别人的丢过来的球和雷丢回去. 
● 木制物体可以被破坏, 金属物体不行. 
● 举起来的物体可以挡子弹, 但是不能挡住其它玩家发射过来的物体. 
● 重力枪跳跃技巧 – 用重力枪左键把你脚底下的物体发射出去, 然后你就会被弹起来

加速, 不过这个玩法有一定的风险, 然后通常情况下你也没必要这么干. (译者注 : 这
个技巧常见于半条命 2 速通中). 

手雷 

● 不建议你直接扔手雷, 因为很难瞄准, 然后你的对手可能会把它扔回来, 你也没办法

捂雷. 
● 手雷连击 : 用鼠标右键轻扔手雷, 然后切换成重力枪, 把手雷吸起来, 然后捂雷再丢

出去. 

除了近战武器之外所有武器通用的技巧 

● 所有武器在你不使用的时候 (3 秒之后)会在后台自动换弹 (第 5 代 HEV 的自动换

弹功能) 

手枪, SMG, 脉冲步枪, 霰弹枪和左轮都没有子弹飞行时间. 

● 爆头可以使所有发射子弹的武器拥有三倍伤害, 包括霰弹枪. 
● 在你得到适合你目前情况的更好的武器之前，所有命中率高的武器都是有用的，可

以造成伤害. 

手枪 

● 伤害和 SMG 冲锋枪一样, 但是但你狂按左键开火的时候很难再去用鼠标去瞄准. 

SMG 冲锋枪 

● 连发武器, 初始武器. 
● 右键的榴弹威力很大并且范围比手雷广, 但是榴弹发射速度很慢你需要打提前量. 
● 可能是最安全的用来爆炸加速的武器. 

脉冲步枪 

● 重机枪 – 高伤害, 低射速, 相比 SMG. 
● 右键的能量球可以秒杀所有人但是除了发射它的人. 
● 你可以用重力枪把能量球吸起来. 



● 用你的重力枪发射的能量球比你用脉冲步枪发射的能量球, 飞行速度要快一些. 
● 用重力枪可以重置能量球的反弹次数. 

近战武器 (撬棍 & 电击棒) 

● 你的人物模型会影响你的初始近战武器, 反抗军是撬棍, 联合军则是电击棒. 
● 撬棍速度快伤害低, 电击棒速度慢伤害高. 
● 不管怎么说, 它们都出奇的好用, 但它们不是霰弹枪.. 

霰弹枪 

● 尽量使用右键糊脸. 
● 在每一次开枪之后, 你都需要上膛, 甚至在你捡起别人的霰弹枪的时候也可能需要

上膛. 

十字弩 

● 无法秒杀一名满血带护甲的玩家. 
● 发射出去的箭矢可以反弹, 比如一些地板或者墙角, 你可以多多练习这个技巧. 

左轮 

● 在所有距离内, 几乎就是把狙击步枪. 
● 左轮爆头基本上可以干掉所有类型的玩家, [我认为最起码有 100HP/200 护甲的伤

害]. 

RPG 火箭筒 

● 基本上就是把超级武器 
● 去拿这玩意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危险, 在某些地图上你可能需要用重力枪来捡起它 
● 每次你捡起来的时候都会有 3 发导弹等待发射 
● 通过足够的训练, 你可以在拐角的地方让它拐弯 

SLAM (拌雷) 

● 用起来很麻烦. 
● 把它们丢着当 C4 玩基本上没卵用. 
● 亮度高的地方更容易隐藏拌雷的激光. 
● 将它们安在楼梯饰面的低处或上面通常是最佳方式. 

 



游戏里可能让你觉得很烦的部分 
● 如果你出生之后不能移动, 掏出你的重力枪然后尝试着把周围挡住你的物体捡起来. 

如果你还是不能动的话, 那就直接在控制台输入 kill 自杀吧. 
● 在其它玩家的身上复活或者传送到其它玩家的身上并不会把你们俩都干掉, 所以如

果你因为这个被卡住了, 那就把他们都干掉吧. 
● 你可能会经常被人预判复活点干掉, 但至少你会很迅速地复活. 

 

特别感谢 
Xeogin - Autoexec, and general advice 
https://steamcommunity.com/sharedfiles/filedetails/?id=141436570 
https://university.hl2dm.pro/hl2dm_101.html 
https://hl2dm.net/osg/download/list.php/ 
 
MXYLR – 翻译人员 

玩家社区相关链接 
 
HL2:DM.community Discord: https://hl2dm.community/  
 

武器名称 
伤害 
(Def) 

击中腿部伤害 
(x1) 

击中手部伤害 
(x1) 

击中腹部伤害 
(x1) 

击中胸口伤害 
(x1) 

爆头伤害 
(x3) 

357 75 75 75 75 75 225 

ar2 11 11 11 11 11 33 
shotgun 
(double) 108 108 108 108 108 216 
shotgun 
(single) 63 63 63 63 63 135 
shotgun 
(pellet) 9 9 9 9 9 27 

pistol 8 8 8 8 8 24 

smg1 5 5 5 5 5 15 
 
 

https://steamcommunity.com/sharedfiles/filedetails/?id=141436570
https://university.hl2dm.pro/hl2dm_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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