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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高兴您能加入这段末日僵尸之旅。您需要建立一个社区，在瘟疫肆虐的开放世界中存活下
来。末世下，您的选择十分关键——幸存者一旦死亡就无法复生，伴您左右的既可能有伙伴，也可
能有敌人。而您的生存方式则至关重要。我们针对玩家在游戏中可能会遇到的疑问准备了一些解

答。在本指南中，您会了解如下内容：



第一步：定于您的末日

《腐烂国度2：巨霸版》为您提供了三种难度设定，您面临的是不同等级的挑战：标准空间，恐惧空间和梦
靥空间。选择与您的能力相匹配的难度能够激发您的挑战欲，给您带来妙趣横生的游戏体验。

标准空间
此难度等级适合第一次游玩《腐烂国度2》的玩家。在
标准空间中进行游戏，会给您带来恰到好处的挑战，
不会让您无法承受（除非您运气不佳，或是犯了一些
错误）。在世界各地游荡的大部分都是典型的“行动迟
缓”型丧尸，但您也有可能遇到一些行动迅速或全副
武装的丧尸。随着您的探索不断深入，您还会遇到更
大的威胁，包括丧尸群，以及有时会出现的畸变丧尸（
浮肿尸，尖啸尸，狂猛尸和巨无霸）。敌对人类的聚集
点有时也意味着危险，您需要良好的战术（或者至少
是瞄准技巧）才能搞定。 恐惧空间

恐惧空间更适合那些熟悉生存游戏的老玩家们。额外
稀缺的资源让您难以供养、装备并维持您的生存者社

区。设施的建造与使用成本也更加高昂。载具更加脆
弱，让您很难一路碾过尸群。丧尸的威胁也进一步加

剧，增加了每一次外出搜刮的危险。例如，畸变丧尸将
更为常见，普通巨无霸也会升级为更加令人不快的血
疫巨无霸。为保护城镇而必须摧毁的血疫之心会在严

密的防护下变得更加棘手。敌对人类也会更加致命，难
以击败，成为您生存下去的重大威胁。

梦靥空间
梦靥空间为经验丰富的玩家提供了最为恐怖的末日体
验。在恐惧空间挑战的基础上，梦靥空间中还会出现更
多游荡的尸群、畸变丧尸以及更多需要摧毁的血疫之
心。在梦靥空间中几乎没有任何失误的余地。这是一个
面向成熟、自信的玩家的终极挑战。

在游戏途中变更难度
如果您认为游戏的难度不合适，您可以直接更改游戏难度，无需重新开始游戏。打开地图界面，选择“难度”即
可。您可以随时在此页面中更改游戏的难度。您的地图不会改变，社区会更换为全新版本，外界所有的内容（包
含血疫之心）也会重置，以匹配相应的难度。您当前的幸存者、所有的物品和资源以及最多 3 辆停在基地的载
具都会得以保留。享受您全新的末日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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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无线电

在末世之中，掌握沟通的技巧至关重要。您可以使用无线电寻找物资，请求援助 ，搜寻其他
需要救助的幸存者（甚至是玩家）。有时，您还能利用无线电来摆脱困境。

多人模式
如果您需要帮助，您可以在无线电菜单中选

择“请求援助”选项，即可通过无线电来搜寻那
些愿意帮助您渡过末日难关的玩家。如果您的

社区很强大，那么您也可以成为“志愿者”，对
他人伸出援手。这会让您随机连接至其他玩家
（而非您的好友）的游戏。（您可在此文档的最

后一部分查看关于多人模式的详情）

物资与幸存者
如果您的资源短缺，您可以尝试通过无线电与邻居联系，寻找您可能缺少的资源。人力资源也包
含在内，如果您的社区需要更多的人手，您可以借助无线电波寻求帮助。

其他指令
随着您在社区中不断增添设施、设施升级模
组、前哨站以及更多的人手，您的无线电将解
锁更多选项。您可以亲自探索一番，享受这个
灵巧的通讯设备为您带来的便捷。

“脱困”指令
尽管我们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在游戏中，角色和载具时常会被卡住。如果您的角色遇到了
这种问题，您可以打开无线电菜单，滚动至底部，选择“脱困”指令。这个指令能够将您的角色重置
到一个不会被卡住的位置。同理，在驾驶的载具中也可以使用这一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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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您的家园
无论幸存者们有多么强大，每个人都还是需要一个能够称之为“家”的地方。修建您的家园，将其建设成为一个
终极末日生存基地。这是此游戏中一个令人兴奋的关键部分。

每个基地都是由各种设施组成的，每个设施发挥的功能各不相同。例如，医务室可通过各种方式让您的角色保
持健康，厨房则能够制作零食，分配食物资源。

在建设基地的过程中，该选择何种设施可能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问题。如果您不确定接下来要修建什么，您
可以参考以下的建议，帮助您做出选择。

从必备设施入手
在游戏的教程阶段，您会拥有一个附带医务室的基地。
根据指导，您首先需要修建的设施为工坊。这是因为，
医务室和工坊是您的社区蓬勃发展的两大核心。医务
室能维持幸存者的健康，而工坊则能您的武器处于良
好的状态。如果没有这两大设施，您将很难长期生存下
去。

下一步，您的基地还需要保证每个人都有可以睡觉的
地方。如果床不够用，幸存者们会变得烦躁不安。处理
的方法很简单，您需要修建一个设施以增添床位（例如室内床位和室外床位）。但是，这会占据您最终用于

建设其他设施的宝贵的地产空间。另一种解决方案是将附近有床位的地点作为前哨站，发挥前哨站作用。

设施的另一大实用功能为生产食物。幸存者们会消耗大量的食物（通常每个幸存者每天要消耗 1 单位的
食物）。如果您不在家中生产食物，就必须外出觅食。您建造的第一个食物生产设施可能会是花园，随后您
可能会修建 水培室和农场。这些设施在得到升级后（请参照下方的“升级设施”），效率会提高，但您也需

要了解农业或草药学（园艺技能专精）的幸存者才能完
全升级这些设施。水培室本身不需要升级，但是使用此
设施需要满足较高的条件。您也可以要求前哨站提供食
物，但这远不如在基地中拥有一个（或多个）食物生产设
施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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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其余的设施
在满足社区的基本要求之后，您可以探索其余设施，了解它们如何能帮助您实施自己的策略，达
成制定的目标。您选择的设施对您的生存至关重要！

请注意，某些功能强大的设施只能在大型设施栏位中修建。您可以在地图上的其他基地中找到这
些栏位。

升级设施
许多设施都可以通过升级来发挥其最大的效益。在基
地界面中，您可对附有“上箭头”图标的设施进行升级。
高亮图标，您可以查看升级带来的增益。其中还列出了
升级设施需消耗的物资及其他必须满足的特殊条件（
例如某种技能的掌握情况）。您无法一次性地升级全部
设施，因此请您将社区的需要考虑在内，慎重选择升级

何种设施。

寻找需要的物资
建设设施，使用设施及升级设施都会消耗物资。建材是管理设施最需要的资源。使用和升级设施还可能会
需要药品，零件和其他类型的物资。通常情况下，您需要在城镇周围的建筑残骸内搜刮这些物资。为了帮
助您的搜寻工作，每一个您见过（亲自接近，或从高处鸟瞰）的地点都会标明您可能会在此处找到的物资
种类。打开地图界面，高亮某个地点。您可能在此处找到的物资会以图标的形式显示在地点介绍中（详见 
图片）。您在带有食物、药品、建材、弹药或燃料标志的地点中，一定能找到装有上述资源的背囊。带有多个
图标的地点则会有其显示的部分或全部的资源。至于其他您需要的物资，例如零件、化学品、电路元件等，
则要依靠您的直觉，在最有可能拥有这些物资的地方进行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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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升级模组
在《腐烂国度2》中，您可以用设施升级模组来额外自定
义设置您的基地。您可在搜刮物品时找到设施升级模组，
例如货架单元或是便携发电机等。如果您将设施升级模
组带回家中，您可以打开基地界面，将模组添加到合适的
设施上，此操作不消耗任何社区中的物资（除了一点时间
和人力）。每个模组都会有不同的增益效果和新功能，您
也可以随意交换模组。为不同的设施选择适当的模组，可
以让您更好地掌控社区繁荣发展的方向。

前哨站
前哨站完全独立于基地之外，作用与设施类似。前哨站并
非是凭空造出来的。您需要前往建筑，清理僵尸，然后才
能建立前哨站，并从其中获益。每一个前哨站都对您的社
区有不同的增益效果，比如“两张床”、“燃料收集”或“电

力供应”等。

在建立前哨站之前，一定要在地图界面查看建筑的介绍，
明确前哨站作用。并非所有的建筑都能提供相同的前哨

站作用。因此，请不要将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增益效果上。如果该地点没有列出任何前哨站作用，则证明该建筑不
能被设立为前哨站！

资源管理
在后末日世代下生存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除了您的幸存者每天都需要食物之外，各种设施和前哨站可能
也会消耗燃料并需要日常的维护。这些日常消耗被分为两份，每 12 小时进行一次。例如，如果您的幸存者
每天需消耗 6 食物，那么游戏内每 12 小时，您的补给都会减少 3 食物。

交换基地
随着您越来越擅长在末日下生存，您的社区也会不断壮大。您会需要更充足的床位，更丰富的食物，以及
更广阔的空间来容纳更大的新型设施，从而进一步发展。好消息是，每张地图都包含许多住宅地点，各有

不同的特征和选项。您可以在地图上探索其它的住宅地点，直到找到最适合您需求的家。

请注意，每个 住宅地点都有最低人口限制，且设立
基地会消耗影响力。大型基地需要众多人口及强大

的影响力，所以在安家之前，您可能需要做一些准备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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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您的社区

在《腐烂国度2》中，您需要控制幸存者们的行动。这些幸存者构成了所谓的“社区”。您社区中的每
个幸存者都有独特的技能、特质和个性。

您会以某个幸存者的身份开始游戏，但是您也可以在社区界面中更换操控的幸存者。无论是您当
前的幸存者劳累或受伤了，还是另一个角色有需要完成的目标，或者您只是想换种心情，您都可以
选择更换幸存者。

技能发展与专精
每一位幸存者都有四大核心技能（体质、心智、格斗与射击）。有些幸存者也可能拥有额外的第五个技能，
例如烹饪或园艺。您在游戏中进行的某些操作会提升这些技能。当某个核心技能达到最大值（即 7 颗星）
后，您可以为该技能解锁一个或多个专精选项。每个专精都会为您的幸存者提供一种新能力，或为您的社
区带来增益。

想要获得专精技能，您需要打开角色面板，选择已经达到最大值的技能进行专精。随后您可以在弹出的小
窗口上查看角色的专精选项。幸存者的特质会影响其可用的专精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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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地位
游戏中的每一位幸存者都拥有不同的“地位”，反映了其对社区
的重要程度。大部分幸存者都从最基本的“新人“地位开始。随
着游戏不断深入，您可以通过击杀丧尸、为社区寻觅资源、完成
目标等类似手段，来提升您当前使用的幸存者 的地位。只要付
出得足够多，“新人”可以变为“公民”，最后甚至成为“英雄”。

成为英雄的幸存者会解锁一个珍贵的特长，有利于社区的发
展。例如，某位英雄的特长可能会使社区的资源持续增长，或增加整个社区中幸存者的生命值。获得英雄地位的
幸存者也有资格成为整个社区的领袖。

社区规模
在此游戏中，社区的人口上限为 12 名幸存者。尽管如此，当您的社区达到 9 人口及以上时，招募到新幸存
者的机会将变得很少。这也意味着，您必须谨慎选择招募、留用及从社区中流放的人选！

影响力和威望：后末日世代下的筹码
在政府垮台，银行沦陷之后，冰冷的硬通货基本没有任何用处。在《腐烂国度2》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交

易依靠的是两种筹码：影响力和威望。

影响力
影响力是《腐烂国度2》中最常见的货币。您可以

通过完成目标，向邻居出售物品或是击杀丧尸来
获得影响力。您可以用拥有的影响力从邻居那
里“购买”物品，开启各种无线电指令及建立前

哨站和新的基地。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影响力资
源。

在外出搜刮时，注意那些看上去价值很高的物
品。这些“奢侈品”没有什么其他的用处，但是可

以用于交换影响力。将这些物品带给邻居或流浪
商人，兑换为影响力，不断壮大您的社区。

威望

声望是游戏中更少见的另一种货币。这种货币只

能在“破晓模式”中获取（详见下方），但您可以在

战役模式中的社区中使用。声望能给您带来一些

特别的增益。通常情况下，您只能在破晓模式中

购买武器，但有了声望，您可以在战役模式中购

买武器，或是为您的社区招募精锐的特工。您的

声望在与您账户关联的所有社区中共享。



完成目标

您很可能只专注于眼前最紧急的生存需求，例如搜刮食物等。但是，您的社区还有幸存者想追求其他目标。
地图界面中会显示您社区当前的目标，分为几大类别。在您的社区完成更为迫切的任务后，您可以利用这
份目标清单来指导接下来的活动规划。

故事目标
完成这些目标能够推动城镇和社区的整体发展。在游戏初期，这些目标中可能包含建立社区所需的关键
任务。随后，这一部分的目标将主要着重于选择领袖，消灭城镇中的血疫，及完成领袖最后的遗产任务：对
这个地区不遗余力的贡献。

社区目标
这一部分的目标规模及重要性较小，但完成之后也能获得较为可观的回报及奖励。其中包含的任务可能会很
私人化，通常是您社区中的个体单位所看重的、对他
们的生存至关重要的特定事件。这些目标能让您对某
个角色的性格和价值观有一定的了解。

有的时候，您需要操控社区中某个特别的幸存者才能
完成目标。您必须一直操控该角色，直到目标完全达
成。否则该目标会被暂时搁置，可能需要等上一段时
间才会再次出现。

外部目标
此分类下的绝大部分任务都是由社区外部的人员发起的。有些涉及需要您帮助的个体幸存者，而有一些则牵扯
到更多关于周边的NPC社区的故事。完成这些目标会为您带来丰厚的回报，包括为社区招募新幸存者，或是结
交长期的联盟关系以获得特殊利益的机会。

还有一种特殊的外部目标，即来到城镇中进行交易的商人。他们常常会关注某种特定类型的物品或资源。每种
商人都只会在有限的时间内停留，所以如果您想换取更多影响力（通过交易物品的方式），或是囤一些商品的
话，请务必优先去找他们。更多信息请参加下方有关“特别商人”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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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地图界面

地图界面会显示您城镇的概况，标明您已经调查过的位置以及那些您已彻底搜刮过的地点。您当
前的目标清单也会显示在此处（详情请参见“共同的目标”）。

放置路标
您可以单击地图上的任意位置来放置路标，您和您战
局内的其他玩家都能利用此标记来进行导航。放置路
标可以有效地协调玩家之间的行动。您可以将路标放
置在想要搜刮的地点，或是规定一个用于交换装备的
地方。路标还可以提醒您停车的位置。（如果一群饥饿
的丧尸正在追您，那这可就很关键了）。

选择目标
在地图界面，您可以浏览您的目标清单，并标记您想要进行的任务。您的地图也会以该目标的标记为中
心。此外，还会在世界内生成一个供您追随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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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地图
终有一天，您也许会想要搬到新城镇去。或许是因为您已经将当前地图中的好东西搜刮得一干二净，又或
许您只是想换个环境。无论如何，搬家并非难事。

首先，您必须将指挥中心升至 2 级，这将解锁“调查
新领地”行动，您可以在地图上标记的三个出口中选
择一个来进行搬迁。使用您社区中的任一幸存者，驾
驶载具到达出口。系统将确认您是否要离开，并提示
您选择新的地点。（您还可以更改游戏难度，也可以
保持不变）

更换地图后，您将到达一个新的城镇，到处都是供您探索的建筑以及需要您摧毁的血疫之心。您必须建立
一个新的基地，您可以在新基地中使用旧基地的所有资源及装备（也包括用于建设和升级设施所花费的
物资）。此外，您在旧基地中停泊的至多 3 辆载具也会被自动迁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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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中的载具

在《腐烂国度2》中，在地图中驾驶载具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您会在地图中找到很多不同类型的载具，
例如紧凑型汽车，轿车，小型货车和卡车等。您对载具的选择也是整个末日生存策略的一部分，所以请仔细
考虑在末日之下您想要驾驶什么样的车辆。您喜欢范迪托这种大型车辆吗？大容量的后备箱能够装下更多
的搜刮物资。还是说您觉得海利安这种小型载具更加安全？您可以在末日残骸中穿梭自如。您是否需要四
人座来和朋友们一起玩，还是说两人座就足够了？您可以体验多种载具，选出最适合自己的一款。

在基地里，您需要确保将载具正确停泊在停车位中（正确停泊后，HUD会显示“停泊中”的状态）。当载具停
好后，您可以将后备箱中的物品直接转移到 仓库或补给品柜。您就无需再花费大量的时间卸货了！

Can we get a screen line up of different cars?



使用停车位

在末日之中，开车会消耗汽油。您终将需要汽油桶来为
载具加油。您可以在加油站及类似的地点找到汽油桶，
或者也可以在仓库中自行建造。若您幸存者的物品栏
中有汽油桶，则您可以通过载具后方靠近司机那侧的
加油口来为载具加油。 这会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您
最好确保附近没有丧尸。

无论您开车多么小心，您的载具还是有可能遭到损坏。
可能是因为您开车从一群丧尸中夺路而出，或是在躲避浮肿尸的时候撞上了路障。当您的汽车开始冒烟的时
候，就该进行维修了。

工具箱可用于修理您的载具。在游戏初期，您可以在
汽车维修店和类似的场所寻找工具箱。在将工坊升级
到 2 级后，您则可以使用零件制造出工具箱。要修理
载具，您只需来到车辆前端，然后按照屏幕上出现的
提示进行修理即可。您最好随身携带 一两个工具箱，
以防突然遇到某个巨无霸，将您的车当成了出气筒。

如果您建造了修车间，则可以制造出载具的升级套
件，将普通的座驾改造成末日中的强劲野兽。载具的
耐用性、速度、存储空间和储油量通常都会得到升级。
每种升级套件（轻型、中型和重型）都标明了其适用于
哪些类型的载具。所以请谨慎选择正确的套件，改造
您最爱的车辆！

有时，您可能会冒着风险超速行驶，或是因前方突然
出现的巨无霸而躲闪不及。这或许会导致您的载具被
卡在山沟或岩石中。解决这种烦恼的方法很简单：在

驾驶位上使用“脱困”这一无线电指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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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疫求生

在《腐烂国度2》中，您除了要面对丧尸和饥饿的威胁，还要在一种名为血疫的致命疾病中存活下
来。这种疾病由丧尸传播。您可以通过血红的外表来判断对方是否为血疫丧尸。当幸存者被这种丧
尸咬过或遭到袭击之后，会感染上血疫。您可以在HUD中生命值和体力值的上方查看“感染计量
条”，判断感染的情况。

如果被感染的幸存者继续与血疫丧尸战斗，计量条会逐渐上升。如果计量条满，则会发展为完全型
血疫，该幸存者存活的时间也就不多了。在发生悲剧之前，您可以前往医务室，使用“感染治疗”行
动来消除部分感染。这需要一部分的血疫样本，可通过杀死丧尸来获得。另外，您也可以让部分感
染的幸存者休息，以自我痊愈。

一旦您感染上了血疫，完全治愈的方法只有一个，即制作并服用一定剂量的血疫解药。这种方法比
较昂贵，会同时消耗药品和血疫样本。如果您没有足够的资源，您还可以选择将患者送入医务室（
这里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但您无法使用这些角色）、将其流放或实施安乐死。血疫是一个无情的杀
手，这也是您的幸存者们致力于让小镇摆脱这种威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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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商人

《腐烂国度2》中的商人往往有各自不同的目的。有些商人很特殊，不常出现。有些则要求您满足一
定的条件。

赏金代理人
卡什·博蒙特又称赏金代理人。他所在的位置在地图上
会以聚集点的标识出现。在与他见面后，您可以选择至
多三个悬赏任务以解锁更多物品。完成任务之后，您可
以去找他领取奖励。这些奖励各有不同，但解锁之后，
您可以在任何一个由您修建的社区中购买这些奖励。
您可以随时与赏金代理人见面，获取或购买其他任何
地方都找不到的物品！

神秘流浪商人
神秘流浪商人售卖的都是一些游戏中最为独特的商
品。这些商人的存货都是最上等的，但他们只会在一周
内的某些天出现。在星期五和星期日之间（以您所在
的时区为准），您将有机会见到这些商人贩卖自己的商
品。虽然您必须自己想办法找到他们的位置，但他们通
常都会提供极为独特罕见的商品。例如设施升级模组，
稀有武器等。您想要的，不想要的，都能从他们手中买
到。在您搬到下一个更优渥的城镇之前，别忘了再去他
们那里看一眼！

Image Place Holder

罕见技能商人
罕见技能商人可能在一周内的任何时间出现，他们
通常拥有独一无二的技能书。这些技能书可为您的
幸存者升级技能，或增添新的技能——其中不乏十
分稀有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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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游戏

《腐烂国度2》的主要故事分为三个阶段。目标会引导着您完成这三个阶段，但是您也可以在途中选择其
他目标，无需一路推进主要故事情节。

在游戏初期，您必须将重心放在社区的建设上，以免在饥饿或丧尸的威胁下消亡。若您是第一次游玩，游戏
会引导着您完成这一过程，包括为社区选择领袖这个重大任务。选择领袖同时也是在选择整个社区优先的
生存发展方向。共有四种领袖（军阀，警长，商人和建筑师），每种领袖都会以略微不同的方式引领社区，这
取决于他们自身的想法与目标。

在您选择好领袖之后，游戏的目标则转为消灭血疫。虽然您的社区不断壮大，但城镇中只要还存在血疫之
心，您就无法享受真正的安宁。您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完成这一目标，逐渐积累资源和力量，一次次发动
袭击。时刻保持警惕，因为这一过程只会愈发艰难！

在摧毁最后一个血疫之心后，您的领袖会宣布为城镇建立一个持久的遗产计划。您需要一个个完成一系列
的相对较小的任务。这些任务取决于领袖自身的个性与发展方向。完成领袖的遗产后，游戏也会迎来结局，
社区与物品也会“退休”。社区中的每个角色都会加入您的“遗产列表”。您在下一次新建社区时可以使用遗
产列表中的幸存者。这些角色再次出现时，会携带着他们在社区退休时拥有的所有物品。

完成游戏后，您还会获得福荫，在今后建
立新社区时可从中获益。四种领袖分别拥
有不同的福荫。在您再次开始游戏后，每
种福荫都会带来不同的战略影响。

End scene screenshot

Boons screenshot



附加模式

“战役模式”是《腐烂国度2》最原始的玩法。与此同时，我们还推出了另外两种游戏模式。

破晓
破晓可以算作是《腐烂国度2》中的“街机模式”。您可以随时随地来上一局，且此模式非常适合多人游玩。

 在破晓模式中，您无需再以幸存者的身份建立社区，规划长远的生存目标。取而代之的是，您将扮演一个士兵，
奋勇抵抗 7 轮丧尸的攻击。您可以与至多 4 名玩家一起合作，您需要尽可能多的帮助！

破晓模式可以给您带来两种奖励。首先，您在游玩的过程中能够解锁更精良的武器和装备，可在今后的破晓游
戏中使用。这些更好的装备能让您存活更长时间，从而又获得更多的装备！在您挺过破晓模式中的第 3 波、第 5 
波或第 7 波丧尸后可解锁武器和装备。

其次，您在破晓模式中胜利后还会获得名为“威望”的货币。您可以在任何一个由您建立的普通社区中使用威
望购买破晓模式下的武器和装备（或是其他更丰厚的奖励）。您将逐渐解锁越来越多的购买选项（在战局中挺
过第 3 波、第 5 波或第 7 波丧尸后即可）。在无线电指令中可以找到这些特殊选项。

 在破晓模式中挺过一波波尸潮并非易事。合理分配您
的资源，如弹药和士兵的生命值等，这些是您成功的
关键。您在前期使用的资源越少，就能为后期面对强
大的丧尸时存下更多的资源。在挺过第二波后，您会
在每一波攻击之间获得额外的资源。但如果您无法做
出合理的抉择，这些资源仍然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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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腹地
《腐烂国度2》中的“深入腹地”模式讲述了一个特殊的独立故事。随着您不断深入，您会遇到许多新奇的

角色，面临可怕的新威胁，了解血疫背后的神秘故事。

在深入腹地模式中，您可以从两个不同的主角中进
行选择。这两个角色会经历完全不同的故事，所以
您可以选择游玩两次，以获得两种不同的体验。请
注意，深入腹地模式只有一个存档栏，所以您最好
在通关后再开始另一个版本。

在深入腹地中，您面临的还是那几个熟悉的敌人：
血疫丧尸、巨无霸和血疫之心等。此外，您还能见到
血疫版本的狂猛尸、浮肿尸和尖啸尸。您的幸存者们必须制定新的战斗策略以应对这些威胁。

对于《腐烂国度》系列的粉丝来说，深入腹地模式还有特别惊喜，您会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特兰伯尔谷，《
腐烂国度》初代中的地区。无论您是第一次接触这个系列的新玩家，或是已经追随我们多年的老粉丝，这
张地图都有许多有趣的地方供您探索。

Heartland Hero Shot (keyart)

Characters screenshot

Base screenshot



多人模式——没人可以独自生存！

《腐烂国度2》支持单人和多人模式。您可以加入好友的战局，或者邀请他们到您的战局来。在多人
模式中，您需要帮助其他玩家获得胜利。您可以选择当前的社区中一名幸存者，与另外的玩家们一
起搜刮地图上的地点，完成主持战局玩家的任务。

在好友的战局中，您也可以使用自己社区的补给品柜。所以，别担心，您不需要从朋友那儿借东西。
当前选择的角色的地位不会得到提升，但是您可以收集物品和资源，锻炼技能等。另外，帮助好友
也能让您获得非常多的影响力及其他奖励。您一定可以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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