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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游戏名称：征战星球 
游戏类型：角色扮演 
机型平台：pc 
屏幕尺寸：1024*768 

第二章 背景介绍： 
    在遥远的殖民星球，人类大量使用机器人进行资源开发，产品制造和城
市建设，机器人深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机器人技术也突飞猛进，随着

高级人工智能的出现，机器人产生了自我意识，认识到了自身被奴役的悲惨

命运，开始了对人类的反抗，一场机器人独立运动就此展开，随后大批机器

人逃离工厂和城市，在远离人烟的地方建立了由机器人控制的国家。人类不

能容忍这种背叛，对机器人国家展开了进攻，但以失败告终，机器人也对人

类开始了报复性战争，并扬言要从这个星球上把人类存在的一切痕迹统统抹

去。 
这时第三方势力加入，来自未知星球的外星人出现，并宣布对该星球拥

有所有权，要求人类立刻离开，人类无法接受这种要求，于是外星人袭击了

人类的城市，人类与外星人和机器人同时展开了战争，但值得注意的是，外

星人并不认为机器人是一个独立的文明，并对人类与机器人展开了无差别的

攻击。 
 

第三章 设定 
游戏画面风格：3D画面 

 
人物设定 

主角： 
人族士兵：从地球被派遣到殖民星球参与镇压机器人叛乱，战役失败后

撤回基地又遭遇外星人进攻。 
机器人：从城市逃离的机器人，遭到人类的追击，成功到达机器人国后

又遭到外星人的攻击。 
外星人：从母星被派遣到遥远行星上，执行清理地球人任务的外星人，

但似乎任务执行起来有些困难。 
 
Boss： 
外星博士：创造了用以攻击人类的“超级士兵”。 
超级士兵：使用生物科技制造的具有超能力的战士。 
核心主机机器人：本是无法移动的电脑，将自己改造成了机器人。 
 
Npc： 
人类：人类售货员，人类守卫，队友（与玩家所属势力不同时为敌

人） 
机器人：军火库 npc，核心主机，机器人队友（与玩家所属势力不同

时为敌人），人类基地里的机器人，伪装成人类的间谍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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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公司老板，外星博士，队友（与玩家所属势力不同时为敌

人） 
 

 
初始状态： 
人类：普通士兵，初始服装，初始武器 
机器人：机器人，初始装甲，初始武器配件 
外星人：清理者，基本护罩，清理工具 
 

升级需求： 
经验值达到一定数额 

 
敌人设定 

三方势力互为敌人，野外怪物会对所有玩家无差别攻击，超级士兵只攻

击人类。 
 

物品消耗 
人类：武器无限耐久，弹药为消耗品，防具为消耗品 
机器人：武器配件无限耐久，弹药为消耗品，防具为消耗品 
外星人：武器无限耐久，能量护罩受损后需消耗能量进行修复， 

消耗能量缓慢自动恢复，武器与能量护照共用能源系统。 
 
武器： 
人类使用枪械类，机器人使用武器配件，外星人使用外星武器 

 
 
防具： 
人类使用科技盔甲，机器人使用装甲配件，外星人使用能量护罩 

 
 
技能动作： 
人类：拼死一搏 ，抛弃所有武器和防具，获得 300%的速度和 300%肉

搏力量，未携带任何装备时，可无限使用。 
机器人：自爆，引爆体内的能源，造成大范围伤害，玩家会在离自身最

近的队友里重生，并获得该队友的一切装备（队友数量有限，不可无限使用） 
外星人：绝对防御场，将所有能源一次性的输入保护罩，短时间内保护

罩处于无敌状态，玩家在保护罩内无法使用武器，但可以用保护罩碰触敌人

造成范围伤害。 
 

剧情设计： 
人族剧情: 主角是从地球被派遣到殖民星球参与镇压机器人叛乱的战

士，乘坐战机对机器人城市进行轰炸任务，遭遇机器人战机反抗，与机器人

战机展开空战。 
任务目标：轰炸机器人城市的核电厂、军火库以及机器人制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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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接到攻击城市的核心主机任务，在靠近核心主机附近时触发战机

被击落的剧情，玩家必须在 5秒内跳伞逃生，否则主角坠机死亡。 
在跳伞后转入巷战，接到秘密潜入机器人核心主机的任务，在潜入途中

获得机器人将攻击人类城市的情报，继续前进则遭遇大批机器人敌人，并接

到总部要求撤离的命令，这时如果玩家坚持战斗五分钟以上则可以开启一个

“勇士”的成就，五分钟内撤离则无此成就。获得勇士成就后，敌人的数量

将随时间成倍增长，玩家如果坚持战斗下去则无存活的可能性，必须撤离，

撤离到指定地点后有飞行器接应，任务完成。 
撤回基地后可以升级技能点，购买装备，完成后触发外星人进攻剧情，

玩家投入到基地的防御战之中。 
任务目标：基地的能源核心不能被摧毁。 
可使用固定炮塔进行防御，坚持十分钟后触发等待援军的任务，在援军

到达之前必须保护基地不被占领，援军到达后任务完成。 
防御战完成后，接到“打扫战场”任务，要求收集外星人武器，收集到

的武器必须完整，玩家对基地附近外星人尸体旁边的武器尝试捡拾时，会显

示武器损坏无法交付的提示，在分别对三个外星武器进行尝试捡拾后触发剧

情提示“外星人由于害怕技术泄露，在战士死亡后十分钟武器会自动销毁，

所以从战场上收集的外星武器都是无法交任务的” 
触发追击任务：要求玩家对正在逃跑的外星人进行追击，根据提示找到

正在逃跑的外星敌人后开始战斗，战斗完成后获得完好的外星武器，开始倒

计时，要求玩家必须在十分钟内返回基地交付任务，在返回途中会遇到野外

怪物的伏击。 
如果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外星武器将自毁，任务失败，这时触

发名为“应付了事” 的任务，玩家可以返回基地附近的战场对损坏的外星
武器进行捡拾然后交差。 
交付完整外星武器的玩家，在以后的剧情中会看到一部分队友拿着仿制

的外星武器战斗，而且玩家也会获得一把外星武器。 
交付破损外星武器的玩家，在以后的剧情中会听到 npc队友抱怨己方的

武器不及外星人，在战斗中总是处于劣势，玩家也无法获得外星武器。 
交付后是攻打外星人营地任务：玩家乘坐高速缆车到达位于山顶的外星

人营地，与 npc队友一起对敌人展开攻势，之后会有外星人的援兵乘坐飞船
赶到，如果玩家在增援的敌军降落前赶到指定地点，将增援飞船击落，则可

大大缩短战斗所需的时间。在玩家击落外星飞船后会看到有三个鬼鬼祟祟的

机器人出现，在飞船残骸中翻找什么，这部分在机器人剧情中会有答案。 
击退敌人援军，攻入敌人信息库，获得所需情报。之后安放炸弹，开始

逃离倒计时，玩家必须在炸弹爆炸前逃离外星人营地乘坐飞船离开。 
返回基地，对武器升级，购买弹药。 
之后接到“城市防御战”任务，玩家被派遣到遭受机器人袭击的城市，

任务要求：消灭所有来犯的机器人。战斗类型：巷战。玩家将遭遇各种机器

人的袭击，同时空中会有少量的外星人的飞碟出现，发出牵引光线将队友或

者平民绑架到飞碟内，可以摧毁飞碟获得经验，如果玩家靠的太近也有可能

被飞碟的牵引光束困住，在被光束照到时，玩家无法移动，但可以攻击飞碟，

将其击落从而逃脱，如果玩家被完全吸入飞碟，游戏会显示“你成了外星人

的实验材料，任务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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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中会接到保护平民的任务，要求玩家找到居民楼内的平民，并带领

平民安全离开。 
在寻找平民的途中主角会遇到伪装成人类的机器人，该机器人会向主角

提出几个问题， 
当询问玩家的身份时，如果回答是“我是士兵”则对话终止，触发战斗。 
当问玩家是否认为机器人的生命值得尊重时，回答“破铜烂铁没有生命”

也会触发战斗。 
当问玩家是否支持机器人的独立时如果回答“是的”则该机器人会随机

赠与玩家一些装备和“机器人独立徽章”，持有该徽章的玩家在以后的剧情

里可以与基地内的机器人 npc 开启隐藏对话，触发“拯救机器人任务”，并
可以带领机器人 npc逃离基地。每带领一个机器人 npc逃离，可获得该机器
人赠与的少量奖励。过一段时间后玩家会看到有一个人类 npc来代替该机器
人以前的位子。基地内机器人 npc的态度非常谦逊，而代替它们位子的人类
npc 则因自己被安排来代替一台机器而非常不满，所以对话的语气也很不友
好。 
完成城市防御战后回到基地接到进攻外星人实验室任务。任务提示：“外

星人正在实验室进行邪恶的人类活体实验，试图制造出结合人类和外星人优

势的超级士兵，我们必须阻止它们。” 
到达外星人实验室，与外星人士兵遭遇，展开战斗，到达实验室地下三

层与正在研制超级士兵的外星人博士见面。与之对话后，开始 boss战，打败
外星人博士后触发剧情，未完成的超级士兵实验品冲破禁锢，袭击了主角，

主角被击晕，恍惚中看到实验品从天窗逃走，主角陷入昏迷。 
当主角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基地，经过询问得知自己晕倒后被队

友带回基地，而外星实验室在不明原因的巨大爆炸中化为灰烬，外星人已经

宣布暂时放弃对殖民星球的进攻，而地球方面要求尽快平定机器人的叛乱，

人类决定对机器人国家发动总攻。 
玩家乘坐飞行运兵船空降机器人城市，与队友一起向着城市中心进攻，

途中队友会一个个受伤倒下，玩家不能过于依赖队友，让队友前冲，会导致

队友大批死亡，自己被围困，应采用自己冲锋，队友火力掩护的战术。 
如果你曾救出过基地里的机器人 npc你在战斗中就会遇到这些 npc拿着

武器站在敌人的阵营里，但这些机器人 npc并不会攻击玩家，看到玩家后会
惊讶的逃离开。 
到达城市中心附近，触发剧情，一个巨大的爆炸，附近队友全部阵亡，

而玩家陷入昏迷，醒来后玩家全身瘫痪无法移动，眼前出现巨大飞船，剧情

提示：机器人们决定集体离开殖民星球，逃到一个没有人类的地方去…… 
这时出现剧情分支，如果玩家之前成功的救出了基地里所有的十个机器

人 npc，而且依然持有“机器人独立徽章”则会开启隐藏剧情，一群机器人
npc 围上来，希望你加入它们，乘坐飞船离开殖民星球，玩家可以选择“拒
绝” 或者“接受”。选择拒绝，则会被赶来的队友带回基地。选择接受，则
触发“背叛人类”结局：主角被机器人带到飞船上，但机器人的医院里没有

人类的医疗资源，无法对主角进行人类的治疗。机器人们为了保住主角的性

命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把主角改造成了机器人，游戏通关。 
没有救出基地里所有的机器人，或者救出所有机器人却丢失“徽章”的，

以及自始至终都没有徽章的，都会被赶来的队友带回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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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基地后接到最终 boss任务，未完成的超级士兵实验品竟然袭击了基
地，被基地的守卫士兵击退后逃离，要求主角对超级士兵进行追击，追击途

中不断的有野外的怪物从暗处偷袭，到达最后的决斗地点后触发与超级士兵

的对话，得知超级士兵在被制造时就已经被灌输了要消灭人类欲望，而超级

士兵从外星人实验室逃离也是由于这基本的欲望无法被满足才会发生，它袭

击人类基地则是必然的结果。该怪物具有初步的精神控制力量，可以通过脑

波控制野外的怪物（无智能的生物）袭击玩家，由于是未完成的作品，所以

它无法控制主角和其他智慧生物。 
Boss战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与 boss控制的野外怪物战斗，boss本身处于保护罩内，无法

被攻击到。 
第二阶段，与 boss的宠物，超级浮空怪战斗，boss依然在保护罩内，无

法被攻击。 
第三阶段，与 boss本身战斗，boss在发动攻击时，以及发动攻击后的短

时间内处于可被攻击状态，其他时间则无敌，战斗中会不断有小怪攻击玩家。 
打败 boss后触发“人类的胜利”结局，超级士兵被主角捕获，并被带回

了基地，经过大脑改造后成为人类阵营的一员，游戏通关。 
机器人独立徽章介绍：将该徽章与基地内的机器人 npc交易会触发拯救

机器人任务，交易后该徽章不会消失。将该徽章与基地内的人类 npc交易会
触发“你这个叛徒”剧情，该 npc会对主角反目，并召唤其他人类守卫攻击
主角，玩家必须在死亡前赶到基地主管，上缴徽章，并做出合理解释才能解

除与守卫 npc的敌对关系。 
 
 
机器人剧情：主角是正从城市逃离的智慧机器人，一开始玩家就要躲避

人类警卫的追击，找到接应者——长期潜伏在人类城市，并伪装成人类的机

器人间谍，然后获得武器，间谍会带领玩家躲避人类警卫的追击逃到城市边

缘，触发剧情，主角被带到机器人国家，而间谍回城市继续潜伏。 
玩家在机器人城市可以更新自己的部件，购买武器和装甲。 
之后人类开始进攻机器人城市，玩家会接到保卫核电厂的任务，如果敌

人攻势太强无法抵挡，则玩家必须远离核电厂，因为核电厂被摧毁时巨大的

爆炸足以使主角丧命，核电厂任务失败时会接到保卫军火库任务，玩家可以

在军火库中找到飞行组件，使用飞行组件的玩家可以与空中的人类战机展开

空中格斗。军火库被摧毁时也会引发巨大爆炸，玩家必须躲避。军火库任务

失败后将会接到退守机器人制造厂的任务，此时在制造厂内玩家可以找到补

给，可更换受损的部件。制造厂被摧毁时会接到保卫核心主机的任务，任务

中会有大量队友协助，如果核心主机被摧毁则任务完全失败，触发坏结局：

“城市被攻陷”主角成为人类的俘虏，被带回人类的世界， 然后记忆被清
除。 
如果玩家在战役中使用了飞行组件，战役后会有军火库的 npc找到玩家，

以飞行组件的安全性不高，容易发生坠机事故等理由没收玩家的飞行组件。

所以飞行组件是一次性产品，只被允许使用一次。 
 
任务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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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核电厂任务成功，触发“大获全胜”剧情，获得永久免费的能源，

永久折价的武器弹药，永久折价的配件。 
保卫军火库任务成功，触发“略有损失”剧情，获得永久折价的武器弹

药，永久折价的配件。 
保卫机器人制造厂任务成功，触发“损失惨重”剧情，获得永久折价配

件。 
保卫核心主机任务成功，触发“绝处逢生”剧情，无任何奖励。 
 
在稍作休整后，去核心主机那里接“打探情报”任务，获得通讯工具，

根据指示到达人类的基地，潜入基地后窃取敌人的情报，得知外星人的存在。 
之前未使用飞行组件，且军火库未被摧毁的玩家可以去军火库找到飞行

组件，然后飞行到达人类基地，空降潜入基地，这样可以避免途中的野怪攻

击，也省去跑路的时间。 
在返回途中触发外星人进攻人类基地事件，在混战中，玩家将遭到两方

面的攻击，逃回机器人城市的途中有几率捡拾到完整的外星人武器，如果玩

家在十分钟内将其交付给军火库 npc，则可以获得一些奖励，之后的剧情中
也会看到部分队友持有仿制的外星武器，玩家也可以获得一把该武器。 
回到机器人城市，如果玩家持有飞行组件，军火库 npc会来索要该组件，

而自始至终从未使用过飞行组件的玩家会获得一个“徒步爱好者”的成就，

以提醒玩家再也没有机会使用飞行组件了，即使去军火库寻找也找不到该组

件了。 
交付“打探情报”任务后，核心主机会告诉玩家，外星人拥有及其高超

的宇航技术，要求玩家与两个 npc队友一起去外星人的营地窃取宇航技术。
玩家到达外星人营地，潜入信息库，却发现外星人的信息加密程度很高，无

法对宇航技术的信息解密，这时触发人类攻打外星人营地的剧情，在混战中

玩家得到提示：外星人的援军将乘坐飞船到来，将其击落可获得外星人的宇

航科技。在战斗中时间拖的太长，援军飞船有可能被人类击落，玩家会失去

增加大量经验值的机会。 
援军飞船被击落后，玩家靠近飞船残骸，进行搜索，获得飞船引擎。这

时玩家持有飞船引擎，双手被占住，无法对敌人进行攻击，且移动速度变慢。

将引擎交付队友持有，该队友将无法攻击，且移动变慢。如果两个队友全部

阵亡玩家将陷入危险境地。 
将飞船引擎安全带回机器人城市交付后，会触发外星人进攻剧情，外星

人要求机器人交出飞船引擎被拒绝，然后是城市防御战。任务要求：与队友

一起消灭所有来犯敌人，核心主机不能被摧毁。 
任务完成后，接到夺取实验品任务，根据情报显示：“外星人正在试图

制造超级士兵，如果我们能够获得试验样本，将使我们的整体实力大大提升”

核心主机会派遣两个队友协助玩家潜入外星人的实验室，到达实验室后会看

到人类正在和外星人发生激战，趁着混乱来到地下三层。 
这时出现剧情分支，如果玩家成功的隐藏自己不被外星博士发现，则可

以避免 boss战。到达超级士兵处，打开禁锢时触发剧情，超级士兵突然醒来
然后从天窗逃走，而外星博士则在战斗中被人类击毙，主角在实验室中安放

炸弹后迅速逃离实验室。实验室被摧毁后外星人宣布暂时退出对殖民星球的

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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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进攻人类基地的战役中，会有超级士兵从隐藏处跳出来，强力

的协助主角一方战斗，而人类基地里的机器人 npc也会从内部接应，最终人
类不得不退出殖民星球，殖民星最终成为一个由机器人控制的机械星球，游

戏通关。 
另外一个剧情分支，玩家未能隐藏自己，被外星博士博士发现，触发 boss

战，boss战之后，外星博士在临死前为了防止实验品被机器人夺走，开启了
自毁装置，超级士兵被完全销毁，试验数据也被删除，主角安放炸弹后逃离

实验室，回到机器人城市后看到人类正在对机器人城市进行总攻，机器人方

面节节败退，玩家接到任务，保护核心主机并将核心主机转移到飞船上，大

批的机器人向着城市的中心聚集，玩家将核心主机安放到飞船上后，核心会

要求主角与几个队友掩护城市的机器人们登船，并交给主角一颗超级炸弹，

在最后关头使用。如果主角拒绝，呆在安全的船上，会导致飞船一直等待未

登船的机器人们，在等待期间，飞船会被人类摧毁，任务将失败。玩家在掩

护机器人们登船时应尽量拖延时间，超级炸弹的引爆应该用在最关键的时

候，超级炸弹的杀伤范围很大，应防止自己被炸弹伤到，也要注意防止炸弹

伤到飞船。等所有机器人都登船后，玩家也登上飞船，触发结尾剧情，飞船

飞往太空，将会到达一个没有人类的地方去，游戏通关。 
 
外星人剧情：主角是来自遥远星系的外星人，被派遣到偏僻的行星执行

星球回收任务。主角的任务是收回一颗被地球人非法侵占的贫瘠行星，因为

这颗行星对于主角所属的公司确实没有太大的价值，以至于回收星球的计划

被拖延到了地球人都已经在上面建造了城市的时候才开始。 
在外星人要求地球人立刻离开的合理要求被拒绝后，清理行动开始了。

公司招募了一些愿意为金钱卖命的“清理工”拿着简单的“清理工具”浩浩

荡荡的冲向了地球人的巢穴，而主角正是这些“清理工”中的一员。 
任务目标：摧毁地球人的基地，在激烈的战斗中玩家会听到队友们不停

的抱怨，“这跟他们说的不一样”“我们被骗了”“他们告诉我，消灭地球人

就像清理垃圾一样容易”“但现在是我们要像垃圾一样被清理掉了”。 
在战斗中坚持一段时间后，玩家会接到通知，要求所有人撤退，因为公

司的老板说“再坚持下去，我们的公司就要因为支付不起巨额的死亡赔偿金

而破产了”。 
玩家在撤退的途中会遭到人类追击，其中一些人类会捡拾“清理工具”，

消灭这些盗取高科技的人，可以领取额外的奖励。 
成功撤退到营地后，可以通过营地的信息库领取报酬，之后地球人对营

地开始了进攻，玩家与队友需要坚守营地，等待援军飞船的到来，任务目标：

信息库不能被摧毁，玩家可以埋伏在高速缆车的出口附近，在敌人下车时将

其消灭，援军飞船到达时，玩家接到保护援军飞船降落的任务，如果飞船安

全降落，则援军会帮助玩家消灭敌人，任务也会很快的完成。如果飞船被敌

人击落，玩家会接到回收飞船引擎的任务：“飞船引擎是公司的重要财产，

必须回收”。到达飞船残骸，与前来盗窃飞船引擎的机器人发生战斗， 
剧情分支：如果消灭了所有的机器人，并将引擎回收，在以后与机器人

的战斗中将没有继续寻找飞船引擎剧情，机器人也无法制造可以逃离星球的

飞船。 
如果有至少一个的机器人逃走，机器人会获得外星人的宇航科技，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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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飞船，飞船引擎的回收任务将在以后与机器人的战斗中继续进行。 
如果只消灭机器人，不回收引擎，引擎会永远的停留在其上次掉落的地

方等待玩家回收（其地点也会被永久的标注）。 
完成营地防守任务后，外星人博士出现，对话得知：他打算制造出一种

结合地球人和外星人优点的超级士兵，希望得到你的协助。领取该任务后博

士会要求你抓一些地球人来作为试验材料，并将自己的飞碟借给主角， 
玩家根据任务指示，驾驶飞碟来到一座城市，这座城市中人类和机器人

正在发生战争，使用飞碟的牵引光束可将人类或者机器人吸入，但每吸一个

机器人会占用一个货仓位置，任务要求货仓必须装满地球人，即使有一个机

器人误入其中，也会导致任务无法完成，必须重新收集和遴选。所以玩家必

须仔细分辨人类和机器人，有时玩家认为自己明明收集的都是人类，但还是

无法完成任务。那是玩家是把隐藏在城市中，伪装成人类的间谍机器人收集

了上来。 
任务完成后，博士会收回飞碟，接下来玩家接到消息：机器人入侵并窃

取了公司信息库的商业机密，为了防止信息的扩散，必须消灭机器人。 
任务要求：与队友一起战斗，直至完全摧毁机器人城市，之前飞船引擎

被窃取的的玩家在这场战役中可以拿回引擎，但机器人已经完成了对引擎的

仿制，在攻入城市中心时会看到机器人乘坐移民飞船逃走的剧情，任务完成。 
而引擎在保卫营地的战役中已经被回收的玩家，在城市中心会遇到将自

己组装成巨大机器人的核心主机在做最后的抵抗，发生 boss战。打败核心主
机后，任务完成。 
回到营地会看到正在等待的博士，博士会邀请主角参观自己的实验室，

到达实验室后博士向玩家兴奋的介绍着自己的科技成果，“它不仅仅结合了

地球人和我们优点，它还被增加了其他的超能力，比如精神控制能力，无法

被摧毁的保护罩，以及瞬间致命的攻击力，他简直就是完美的艺术品。”这

时触发地球人进攻实验室的剧情，博士告诉主角，“超级士兵是还未完成的

艺术品，我仅仅需要一点时间”。 
任务要求：保护博士，为博士争取到试验所需要的时间。 
敌人会源源不断的涌入实验室，玩家可利用有利地形进行伏击，当实验

完成后，超级士兵会投入到战斗中，在超级士兵发动普通攻击和精神攻击时，

其保护罩会打开，需要玩家掩护超级士兵。在消灭所有敌人后，任务完成。 
在进行休整后，博士会发布最后的任务“攻占地球人的基地”，在战斗

中会有多个超级士兵克隆人担任主力，玩家需要消灭躲在暗处攻击超级士兵

的杀手。当所有超级士兵死亡后，任务将会失败。 
最后攻入地球人基地的能源核心，将其摧毁，并开始最终爆炸倒计时，

博士会驾驶飞碟前来接应，主角必须在能源核心爆炸前逃离基地，到达接应

地点，飞碟打开牵引光束，将主角缓缓吸入。地球人基地在巨大的爆炸中化

为碎片，末尾剧情，人类终于集体离开了殖民星球，并承认了公司对该星球

的所有权，星球回收任务完成，主角也回到自己的母星，游戏通关。 
 
场景设计：未来城市，人类基地，核电厂，军火库，机器人工厂，外星人营

地，外星人实验室。 
 
第四章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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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工：徐焕梓 张光贞 马致远 屈竞宇 
策划：徐焕梓 张光贞 马致远 屈竞宇 
 

第五章 音乐 
背景音乐说明：科幻风格音乐 
音效说明：枪弹声，爆炸声，机械音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