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纳克萨玛斯完全翻译（包括说明书、

BOSS、盟军、技能等等） 

写在前面的话： 

两天上班时间没好好干活。。偷偷翻译出了如下内容。。 

还望各位看在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的状况下，少拍些砖。。
6 ]# i- O  l+ l# D3 m2 s 

翻译错的或者词不达意的地方肯定有很多，欢迎各位指出。。 

PS：实在不会排版，各位将就着看吧。。 

一、        副本包里都有什么？ 

1、52张主牌（技能）；0 i6 ~- i. |: l7 @* P, v* i: L. h 

2、20张普通事件牌以及 5张克尔苏加德专用事件牌；& H' ~: w3 C7 p 

3、4张区域牌（两面）和 1张巢穴牌（两面）；注：对应 NAXX四个大区以及冰

龙巢穴 

4、25张 NAXX的盟军代替物牌（两面）；注：各种小弟 

5、15张 BOSS牌（两面）； 

6、2张小 BOSS牌； 

7、一只猫„„ 
! ]! T2 i; {2 S! K1 V: G& b4 u 

二、        游戏的目标 

对于 BOSS 玩家，游戏的目标相当简 单，消灭所有敢于挑战巫妖王力量的废柴们。

当一个 raider(除了 BOSS玩家的其它玩家。。就是来刷副本的刷子，之后不做

解释)的英雄身上有致命伤害 时（身上的伤害数量等于或大于它的生命值）或无

牌可摸时（摸空牌库），视为此 raider被消灭； 

对于 raider，游戏的目标是团结起来，对抗 NAXX里的各种难题，直到最后面对

克尔苏加德时，击败克尔苏加德（在 BOSS 克尔苏加德身上造成致命伤害），从

而获得游戏的胜利。 

译者注：这段么。。翻不翻译的吧。。 
) U$ I3 b7 [. x3 G# U8 p 

三、        游戏准备 

NAXX推荐三个 raider 来挑战，在提高游戏难度后可以增加一到两个 raider（由

于 NAXX 属于英文 10版后 才推出的副本，建议国内手头没有很强力英文 10版

PVE牌组的玩家们多组点人来 NAXX。。）；每位 raider都应携带一套牌组和一

个英雄。如果有一个 或多个 raider使用联盟，那其它的 raider 不能使用部落，

反之亦然。除此之外没有其它限制，例如：背叛英雄可以和非背叛英雄、恶魔英

雄和非恶魔英 雄，都可以一起来挑战 NAXX。" i! M: p- g5 @  @+ p, r 

当然，raider可以根据标准的牌组构筑方式来构筑牌组（最少 60 张牌，每种牌

不能多于 4张），但需要强调一下，NAXX 是按照与一种新构筑类型的构筑 牌组

对抗而设计和开发的。这种新的构筑类型叫做。。Dedicated Few（译者注：我

想我就叫它“一刀流”吧。。实在不好翻译），其构筑规则是，牌组不少于 60

张，每种牌不能多余 1张。。。 

游戏之前，所有 raider 需要推举他们其中一位 raid leader（就是 RL。。领头



的），RL在整个游戏过程中不能改为其它 raider，即使 RL阵亡了也不可以更换。

我们建议 RL坐在所有 raider正中间的座位上，或尽可能靠近中间的座位上。 

以上为游戏开始前的一些准备，接下来说一下关于“副本重置”的有关事项。1 G* W, m! X% q6 

M 

副本重置 

当副本重置时，所有阵亡 raider的英雄可以复活。所有的 raider 重新切洗他们

的牌组，并将他们的英雄翻为面朝上；BOSS 玩家重新切洗主牌组和 20张事件牌

（5张克尔苏加德事件牌还要单独放置在一旁）。2 p. b5 L6 l+ z 

在游戏开始时，RL 选择一个区域开始进行游戏，每当有一个区被清空时（本区

BOSS全部被消灭），RL可以选择下一个区域或者直接进入冰龙巢穴。选择好区 域

或巢穴后，BOSS玩家将被选到的区域或巢穴的区域/巢穴牌放置好，并将本区域

/巢穴的 BOSS牌按顺序放置好，同时将比格沃斯先生放置进场。。（就是 那只

猫，无费，0攻 1 血，没有攻击能力，它的死活可能会影响某事件）。 

（无法确定首先从哪个区域开始？如果是第一次游戏，我们推荐首先挑战傀儡

区，根据我们的“低”见，所有区域按难度从低到高的排列为：傀儡区、蜘蛛区、

瘟疫区、军事区）。, f- E5 y0 l, r4 ? 

译者注：此难度并没有进行过测试，不排除是官方为了误导玩家而忽悠的顺序。。
1 C) I8 T+ g! l+ n) a8 d 

当副本开始或重置时，所有玩家从牌组中摸七张牌（BOSS玩家从主牌组中摸），

所有玩家（包括 BOSS 玩家）可以进行一次重调。 

首先开始 BOSS玩家的回合，之后按顺时针方向进行游戏；第一回合开始时，BOSS

玩家略过他的摸牌步骤（事件步骤还是有的，之后有说明）。7 t0 c# {- Z' r2 s3 p- a 

译者注：当每个区域被清空时，RL可以选择是继续清理其它区域还是直接去打

冰龙，当继续清理其它区域时，是可以重置副本的，raider们可以将自己的状 态

重新调整至最初开始游戏的阶段；但如果选择直接打冰龙，是没有重置副本机会

的，不过可能资源会比较充裕。每清理完一个区域，就会有一张区域牌翻转，会

给 raider 提供一些有益的状态，具体如何选择，还是各位自行决定吧。 

 

四、        游戏开始! c0 h5 q1 Z, _! Q' f) A 

在副本中，所有具有护卫能力的英雄和盟军是可以护卫所有有方角色的（包括其

它 raider 的英雄及盟军）；( Z7 P8 W% N4 ~. C 

当一个 raider的英雄被消灭时，所有此 raider 的牌要移出游戏，包括结附在其

它玩家牌上的技能牌； 

Raider的行动步骤：所有 raider的行动步骤同标准游戏一样。1 K1 e! c7 I1 N2 p  F& [8 U 

开始阶段：重置步骤---->摸牌步骤 5 J; U& N$ \5 }% [( @' c8 R( R 

动作阶段：使用牌、使用异能、放置资源、进行攻击 

结束阶段：弃牌步骤 

BOSS玩家的行动步骤： 

BOSS玩家的开始阶段中，首先重置所有 BOSS 玩家操控的牌，之后，从主牌组中

摸一张牌。, |! }" a  c' w' t 

然后是事件步骤，当事件步骤开始时，BOSS 玩家展示事件牌组中最上面的一张

事件牌，然后将其加入连锁，当其结算完毕后，这张事件牌进入 BOSS玩家的资

源栏（之后会说明此事件进入资源栏为面朝上还是面朝下）。/ N% u1 K2 C4 \1 J' M 

BOSS玩家的动作阶段，不能放置资源，其它事项与标准游戏一致。 



BOSS玩家的结束阶段，如果 BOSS玩家的手牌多于七张，则需要弃牌，直至手牌

数等于七张为止（所有 raider的手牌上限也是七张）。" ~9 p# x1 F/ _- |% } 

具体如下： 

开始阶段：重置步骤---->摸牌步骤---->事件步骤 5 v/ B3 D7 U" M( Q6 Q 

动作阶段：使用牌、使用异能、进行攻击 

结束阶段：弃牌步骤) |- J, ?' b* A* I 
' t& ~6 L8 s/ f( S) R  U 

事件牌说明 

当副本开始或重置时，将 20张事件牌重新切洗后放入事件牌组（5张克尔苏加

德事件牌单独放置在一旁）。当克尔苏加德进入游戏时，将所有在事件牌组和坟

场的事件牌全部移出游戏，然后将 5张克尔苏加德事件牌切洗后放入事件牌组。
# }2 S, ]) T9 s9 V- H' B 

（在事件牌类型一项中，有很清楚的标识，NaxxramasEvent为普通事件牌，

Kel’ThuzadEvent 为克尔苏加德事件牌） 

当事件步骤开始时，BOSS玩家展示事件牌组中最上面的一张事件牌，然后将其

加入连锁。玩家不能打断事件。当其结算完毕后，这张事件牌进入 BOSS玩家的

资源栏。普通事件牌面朝下进入资源区，而克尔苏加德事件牌面朝上进入资源区。

当事件牌摸完后，略过事件阶段。; h: R9 b5 `, N( l* U 

在 BOSS 玩家资源栏的的牌，不管面朝上还是面朝下，都是资源。当一个资源离

场时，将其放在事件坟场。8 s1 k% E1 d/ S8 C 
2 Q. t9 e2 H8 y/ Y' ~. } 

盟军代替物牌 

当一个 BOSS被消灭时，将其移出游戏，并且在放置下一个 BOSS 进场前，消灭所

有 NAXX 盟军代替物牌（比格沃斯先生不是盟军代替物牌，所以它逃跑了。。） 

当 NAXX 盟军代替物牌离场时，将其放回 NAXX盟军代替物牌堆，并在副本规则

要求将其放置进场时，再次将其放置进场。但当其已经在场时，不能重复放置进 

场，并略过此次将此 NAXX盟军代替物牌放置进场的要求。克尔苏加德的盟军代

替物牌不受此规则限制（具体参见克尔苏加德的规则说明）。9 U1 E! e# f2 `: I; H7 c+ D2 Z, R' Z, L 

以下 BOSS 进入游戏时携带 NAXX盟军代替物牌：大寡妇„„哦，黑女巫法琳娜（按

以前 CWOW 的翻译吧。。）、洛欧塞布、塔迪乌斯、教官拉苏维奥斯和天启四骑

士。所有这些 BOSS 在他们的类型栏内已经写明他们进入游戏时携带的 NAXX盟军

代替物牌种类及数量。 

例如：黑女巫法琳娜进入游戏时携带 2个纳克萨玛斯膜拜者。 

NAXX盟军代替物牌同标准盟军一样，它们只有经过 BOSS玩家的下一个开始阶段

后才能攻击。BOSS 不是盟军，他们可以立即攻击。* U" s1 c! d; s6 a 

三个 BOSS 拥有标记代替物牌（洛欧塞布、冰龙萨菲隆、克尔苏加德）8 o4 @8 i( ^! Q/ R, O( B' B3 \ 

“标记”是一种新的卡牌类型。标记不是技能，所以 raider不能以任何方法响

应或影响这些牌。 
; k$ v. c# d& z7 i 

五、        区域牌说明 5 D2 F- B* S; f# U, ~( l 

NAXX分为四个区域和一个最终巢穴，所有这些区域/巢穴都有一张区域/巢穴牌

来说明其 BOSS顺序。raider不能以任何方法影响这些牌。 

当这些牌面朝上时，这四个区域每个区域都会对 raider某种卡牌类型或战术产

生一些不利影响。当这个区域最后的 BOSS 被消灭时，这个区域即变为“被清空”



的状态，并且将区域牌翻转。这时，本来对玩家不利的状态会变为有利状态，并

会一直持续到游戏结束。: X6 R6 P0 F9 K$ x) P' M 

译者注：四张区域牌正面为不利状态，反面为有利状态，都会影响 raider的牌，

但 raider 只会被正在进行游戏区域的不利状态所影响，而不会被其它未 进行游

戏的区域不利效果影响。而有利状态则是，只要清空一个区域，这个状态就会一

直保留。具体内容请关注后文关于区域牌的翻译。再注：关于这段的描述是我 个

人的看法，我认为在进入一个区域之前，不应受到此区域的不利状态影响，最终

是否如此，以官方的 FAQ为准。。。& K- ~4 c8 E+ I. F( }9 y 

当每个区域被清空时，RL可以选择是继续清理其它未清空区域还是进入冰龙巢

穴。每当 raider进入一个新的区域时，游戏会重置。在场上只保留已清空区域

的区域牌。 

进入冰龙巢穴不能重置游戏。9 b/ A5 o' f; o& K' _1 R 

英雄模式 

在英雄模式中，三个 raider必须清理所有的四个区域（顺序还是由 RL决定）后，

才能进入冰龙巢穴。并且，在重置步骤中，阵亡的英雄不能复活。 

（详细每区的区域牌翻译请见后文） 

 

特殊规则：! b! K6 z0 J% k# v, b 

1、收割者戈提克 

与 BOSS 收割者戈提克的战斗有比较特殊的规则，具体如下：4 G, x& k( Y1 J  y3 S. V7 V: [ 

收割者戈提克入场时：& q- }" s9 A6 y: G 

如果 raider 的数量为偶数，将所有 raider 分为数量相等的两部分（按位置），

BOSS玩家左侧的 raider 为实体（原文为 Unrelenting：残酷的，WOW游戏中一

侧出现的怪物统一名为“残酷的 XX”；为了和之后的鬼魂 Spectral 区分而不产

生歧义，所以暂翻译为 实体），BOSS玩家右侧的 raider为鬼魂。8 B) w# Z6 Y) T: d+ z7 A6 _ 

如果 raider 的数量为奇数，则正中那个 raider既为实体也为鬼魂，他/她左侧

的 raider 为鬼魂，右侧的 raider为实体。2 R: e3 D' w) f! Z 

BOSS玩家既为鬼魂也为实体。所有 BOSS 玩家的牌可以认为是实体牌，也可以认

为是鬼魂牌，或二者均是，最终由 BOSS玩家决定（除非牌上已写明为鬼魂或实

体）。' g- k; T% ~# [7 J 

此规则中最重要的一条：鬼魂玩家或牌不能影响非鬼魂玩家或牌，也不受其影响；

实体玩家或牌不能影响非实体玩家或牌，也不受其影响。 

例如：鬼魂角色不能攻击或伤害非鬼魂角色； 

      鬼魂牌不能以非鬼魂玩家为目标或受到非鬼魂牌及非鬼魂牌产生效

果的影响； 

      只有实体具有护卫能力的角色才能护卫由实体攻击者发动的攻击； 

直到收割者戈提克翻面之前，所有玩家都保持他的状态，无论是鬼魂还是实体，

抑或二者都是。（当在 BOSS操控下的最后一个鬼魂盟军立场时，BOSS会翻面）。 

 

2、天启四骑士 9 W  G+ h; s1 R 

当此 BOSS 牌进入游戏时，将四张盟军代替牌面朝上的放置入场（天启四骑士，

有金边的一面为上）：瑞文戴尔男爵、瑟里耶克爵士、布劳缪克丝女士、库扎兹

领主。在天启四骑士没有都受到致命伤害前，他们都不能离场。* F- m' L& L6 l0 T 

在 BOSS 玩家回合开始，由 RL选择一位骑士翻为面朝下。在天启四骑士被消灭前，



这位骑士始终保持面朝下的状态。 

 

3、冰龙巢穴 7 r9 M/ p6 N3 Z4 e! x7 s$ n 

进入冰龙巢穴并不能重置游戏。 

遵从冰龙巢穴牌的规则。- g( @! N5 j* T 
4 {2 d2 D) p" X$ O 

4、克尔苏加德* w! j# T! R) `+ L; ^" K  _4 t9 m 

当克尔苏加德进入游戏时，将所有在事件牌组和坟场的事件牌全部移出游戏，然

后将 5张克尔苏加德事件牌切洗后放入事件牌组。4 ?! T7 D, j- N& Q: o 

当克尔苏加德进入游戏时，他携带三个克尔苏加德盟军代替物牌进场（从冻土战

士、灵魂编织者、不可阻挡的憎恶之中随机选择，注：是每一个都从三个中随机

选 择）；当下一位玩家的回合开始时，放置剩余六个克尔苏加德盟军代替物牌

中的三个（随机，克尔苏加德盟军代替物牌共计九个，所以此时还有六个）入场；

在这位 玩家之后的下一位玩家的回合开始时，放置最后三个克尔苏加德盟军代

替物牌入场。在所有九个克尔苏加德盟军代替物牌入场之前，克尔苏加德保持免

疫状态。0 A5 T" K2 R  B" u 
7 K! F2 u2 _$ b 

5、其它特殊 BOSS 规则 

所有 BOSS 在他受到致命伤害或生命值为 0前，不能被消灭；在克尔苏加德被消

灭前，BOSS 玩家不会输掉游戏且 raider 不会在游戏中获胜。8 Z: M+ M9 Y$ e8 P! N8 P 

BOSS玩家不会因为摸空主牌组或事件牌组而输掉游戏；当主牌组或事件牌组摸

空时，游戏照常进行。( t$ w- w" G$ t( l% E6 C$ A$ O 

部分 BOSS 拥有“免疫”的关键词能力。当一个 BOSS拥有免疫能力时，他不能攻

击或被攻击，不会受到伤害，不能被指定。 
 

 

区域/巢穴牌及 BOSS 牌的翻译如下： 

一、        蜘蛛区（区域牌）4 ,̀ s4 a# U$ y1 K! U9 T 

本区 BOSS 按顺序为：阿努布雷坎、黑女巫法琳娜、迈克斯纳  C3 R  B8 Z" C8 y" n$ d 

正面：, j( N( E* s9 Y3 z' a 

当 raider 所操控的英雄或盟军将要造成非战斗伤害时，造成原伤害-1 的伤害（反灵力涌动）。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中：横置此区域牌，BOSS 玩家可以从他的坟场中将一张蛛网缠绕（BOSS

技能）拿回手牌。8 R/ a& v' i. |8 n' ^ 

当一个 BOSS 被消灭时，消灭所有的 NAXX 代替物牌。' z- N" c. E5 ^ - ~ - l& a 

当迈克斯纳被消灭时，翻转此区域牌。4 l5 S4 c9 N: i: w1 }( e* m 

反面：( c# c" x' p" G ) ~$ H% C$ a+ O 

当此区域牌翻至此面时，BOSS 玩家要说：“谁敢打扰我神圣的领地，警告你，所有侵入这里

的人都已经被毁灭了。” 

当 raider 所操控的英雄或盟军将要造成非战斗伤害时，造成原伤害+1 的伤害。（此效果一直

存在，直到游戏结束，游戏重置也不需收回此牌）7 ?$ g& a7 :̀ c) R. G6 G5 z 

 

BOSS1：阿努布雷坎（BOSS 英雄，地穴领主）6 点生命- e( M( [1 M+ Q' f3 W- p' E. p# V 

正面：% w- Z1 H: R5 N* l1 l 

此 BOSS 具有突袭 2（突袭：在你的回合中得到相应的攻击力，比如阿努布雷坎在 BOSS 玩家



的回合中得到+2 的攻击力）。, @( n; }! R( ]: M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开始时，阿努布雷坎对一个随机 raider 的英雄造成 2 点近战伤害。$ ?4 w) d1  ̀ {" y% q3 k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中，BOSS 玩家可以支付 3 费，将阿努布雷坎翻为面朝下。 

反面： 

当阿努布雷坎翻为此面时，将一个地穴守卫（之后 NAXX 代替物牌中会有介绍）放置进场。, 

i% ,̀ e, R8 c; ? 

阿努布雷坎不能攻击。+ T7 W% F& M0 U 

当一个英雄或盟军对阿努布雷坎造成战斗伤害时，阿努布雷坎对该角色造成 2 点自然伤害。 

在 BOSS 玩家回合开始时，将阿努布雷坎翻为面朝上。 

 

BOSS2：黑女巫法琳娜（BOSS 英雄，人类女巫）9 点生命  + M; r% X6 X: O5 S 

入场时携带两个纳克萨玛斯膜拜者( Y8 F# k. Z; B! ]2 \" h3 p: | 

正面：# S# R2 R+ D. s  ]; Z 

此 BOSS 具有突袭 5。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开始时，法琳娜对每个 raider 的英雄造成 3 点火焰伤害。" G2 B& \  W/ x/ G; v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中，BOSS 玩家可以支付 6 费，将阿努布雷坎翻为面朝下。9 z. n$ R( H+ v. s 

反面：  F4 V; D1 e- [4 |% Z 

此 BOSS 具有突袭 8。 

BOSS 玩家可以支付 2 费，将法琳娜重置。, S9 H, F! M. L# T, j* b2 H 

 

BOSS3：迈克斯纳（BOSS 英雄，巨型蜘蛛）18 点生命  5 i2 C/ ]4 j5 h9 G3 P 

正面：! h$ p; [% [% G! D0 Y 

此 BOSS 具有突袭 8。- ~' v. x0 V" ~% |# w# @$ N$ l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开始时，目标 raider 的队伍中的英雄及盟军本回合失去且不能具有能力。
& f' N4 _ + M: c' o5 z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中，BOSS 玩家可以支付 9 费，将阿努布雷坎翻为面朝下。 

反面：0 F9 i' E) z, K; M 

此 BOSS 具有突袭 12。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开始时，如果上一回合不是 BOSS 玩家的回合，则下一回合也为 BOSS 玩

家的回合（既可以连续动作两回合）。( n, Z/ ]! i" Z/ C 

 

二、        傀儡区（区域牌）  M1 B2 A% B) z( u7 Y% u0 c 

本区 BOSS 按顺序为：帕奇维克、格罗布鲁斯、格拉斯、塔迪乌斯 

正面：3 n/ ]8 S' d3 O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结束时，如果该 BOSS 为面朝上且不处于免疫状态，则在场上添加一个

狂暴指示物。之后，当场上有 3 个或更多狂暴指示物时，将该 BOSS 翻为面朝下。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中：横置此区域牌，BOSS 玩家可以从他的坟场中将一张致命伤口（BOSS

技能）拿回手牌。5 W" I0 Y6 j* Z: F2 F+ c 

当一个 BOSS 被消灭时，移除所有狂暴指示物并消灭所有的 NAXX 代替物牌。 

当塔迪乌斯被消灭时，翻转此区域牌。2 v9 ?  b. T5 P: i; t3 r: j/ c 

反面：1 q/ e7 J% M% X# K4 n; ^ 

当此区域牌翻至此面时，BOSS 玩家要说：“蠢货，你以为你们已经赢了？你们只是朝深渊更

近了一步！” 

当 RL 的回合结束时，如果场上的狂暴指示物少于 3 个，则在场上添加一个狂暴指示物。 



任意 raider：移除场上的 3 个狂暴指示物，将所有 raider 的英雄翻为面朝上（此效果一直存

在，直到游戏结束，游戏重置也不需收回此牌）。+ l6 l+ E/ X9 Y  Q6 l 
' {# v- U0 B$ M! ` 

BOSS1：帕奇维克（BOSS 英雄，憎恶）6 点生命$ U7 W7 z1 s9 ~$ f/ P 

正面： 

此 BOSS 具有突袭 10。 

此 BOSS 具有显著（显著：当此角色攻击时，对方所有的英雄或盟军都可以护卫）。* ]3 r9 [2 B4 A# e1 H+ @) M 

反面： 

此 BOSS 具有突袭 12。 

此 BOSS 具有显著。 

当 BOSS 玩家的回合开始时，BOSS 玩家可以消灭目标盟军。0 c' @* U( G, O' u9 J 

 

BOSS2：格罗布鲁斯（BOSS 英雄，血肉巨人）15 点生命" C* ^- N. p* k3 R$ H 

正面：7 \1 p7 t6 C! R# r; a; b 

此 BOSS 具有突袭 7。7 f3 X$ E+ W: p1 d% X 

此 BOSS 具有显著。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开始时，在随机 raider 的英雄身上放置一个剧毒指示物。之后，每位英

雄身上每有一个剧毒指示物，格罗布鲁斯对其造成 3 点自然伤害。 

当格罗布鲁斯被消灭时，从游戏中移除所有的剧毒指示物。: U$ t; X( p9 m# o" H/ \ 

反面： 

此 BOSS 具有突袭 10。9 Y$ {$ k+ J  \* k 

此 BOSS 具有显著。: Y" v: r3 z: j5 q+ C7 j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结束时，每位英雄身上每有一个剧毒指示物，格罗布鲁斯对其造成 10

点自然伤害。# M  r# l/ A7 i7 k 

当格罗布鲁斯被消灭时，从游戏中移除所有的剧毒指示物。# `5 K& ^8 R9 G 
/ V( G8 k; L* m7 I 

BOSS3：格拉斯（BOSS 英雄，瘟疫犬）18 点生命# r& l2 Q% M- u7 I; K" G 

正面： 

此 BOSS 具有突袭 6。( I3 {& T' }7 c 

此 BOSS 具有显著。 

在每位 raider 的回合开始时，放置一个僵尸入场。: B; @0 Z+ S2 j9 q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中：BOSS 玩家可以消灭一个僵尸，使格拉斯对自己治疗 3 点伤害。* I7 S" K6 J' C1 E- w; ^# W 

反面： 

此 BOSS 具有突袭 6。: M0 @6 h2 ]" c3 p8 ?2 f5 g 

此 BOSS 具有显著。 

当格拉斯翻为此面时，在所有 raider 的英雄身上放置伤害，直到伤害等于其生命值-6 为止（例

如某战士 30 点血，则在其身上伤害改为 24 点）。! U( S5 K6 s% V" k+ \8 ? 

当格拉斯被消灭时，从所有 raider 的英雄身上移除 15 点伤害。' j0 n6 P+ E0 :̀ q - h4 o 

 

BOSS4：塔迪乌斯（BOSS 英雄，血肉巨人）50 点生命& s/ }+ \9 Z' ?9 q 

正面：; W$ _- _& J! H 

当斯塔拉格或费尔根在场上时，塔迪乌斯处于免疫状态，失去且不能具有任何其它能力。; M4 s3 M4 G6 

h2 a3 d" @& |: ^ 

此 BOSS 具有突袭 10。 



此 BOSS 具有显著。  \: t( O/ Z( H6 P 

在每位 raider 的回合开始时，如果此 raider 场上角色数量为奇数时，塔迪乌斯对此 raider 的

英雄造成 10 点伤害；否则，则此 raider 的英雄对塔迪乌斯造成 10 点伤害。 

反面：8 p8 Z% M, C% M$ H7 z3 M* ]% K 

此 BOSS 具有突袭 15。 

此 BOSS 具有显著。 

当 BOSS 玩家的回合开始时，塔迪乌斯对所有敌对英雄及盟军造成 10 点自然伤害。 
7 t; u4 R- h5 c8 N4 h5 e 

三、        军事区（区域牌）4 [; ?+ M6 H$ ]1 n# q 

本区 BOSS 按顺序为：教官拉苏维奥斯、收割者戈提克、天启四骑士 2 x& H/ u6 a: O* x2 Q2 r 

正面： 

所有武器得到-1 攻击力。 

所有防具得到-1 防御力。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中：横置此区域牌，BOSS 玩家可以从他的坟场中将一张收割灵魂（BOSS

技能）拿回手牌。, }7 q" w$ F( I7 j7 A 

当一个 BOSS 被消灭时，消灭所有的 NAXX 代替物牌。5 j9 A  S7 O6 k& b 

当天启四骑士被消灭时，翻转此区域牌。 

反面： 

当此区域牌翻至此面时，BOSS 玩家要说：“我已经厌倦了这场游戏，继续吧，我会把你们的

灵魂逐入虚空！”1 a* ~7 `( '̀ _0 w+ Q& k 

所有武器得到+1 攻击力。 

所有防具得到+1 防御力。 

（此效果一直存在，直到游戏结束，游戏重置也不需收回此牌）。; |2 @( s4 B9 d9 } 

 

BOSS1：教官拉苏维奥斯（BOSS 英雄，人类死亡骑士）6 点生命  5 [# D3 b+ b. i9 O6 F9 @ 

入场时携带两个死亡骑士新兵 4 o$ P* y; S9 t3 o2 H9 [ 

正面： 

此 BOSS 具有突袭 4。 

当一个死亡骑士新兵离开 BOSS 玩家的控制时，将拉苏维奥斯翻为面朝下。 

反面： 

此 BOSS 具有突袭 10。 

拉苏维奥斯若能攻击则必须攻击，且若能攻击死亡骑士新兵则只能攻击死亡骑士新兵。! L  s7 l+ C' C0 I6 W4 ` 
1 I) a7 D% c6 J - R 

BOSS2：收割者戈提克（BOSS 英雄，人类死灵法师）6 点生命  3 u0 h/ e. U! [% G. F; B7 Y 

入场时携带四个实体死亡骑士- _, R% j9 A: A 

正面： 

此 BOSS 处于免疫状态。8 W: U8 F" Q" Z9 d7 o 

当戈提克进入游戏时，参见戈提克特殊规则（见上文）# F* I2 e  i4 q4 x' o+ o" c7 P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开始，放置 2 个实体死亡骑兵入场（本效果游戏内只能使用一次）。 

当最后一个鬼魂盟军离开 BOSS 玩家的控制时，将戈提克翻为面朝下。( w  M; A! I" X   ̀ S6 n9 f/ o' I 

反面：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中，BOSS 玩家可以横置戈提克，使其对目标盟军造成 4 点暗影伤害。* D' ?9 d2 D7 R/ 

I" \" @% Q, | 

当戈提克被消灭时，他对所有 raider 的英雄造成 4 点暗影伤害。 



 

BOSS3：天启四骑士（BOSS 英雄，骑士）无生命标识  : {( m& _. v! Y  i! _1 W3 {9 G 

入场时携带天启四骑士（四个不同的骑士 horseman） 

正面： 

此 BOSS 处于免疫状态。7 o1 D4 d5 [1 E+ }% x% g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开始时，由 RL 选择一个骑士(horseman)，将其翻为面朝下。 

在所有的四个骑士(horseman)身上都有致命伤害前，任一骑士(horseman)不能离场。8 e( k+ z3 a* d* ` 

当有一个骑士(horseman)身上有致命伤害时，将此卡翻为面朝下。7 f3 _; H& T/ A- n* P, ~+ A 

反面：3 z( O/ c0 O. Y 

此 BOSS 处于免疫状态。# d  C# X: p3 f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开始时，由 RL 选择一个骑士(horseman)，将其翻为面朝下。) {8 ~5 M2 X$ R5 H+ V 

在所有的四名骑士(horseman)身上都有致命伤害前，任一骑士(horseman)不能离场。 

当一个骑士(horseman)身上有致命伤害时，该骑士(horseman)攻击力变为 0 切不能增加攻击

力。% l8 R5 W0 U$ x4 L! m) x1 X : \% i 

当四个骑士(horseman)离场时，消灭此 BOSS 牌。 

 

四、        瘟疫区（区域牌） 

本区 BOSS 按顺序为：瘟疫使者诺斯、肮脏的希尔盖、洛欧塞布) b7 c  Z0 ^! x( E6 c" ] 

正面： 

所有 raider 的盟军得到-1 攻击和-1 生命。( Z& ]* ~# e3 Y7 d1 H: P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中：横置此区域牌，BOSS 玩家可以从他的坟场中将一张衰老疫病（BOSS

技能）拿回手牌。 

当一个 BOSS 被消灭时，消灭所有的 NAXX 代替物牌。 

当洛欧塞布被消灭时，翻转此区域牌。( F0 {" b$ K. p0 J 

反面：2 o7 q$ @. S% o2 I" k 

当此区域牌翻至此面时，BOSS 玩家要说：“你们还没有意识到你们将要面对怎样的恐怖。纳

克萨玛斯的冰冷之心在等待着你们！” 

所有 raider 的盟军得到+1 攻击和+1 生命。 

（此效果一直存在，直到游戏结束，游戏重置也不需收回此牌）。$ M2 j0 g2 o% F2 v" j  t' m 

 

BOSS1：瘟疫使者诺斯（BOSS 英雄，人类死灵法师）4 点生命  3 g$ |  h* E8 G% r9 R2 d3 j. D# G 

正面：$ T! U' F/ ~( M2 N 

此 BOSS 具有突袭 3。! J8 i/ l4 g; Y. V) W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结束时，放置一个瘟疫战士进场并将诺斯翻为面朝下。3 j( q* h6 p+ a4 Z/ _ 

反面：+ h% B( _; v6 z. D4 f9 B. e2 q# r 

此 BOSS 具有隐遁。: P5 c' K0 u/ V  t# @" j 

诺斯不能进行攻击。6 n+ f8 u- r8 a, t: X1 t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结束时，放置一个瘟疫勇士进场并将诺斯翻为面朝上。2 _; X( H3 p, S 
; }) J9 R3 B+ p. Q 

BOSS2：肮脏的希尔盖（BOSS 英雄，人类死灵法师）8 点生命  ; r5 Q+ L# |; E 

正面： 

此 BOSS 具有突袭 5。7 M0 S7 x, Q1 ^1 s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开始时，BOSS 玩家掷一面色子，如果是奇数，希尔盖对所有 raider 的横

置英雄或盟军造成所掷出点数的自然伤害。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结束时，将希尔盖翻为面朝下。* V1 q& A) e% V% ^ 

反面：+ M5 e/ f. f" x* R! C 

希尔盖不能进行攻击。/ z! c  y/ r- l3 d8 j 

当任一英雄或盟军对希尔盖造成战斗伤害时，希尔盖对改角色造成 3 点自然伤害。% G. b: a7 l/ C9 T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开始时，BOSS 玩家掷一面色子，如果是偶数，希尔盖对所有 raider 的未

横置英雄或盟军造成所掷出点数的自然伤害。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结束时，将希尔盖翻为面朝上。! [7 [4 D# ^, z" {2 e7 b6 b* {5 v, G 
9 i; C8 @& U( s3 P, O) E 

BOSS3：洛欧塞布（BOSS 英雄，霉菌野兽）30 点生命  

入场时携带一个孢子$ r$ x# `# x- k; Q 

正面：5 d3 q/ W! q: A 

此 BOSS 具有突袭 8。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结束时，洛欧塞布对所有 raider 的英雄造成 3 点暗影伤害并将洛欧塞布

翻为面朝下。6 z& u) L+ }  i( F* c2 J2 o9 {* { 

反面： 

此 BOSS 具有突袭 8。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结束时，洛欧塞布对所有 raider 的盟军造成 3 点暗影伤害，之后消灭真

菌蔓延(标记的一种，之后会有翻译)，放置一个孢子进场并将洛欧塞布翻为面朝上。& n) I/ \) M4 j! t 
$ y% J4 \2 q! j% b: B 

五、        冰龙巢穴（巢穴牌）  H9 t' L- w" s 

本区 BOSS 按顺序为：萨菲隆、克尔苏加德, F3 [$ t; k" t7 j# j6 Q  n 

正面：6 }* H1 O5 _6 o+ {9 U 

当 raider 进入冰龙巢穴时，BOSS 玩家将他的坟场中的牌洗入他的牌库，之后摸 7 张牌。 

BOSS 玩家可以横置此巢穴牌，之后摸一张牌。 

当萨菲隆受到伤害时，萨菲隆对伤害来源造成 1 点冰霜伤害。 

当萨菲隆被消灭时，将此牌翻为面朝下。/ K* F: q: o4 c 

反面：0 Y5 C3 h8 g/ c3 i3 c 

当此巢穴牌翻到此面时，随机放置三个克尔苏加德盟军代替物牌进场。) L, a1 V* o+ j, I8 z5 t 

在每个 raider 的回合开始时，放置三个随机的克尔苏加德盟军代替物牌入场。2 p+ l; E7 Q5 M* s$ v( u! f% X 

克尔苏加德在少于九个克尔苏加德盟军代替物牌入场前处于免疫状态。; K# i1 m- b# D4 A- g, |* l 

BOSS 玩家可以横置此巢穴牌，之后摸一张牌。4 w, _  Q( G* }: s) S4 f) R3 E3 ? 
1 ]+ T2 H/ H 0 `! X 

BOSS1：萨菲隆（BOSS 英雄，冰霜巨龙）5 攻（冰霜）20 点生命  

正面： 

当萨菲隆横置时，他对目标英雄造成 5 点近战伤害。3 e( y, z5 D, d7 Z0 Y7 Y ) z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结束时，萨菲隆对随机 raider 的英雄造成 5 点暗影伤害，每以此法造成

1 点伤害，则萨菲隆为自己治疗 1 点伤害，之后翻转萨菲隆。9 S2 P( B1 [3 I# T3 Z$ T & V 

反面：（此面没有攻击力）+ W; s- J* ^' ?+ q. i2 r; U- _ 

近战伤害的牌不能攻击或横置。% w# C( N& y9 v% V; S7 n$ T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开始时，萨菲隆对随机 raider 的英雄造成 5 点冰霜伤害，之后将冰封（标

记牌，之后会有翻译）结附在此英雄上。0 M* O5 X' f% D9 F1 x' G( r 

任意 raider 可以弃一张牌，之后在他的英雄或所有盟军上添加一个掩蔽指示物。 
1 X8 l( |5 |2 R1 S 

BOSS2：克尔苏加德（BOSS 英雄，巫妖）3 攻（冰霜）33 点生命 / N4 W3 p; D ( n+ v5 j 



正面：+ P1 C7 v9 Q5 z$ e 

当克尔苏加德失去免疫状态时，获得目标盟军的操控权。之后搜索一个牌库（任一 raider

的），坟场（任一 raider 的），手牌（任一 raider 的）和一出游戏区，BOSS 玩家可以从中各

挑选一个在 BOSS 玩家的操控下放置进场。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结束时，将克尔苏加德翻为面朝下。 

反面：（此面没有攻击力）, o+ E! d* R3 t0 ^( ^, c# Y 

在每个 raider 的回合结束时，克尔苏加德对此 raider 的英雄草成 30 点冰霜伤害。 

任意 raider 可以横置一张他所操控的近战牌，从而放置克尔苏加德对他英雄造成的这 30 点

冰霜伤害。 

 

 

事件牌翻译如下：  t5 y& w8 p- {" e' ^( D 2 x 

普通事件： 

事件 1：集中兵力 

BOSS 玩家所操控的目标英雄或盟军本回合得到突袭 3。 

如果正在傀儡区进行战斗，则该英雄或盟军改为本回合得到突袭 6 且攻击不能被护卫。0 Z& J  D2 G- D/ m6 l 

事件 2：巢主之怒( ^8 J# U, _' K; M! l5 r 

BOSS 玩家选择目标 raider，此 raider 所操控的英雄及盟军本回合失去且不能具有能力。 

如果正在蜘蛛区进行战斗，则所有 raider 的英雄和盟军本回合失去且不能具有能力。 

事件 3：猫之嚎叫（请原谅我这么翻译……） 

如果比格沃斯先生仍在场，则它对所有 raider 的英雄各治疗 5 点伤害，之后所有 raider 摸一

张牌；如果比格沃斯先生未在场，则 BOSS 对所有 raider 的英雄造成 5 点猫抓伤害，之后所

有 raider 弃一张牌。 

事件 4：不死的寒意 

将所有 raider 的英雄翻为面朝下。3 j& F: J3 c) x" m7 v1 i8 j & U 

如果正在冰龙巢穴战斗，则 BOSS 对所有 raider 的英雄造成 5 点冰霜伤害。/ J6 B" h: w5 w 

事件 5：崩溃 0 |$ H/ L2 P5 j5 ^ 

RL 将他的三张面朝上的资源翻为面朝下 

事件 6：疲惫不堪- c3 x" S; x  o( s3 A 

BOSS 玩家选择目标 raider，此 raider 本回合不能使用牌。1 h1 W. I( I9 Q- T3 }$ N+ N$ |5 v% c 

如果正在瘟疫区战斗，则此 raider 的下一个回合，他也不能使用牌。 

事件 7：幸运礼物 

RL 选择以下两项中的一项：RL 摸三张牌；或所有 raider 各摸一张牌。. f5 }; X  :̀ _" @6 b% v 

事件 8：寒冷的绝望 

RL 选择以下两项中的一项：BOSS 对 RL 的英雄造成 9 点冰霜伤害；或 BOSS 对所有 raider 的

英雄各造成 3 点冰霜伤害。 

事件 9：墓穴契约 

BOSS 玩家本回合使用牌时，少支付 1 费。 

事件 10：加速准备 

RL 选择以下两项中的一项：RL 重置他所有的资源；或所有 raider 各重置自己两个资源。 

事件 11：冰冷点心" l8 h! O2 Y% p 

BOSS 玩家摸三张牌。 

事件 12：不可避免的失败( o) [+ T8 h% w+ |/ |  J 

BOSS 玩家检视目标 raider 的手牌，并从中选一张，该 raider 弃掉此牌。9 C" [* U) {! G3 ?6 x 



事件 13：过早的启程& j( b$ T/ {6 p 

RL 消灭一个技能、盟军、和装备（在所有 raider 场上的牌中选择）。 

事件 14：贪婪的惩罚+ j, o! y2 ,̀ Z) u6 F& S 

所有 raider 中手牌最多的 raider 弃掉一张牌；' Q9 I! k$ W; ^. p, y2 O/ N 

所有 raider 中有面朝上资源数量最多的 raider，将他一个资源翻为面朝下；( w$ ]. P" V. p. _0 \ 

BOSS 对所有 raider 的英雄中身上伤害数最少的英雄造成 5 点冰霜伤害； 

BOSS 玩家可以决定上述三项的发动次序。  U' e% q$ G6 T2 [7 L( m5 B. z 

事件 15：无情精准 9 w' e% x, ;̀ f7 ] 

BOSS 玩家消灭目标装备（在所有 raider 场上的牌中选择）。' p8 U; Q( B1 c1 s ( [+ g 

如果正在军事区进行战斗，则 BOSS 对被消灭装备 raider 的英雄造成 X 点近战伤害，X 等于

被消灭装备的费用。, O8 N9 \8 R: H2 s 

事件 16：湮灭之影 

将所有 raider 坟场中的牌从游戏中除外。 

事件 17：信仰考验 2 Z1 w+ n; P4 \) j+ f 

所有玩家各掷一次色子。所有比 BOSS 玩家掷出点数大的 raider，在此 raider 的下一个回合

结束后，进行一个额外的属于此 raider 的回合；所有比 BOSS 玩家掷出点数小的 raider，略

过此 raider 的下一个回合。7 l* R# R- A( x/ E; z 

事件 18：阴影侵扰( g0 R7 i0 L) ^. ^ # f 

RL 选择以下两项中的一项：RL 弃三张牌；或所有 raider 各弃一张牌。 

事件 19：及时缓解 

RL 选择以下两项中的一项：RL 的英雄对自己治疗 6 点伤害；或所有 raider 的英雄各对自己

治疗 2 点伤害。 

事件 20：不洁治愈% g5 m8 L- F: {, J5 d 

每当 BOSS 玩家本回合使用一个技能时，目标英雄或盟军对 BOSS 治疗 2 点伤害。 

克尔苏加德事件 

事件 1：克尔苏加德冲击, i* a. I& x2 u7 m- O 

持续：在 BOSS 玩家的回合结束时，克尔苏加德对随机 raider 的英雄造成 5 点冰霜伤害，并

将冰霜冲击（标记牌，之后会有翻译）结附在此英雄上。 

事件 2：克尔苏加德爆裂 

持续：在 BOSS 玩家的回合结束时，所有 raider 各消灭他们的三个资源。 

事件 3：克尔苏加德裂隙 

持续：在 BOSS 玩家的回合结束时，选择一个技能，之后选择一个盟军，之后选择一个装备

（以上三项在所有 raider 场上的牌中选择），将他们全部移出游戏。* u2 H9 m5 E. r8 x- C, b& a 

事件 4：克尔苏加德的守卫 

持续：在 BOSS 玩家的回合结束时，将一个寒冰皇冠守卫放置进场。3 G$ c( u0 F) ~- x% v 

事件 5：克尔苏加德群扫 

持续，在 BOSS 玩家的回合结束时，克尔苏加德对所有 raider 的英雄和盟军造成 3 点冰霜伤

害。 

 

NAXX 盟军代替物牌翻译 

A、瑞文戴尔男爵：人类死亡骑士，骑士（horseman） 

正面：5 攻（近战）10 血 1 G# Y8 k: w- W% k 

在 BOSS 玩家回合结束时，RL 选择一个 raider，此 raider 随机弃一张牌。6 N$ ~. u/ d' @" |2 Q8 D ) C 

反面：5 攻（近战）10 血 2 J9 y+ d! P+ M  ^& i 



在 BOSS 玩家回合结束时，所有 raider 各随机弃一张牌。4 O) a9 ?/ d" u 

B、库扎兹领主：矮人死亡骑士，骑士（horseman） 

正面：5 攻（近战）10 血 

在 BOSS 玩家回合结束时，RL 选择一个 raider 的盟军，库扎兹对此盟军造成 5 点火焰伤害。
9 J5 h! T, r; X) j 

反面：5 攻（近战）10 血( q2 P/ o9 M# U, | 

在 BOSS 玩家回合结束时，库扎兹对所有 raider 的盟军造成各 5 点火焰伤害。- |" L9 |7 Z  L 

C、布劳缪克丝女士：人类死亡骑士，骑士（horseman）, O% t2 g/ s* z& f" [ 

正面：3 攻（暗影）10 血 

具有远程能力 

在 BOSS 玩家回合结束时，RL 选择一个 raider 的技能或装备，将此技能或装备从游戏中移除。 

反面：3 攻（暗影）10 血- o5 k& |* c/ l# X$ L" g 

具有远程能力  S% J2 ~: q! G. F6 A 

在 BOSS 玩家回合结束时，将所有 raider 的技能和装备从游戏中移除。3 I. E8 j" h+ P4 z* t 

D、瑟里耶克爵士：人类死亡骑士，骑士（horseman）6 s7 R/ R) T9 p! v  s3 R 

正面：3 攻（神圣）10 血 

具有远程能力; f. I) b/ q) I6 I* s 

在 BOSS 玩家回合结束时，RL 选择一个 raider 的英雄，瑟里耶克对此英雄造成 5 点不能被防

止的神圣伤害。1 h  \, e0 Z. D0 Y  W' @ 

反面：3 攻（神圣）10 血! s0 Q, O' u' y( v 

具有远程能力 

在 BOSS 玩家回合结束时，瑟里耶克对此所有 raider 的英雄各造成 5 点不能被防止的神圣伤

害。! I3 {/ t7 K$ f8 Z. g* R' X 

1、地穴守卫：地穴恶魔（种族）共计 2 个/ F  ^/ |9 Q8 y% B) `5 o4 C 

4 攻（近战）4 血 

当此盟军进场时，BOSS 玩家可以从他的牌组中搜寻一张蛛网缠绕，并将此技能结附在场上

的目标盟军或英雄上。" z' W+ V5 c% r1 ~! t$ Q5 ?" X. J 

2、纳克萨玛斯膜拜者：人类膜拜者，共计 2 个) o# z# g+ b# } 

1 攻（火焰）5 血 

所有 raider 都可以横置他队伍中的一个牧师，从而得到纳克萨玛斯膜拜者的操控权。/ A2 U+ i) N+ B8 o 

当任意 raider 拥有纳克萨玛斯膜拜者的操控权时，他可以消灭此盟军，将黑女巫法琳娜翻为

面朝上。- \1 A) J  w1 x! `0 Y 

3、僵尸：僵尸，共计 5 个:  ̀ _/ p0 M- E; a# }2 Z 

3 攻（近战）3 血 2 G" a, b# p" j% o 

所有 raider 都可以横置他队伍中的一个死亡骑士、猎人、圣骑士、萨满或战士，从而将僵尸

横置。. i# |- y: y9 w. S5 ] 

4、斯塔拉格：幽魂，共计 1 个（小 BOSS） 

0 攻（近战）10 血 5 Y* W$ g( ^% Y& ~6 d8 f# n. r 

此盟军具有显著。 

此盟军具有突袭 5。 

当此盟军进场时，所有 raider 的英雄和盟军本回合得到-5 攻击力。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开始时，如果费尔根不在场上，则 BOSS 玩家将费尔根放置进场。 

5、费尔根：幽魂，共计 1 个（小 BOSS） 

0 攻（近战）10 血 8 x# v2 D" p( z* O4 j1 B3 B: Z 



此盟军具有显著。 

此盟军具有突袭 5。' T! c5 E# T5 ^, A/ h 

当此盟军进场时，他对所有 raider 的英雄和盟军造成 2 点暗影伤害。 

在 BOSS 玩家的回合开始时，如果斯塔拉格不在场上，则 BOSS 玩家将斯塔拉格放置进场。2 J1 S+ b# 

[# T 

6、死亡骑士新兵：人类死亡骑士，共计 2 个& l. {+ S% c2 v+ K  ]6 h 

1 攻（近战）15 血" U; M) w1 y/ v& _$ ~* F2 o" U - U# \ 

所有 raider 都可以横置他的一个非代替物盟军，从而获得死亡骑士新兵的操控权。- b1 Q. [7 _' [; F8 @: o 

7、实体死亡骑士：人类死亡骑士，共计 4 个 

2 攻（近战）1 血 8 e/ f5 y( j1 \  L! Q. a 9 M! l7 @ 

当此盟军离场时，BOSS 玩家可以将一个鬼魂死亡骑士放置进场。 

8、实体死亡骑兵：人类死亡骑士，共计 2 个 

2 攻（近战）2 血 5 I9 t* `- J9 g 

此盟军具有狂暴 

当此盟军离场时，BOSS 玩家可以将一个鬼魂死亡骑兵放置进场。, c& e4 i1 ]3 o6 V5 w7 `9 g 

9、鬼魂死亡骑士：鬼魂死亡骑士，共计 4 个 

2 攻（近战）1 血 

当此盟军对英雄或盟军造成战斗伤害时，他同时对此英雄或盟军所在的整个队伍（既该 raider

所操控的所有英雄及盟军）造成 1 点近战伤害。 

10、鬼魂死亡骑兵：鬼魂死亡骑士，共计 2 个 9 W! @- N' b- N: Z8 ]6 E 

2 攻（近战）2 血 

此盟军具有狂暴 

当此盟军受到伤害时，他对伤害来源造成 1 点暗影伤害。/ A" z3 [$ w2 ] 

11、瘟疫勇士：骷髅，共计 2 个 

1 攻（暗影）1 血 

此盟军具有护卫. N* ]+ }: u; H0 M+ B7 n 

12、瘟疫战士：骷髅，共计 2 个 

1 攻（近战）1 血 

当此盟军对英雄造成战斗伤害时，他对其他所有 raider 的英雄造成同样的伤害。 

13、孢子：孢子(种族)，共计 1 个 

0 攻（近战）4 血 

此盟军不能攻击# Y# ]  \5 [6 s 

所有 raider 的英雄和盟军不能受到治疗. p. h" Q6 ]  x  q3 d2 f1 g 

当此盟军受到一个英雄或盟军的致命伤害时，将真菌蔓延结附在此角色队伍中的英雄上。 

14、灵魂编织者：女妖，共计 3 个 

2 攻（暗影）2 血 5 T! m8 q# _1 Y6 c6 v+ D 

不受近战类型的伤害 1 B9 U1 i+ w, s, L/ | 

当此盟军入场时，将目标非英雄牌（在所有 raider 场上的牌中选择）置于其拥有者手上。 

15、不可阻挡的憎恶：憎恶，共计 3 个$ Q/ L. `# _1 } 

4 攻（近战）4 血/ f+ C) `2 w7 e6 P- k; i & \! } 

此盟军的攻击不能被护卫。 

此盟军造成的伤害不能被防止。4 ]5 M: F3 I7 i/ m, K) [ 

16、冻土战士：骷髅，共计 3 个 

3 攻（近战）1 血 



当此盟军进场时，BOSS 玩家摸一张牌。0 w" S; w5 h: q! O7 z9 ?/ Z 

17、寒冰皇冠守卫：地穴领主，共计 2 个 

0 攻（物理）0 血 

此盟军具有护卫 

若场上每有一个面朝上的事件牌，则此盟军+1 攻击+1 生命。" G) G: L. t/ S3 A 
5 X7 f" o; A0 W2 f: U. d1 g 

标记牌翻译; h7 \/ S6 l! ^) u% b. H" M 

1、        真菌蔓延：洛欧塞布标记 

持续：当被结附的英雄队伍中的英雄或盟军将要造成伤害或将要治疗时，造成原伤害+2 的

伤害或原治疗+2 的治疗。 

当洛欧塞布被消灭时，消灭真菌蔓延。 

2、        冰封：萨菲隆标记 7 F7 p( x7 k0 D' r, I9 a3 D - v 

持续：当冰封结附在一个英雄上时，在其队伍中英雄及所有盟军上添加一个掩蔽指示物。 

被结附的英雄不能攻击、横置或受到伤害。) k# l" s6 h. f  ? 

在 BOSS 玩家回合结束时，消灭冰封，之后萨菲隆对所有没有掩蔽指示物的英雄和盟军造成

150000 点不可防止的冰霜伤害。然后移除所有的掩蔽指示物并将萨菲隆翻面。9 f0 b' f: D9 ^, m$ W 

3、        冰霜冲击：克尔苏加德标记 

持续：被结附的英雄不能攻击、横置或受到伤害。/ w0 t/ y; m, \  s, F+ V; m+ x 

在 BOSS 玩家回合开始时，消灭冰霜冲击，并且克尔苏加德对被结附英雄造成 10 点冰霜伤

害。& |  e' V1 `7 I+ S( D7 } 
: {: }: W' n; E7 Z 

猫……牌 

比格沃斯先生& X3 M' e( w5 v% G9 D% M 

无攻击力 1 血 

此盟军不能攻击 

当此盟军被消灭时，BOSS 玩家需要说：“不！！！诅咒你，入侵者。巫妖王的军队会消灭你，

你逃脱不了你的命运。” 

 

技能牌翻译（所有技能牌作为 BOSS 玩家的主牌组）1 P0 F- I. c- \' J 

所有技能牌均为 4 张，共计 13 种 

1、        蛛网缠绕（2 费，普通）4 ]* {; ,̀ {" u5 D# T  ] 

3 血 

结附目标英雄或盟军（在所有 raider 场上的牌中选择）- c) L, @- c: k( D 

持续：在 BOSS 玩家回合开始时，BOSS 对被结附者造成 3 点自然伤害 

被结附者不能攻击或横置，失去且不能具有能力。: P3 a( k- X3 h# t# c' G1 F. } 

此技能可以向盟军一样被攻击和指定。 

2、        不屈之痛（1 费，普通） 

持续：横置此牌，BOSS 玩家所操控的目标英雄或盟军本回合得到突袭 2，且其造成的伤害

不能被防止。 

3、        暗影裂隙（6 费，普通）8 F$ P6 L; G. o: |7 f% J 

选择一个技能，之后选择一个盟军，之后选择一个装备（以上三项在所有 raider 场上的牌中

选择），将他们移出游戏。+ M- E& f. l9 o( h9 z2 ~ 9 } 

4、        致命伤口（2 费，普通） 

结附目标英雄（在所有 raider 场上的牌中选择），且 BOSS 对其造成 3 点近战伤害。! s7 r/ L& ?6 g& s" h4 O. \ 



持续：在 BOSS 玩家回合开始时，在此牌上添加一个溃烂指示物。 

当被结附英雄受到治疗时，每有一个溃烂指示物，则此治疗改为原治疗-1 的治疗。 

当被结附英雄因治疗而移去伤害时，消灭致命伤口。) T+ P& w- M " Q, w$ @  G 

5、        流星（5 费，普通） 

BOSS 对 raider 造成 15 点火焰伤害，此 15 点火焰伤害由 RL 随意分配到随意数量的 raider 英

雄上。受到此伤害的英雄，其操控者消灭一个他所操控的技能或盟军或装备。/ M. \" E9 D1 b0 a$ t 

6、        腐臭蜂群（3 费，普通）& e1 A2 o" J. W7 _+ W 

每个 raider 将他一个面朝上的资源翻为面朝下。每有一个资源因为此技能的效果被翻为面朝

下，则 BOSS 玩家摸一张牌。 

7、        锯齿刀（3 费，瞬发）' b4 u' Z' K- g# v- w2 i9 n 

BOSS 玩家选择 2 个目标技能或 2 个目标盟军或 2 个目标装备（在所有 raider 场上的牌中选

择）。横置第一个目标。如果横置了，则此牌在其操控者的下一个重置步骤不能重置，并消

灭第二个目标。 

8、        收割灵魂（4 费，普通） 

结附目标盟军（在所有 raider 场上的牌中选择）。 

持续：BOSS 玩家得到被结附盟军的操控权。 

BOSS 玩家可以在被结附盟军上放置 1 点伤害，之后 BOSS 治疗自己 1 点伤害。- B! Q, Q) H & ]5 F 

9、        冰封齐射（3 费，瞬发） 

BOSS 对所有 raider 的英雄和盟军造成 3 点冰霜伤害。受此伤害者，本回合不能攻击。 

10、        瓦解怒吼（2 费，瞬发）% s* L/ p) @, ` 

打断目标牌。如果打断了，则将被打断牌移出游戏。+ y8 q- [+ i3 a" @% @1 N 

11、        引爆法力（5 费，普通）+ b# o, |' R$ o 

目标 raider 随机弃 3 张牌。每以此法弃掉 1 张，则 BOSS 此 raider 造成 2 点暗影伤害。( b$ N" ~" i6 d7 K8 `# @8 M 

12、        衰老疫病（2 费，普通）0 \* z+ j$ d$ v% S, L* ?& s 

结附目标英雄（在所有 raider 场上的牌中选择）3 g+ B# `( H7 @7 ~ 1 c 

持续:当被结附英雄队伍中的英雄或盟军将要造成伤害，则造成原伤害-3 的伤害。 

当被结附英雄队伍中的英雄或盟军造成伤害时，消灭此技能。5 ?5 K. H' `# U2 s( q( O8 F( Z, Y 

13、        非难（5 费，普通） 

BOSS 玩家在每个 raider 的队伍中选择一个目标盟军或英雄。BOSS 对所有被选的英雄和盟军

造成 X 点不可防止的神圣伤害。X 等于所选所有目标中费用最高的牌的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