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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规则

1

核心规则
准备进入一个交织着战争、死亡、暴力、高洁和疯狂的世界。您将指挥一支由强大的战士、凶兽和攻城器械组
成的军队在陌生而法术遍地的领域内作战，释放强大的魔法，发射蔽日的箭雨，以血腥的近战击垮敌军。
下边的这些规则阐述了如何在《战

单位

重新掷骰

锤：西格玛时代》进行游戏。首

模型会组成单位进行战斗。一个单

有些规则允许您重新进行一次掷

先，您必须准备好战场，组建一

位可以拥有一个或多个模型，但无

骰，这表示您可以把其中几个或是

支 Citadel 模型大军。接下来进行

法包含使用其他战斗卷轴的模型。

所有的骰子重新投掷一次。如果一

回合制战斗，对战双方轮流行动，

单位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运动。单

条规则允许您重新投掷，而原结果

使用自己的军队作战。

位内的每个模型必须与同单位至少

由数个骰子投出的点数相加而成，

一个其他模型保持 1 英寸以下的水

那么除非另行声明，否则您必须重

平距离和 6 英寸以下的垂直距离。

投所有的骰子。游戏中不会出现重

战场设定
开始战斗之前，您必须先行挑选一

投次数超过一次的情况，玩家需要

种战场设定。战场设定会告诉您该

一个回合结束时，如果某单位遭到分

先进行重投才能应用修正后（如果

如何设置战场，各方军队的起点位

离，必须移除该单位中的模型，直至

有修正的话）的点数。规则中提到

置，战斗中存在哪些特殊规则，还

该单位只剩下单一团体为止（参见

的“未修正”点数指的是重投进行

有（也是最重要的）胜利条件。您

第 5 页“分离单位”部分）。

后但点数尚未修正的情况。

可以参阅第 11 页了解更多战场设
定相关信息。

有时空间会不够放下一个单位的所
有模型。在此情况下，所有无法部

战斗卷轴

署的模型将被视为死亡。

掷骰拼点

有时规则会要求玩家们投骰子决胜负。
在此情况下，每位玩家分别投一次骰
子，点数最高者在掷骰拼点中胜出。如

“模型”是指《战锤：西格玛时

果最高点数持平，需重新进行一轮掷骰

代》中的 Citadel 模型。每个模型都

拼点。在同一轮掷骰拼点中，玩家不得

有一张战斗卷轴，上边提供了在游

重投或修正任何已掷骰子。

戏中运用此模型所需的全面信息。
您可以参阅第 13 页至第 14 页了解
更多战斗卷轴相关信息。有些模型

测量距离

能加入“战斗卷轴军团”中，提供

在战锤：西格玛时代中，距离

额外的规则。您可以参阅第 15 页了
解更多战斗卷轴军团相关信息。

以英寸（"）为度量单位，两

战争工具
为了进行战斗，您需要准备一把尺

军队

子或一副卷尺（用以测量距离）

《战锤：西格玛时代》的每名玩家指

和几个骰子。《战锤：西格玛时

挥一支军队。军队的规模并无限制，

代》使用的是正六面体骰子（有

所以您大可以派遣尽可能多的模型上

时简称为 D6）。有些规则需要进

阵厮杀。您的模型越多，游戏所需的

行 2D6、3D6 等掷骰 — 在这样的

时间越长，当然游戏也会变得更加激

情况下，进行相应个数的掷骰并

动人心。通常，双方各投入大约一百

将结果相加。如果规则要求您投

个单位的话，战斗将持续一整晚。

掷 D3 骰子，那么此时需要将投出
的 D6 骰子点数减半，并且向上取

友方模型指您军队中的模型，敌方

整。如果规则要求掷出某个点数，

模型指对手军队中的模型。如果

比如，3 点或以上，则通常简称

一条规则说明提到“模型”或“单

为 3+。

位”时没有明确区分，那这个规则
适用于所有模型，不分敌我。

个模型底座上最近的点之间的
距离，便是两个模型间的距
离。如果该模型没有底座，则
应当以模型之间最近的一个点
为端点。
测量单位之间的距离时，总是
利用各单位中距离最近的模型
作为测量基准。举个例子，只
要某单位中的任意模型在另一
个单位的任意模型 12 英寸范
围内，这两个单位间的距离即
在 12 英寸之内。您可以随时
丈量距离。

战场

部署军队

《战锤：西格玛时代》的所有游戏

您能在使用的战场设定中找到部署

预备役

都要在一个站场上进行。这款游戏

军队的细节。

预备役是您军队中的一部分单
位，但通过一种技能让您得

对于战场的要求很简单，一块尺寸
合适（最好大于 2 英尺见方）且能

有时会有技能让您能将一个单位部

以将他们安置在战场以外的位

够让模型站稳的平整台面即可，比

署到战场以外的地点；在此情况

置，并在战斗开始后再行部

如餐桌或地板。

下，请告知对手这个单位被部署在

署。设置预备单位不会被视作

了哪里，并将该单位放至一边，不

该单位的行动，但可能会限制

战场上的情景由《战锤：西格玛时

要直接投入战场。此后该单位将作

其在该回合内的移动能力。战

代》中包含的模型呈现。这些模型

为预备单位登场，详见右侧描述。

斗结束清算战果时，所有未被

被称为地形模型，以此来与那些组

部署的预备役都将被当做被击

成军队的模型进行区分。地形模型

杀处理。

需在战斗开始前进行设置，先于军
队部署。
您在战斗中放置多少地形模型其实

关键词

无关紧要。我们推荐您在战场每 2 英

每张战斗卷轴都包含一个关键

尺范围内至少放置一个地形模型。

词列表，适用于该战斗卷轴中

您的军队需要规避的地形模型越

介绍的模型。关键词在规则中

多，战斗也将变得更为精彩刺激。

以关键词粗体标出。
有时，规则会关联（或“标

战斗初始阶段

选择将领

选好了战场设定，战场也准备就

当您部署完所有单位后，您需要选

绪，现在您可以部署您的军队，准

择其中一个模型来担任将领。若您

备面对接下来的战斗了。在战斗开

的将军被击杀，从您的军队中另选

始前，您必须将军队部署完毕，选

一个模型担任新的将领。

定您的将领，使用战前技能。

✗

3 英寸

记”）关键词。例如，某条规
则可能规定它适用于“所有秩
序模型”。这意味着该规定适
用于所有在战斗卷轴上带有秩
序关键词的模型。

1 英寸 1 英寸
✓
1 英寸

✓

✓

单位内的所有模型必须与同单位至少一个其他模型保持 1 英寸以下的距离。这个雷铸神兵单位的首领不能被放
置在上图位置，因为他距自己单位的所有模型都超过了 1 英寸。

2

3

战斗轮次
混战拉开帷幕！低吼连连的战士们彼此冲锋，用战斧与利剑拼杀。飞驰的骑兵令大地都为之震颤。弓箭手向敌
军射出一排箭雨屏障，可怕的生物用它们的利爪将敌人碾个粉碎。
《战锤：西格玛时代》的战斗以多个

1

英雄阶段

有尚未使用的指挥点数都可在之后的

战斗卷轴中的许多技能都能

轮次中使用。指挥技能通常会标明何

分为两个回合——对阵双方各进行

在英雄阶段使用。此外，在这一阶

时可以使用，如果没有特别标明，则

一个回合。当第一名玩家结束他的回

段，您军中的法师可以施法（详见

在英雄阶段使用。

合后，第二位玩家才能进行自己的回

第 8 页）。

战斗轮次的方式进行，每个轮次都会

加速行军：当您为距离友方英雄 6 英

合。当第二位玩家的回合结束后，整
个战斗轮次便会结束，从而开始新的
轮次。

指挥技能

寸以内或者友方将领英雄 12 英寸以

如果您的军队中拥有英雄角色，即

内的一个友方单位进行过奔跑掷骰之

可使用指挥即能。有些指挥技能适

后，可以使用该指挥技能。若如此

每个战斗轮次开始时，玩家必须先掷

用于全军，比如右栏的三种，另一

做，奔跑掷骰结果将被视为 6 点。

骰拼点，胜者决定哪方先攻。如果掷

些则特别对应一些专门的模型，并

骰拼点打成平手，则上一轮次先攻的

写在战斗卷轴上。有些指挥技能只

冲向胜利：当您为友方英雄 6 英寸

玩家选择这一轮次哪方先攻，但若此

能在该模型担任将领时使用，这种

范围内或是将领英雄 12 英寸范围内

时是第一个战斗轮次，最先部署完军

情况会在指挥技能的规则中标明。

的一个单位进行过冲锋掷骰之后，

队的玩家选择哪方先攻。

可以使用这个指挥技能。若如此
您必须使用 1 点指挥点数才能使用指

回合顺序

1

英雄阶段

施放魔法并使用英雄
技能。

2

移动阶段

3

射击阶段

4

冲锋阶段

5

近战阶段

6

后怕阶段

在战场上移动您的
单位。

使用远程武器进行攻击。

指挥单位冲锋，
短兵相接。

使用近战武器进行近身
攻击。

对精疲力竭的单位进行
后怕测试。

做，您可以对冲锋掷骰进行重掷。

挥技能。您军队中每拥有一个战斗卷
轴军团，开始战斗时就增加 1 点指挥

振奋军心：您可在崩溃阶段开始时使

点数。此外，在您每轮英雄阶段开始

用这个指挥技能。技能使用后，请挑

时，您都会得到 1 点指挥点数。只要

选友方英雄 6 英寸范围内或是将领英

您拥有足够的指挥点数，您可在同一

雄 12 英寸范围内的一个单位。该单

阶段内多次使用同一个指挥技能。所

位无需在该阶段进行崩溃测试。

2

移动阶段

请牢记，单位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

在移动阶段中，您可以选中

位 3 英寸范围内的友方单位可以选

单位然后移动其中的所有模型，直

必须与同单位至少一个其他模型保

择原地待命，也可以选择撤退。单

至所有需要移动的模型全部移动完

持 1 英寸以下的水平距离和 6 英寸

位在撤退过程中可以近到敌方 3 英

毕为止。您可以根据需要移动任意

以下的垂直距离。如果不能保证，

寸范围内，但撤退结束后必须在所

数量的单位。但每个单位在一个移

那就不能这样移动。

越过地形移动

行射击或是冲锋。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模型将只能越过

移动

您可以通过移动模型来变更其在战场

地形模型，而无法穿过它（就是模型

奔跑

上的位置。模型可以在移动阶段、冲

无法穿透一堵墙或是一棵树，但是可

当您挑选某个单位进行普通移动

锋阶段和进展阶段移动，有些技能也

以选择让模型爬上或是翻越它们）。

时，您可以声明该单位会奔跑前
进。投一次骰子来进行奔跑掷骰。

能让模型在其他阶段进行移动。
模型可以垂直移动来爬上或翻越地

在这个移动阶段中，将奔跑掷骰结

移动模型时，您可以朝任意方向或

形模型，垂直向上或向下的距离都

果与该单位中所有模型的移动属性

路线移动，但不能越过其他模型

算在移动距离内。

相加。随后该单位即可移动相应的
英尺数。奔跑单位中的模型无法在

或模型底座，也不能移动出战场。

这个回合内进行射击或是冲锋。

移动结束后，您可以转动模型的朝

普通移动

向，让其面对任意方向。测量模型

移动阶段中进行的移动称为普通移动，

移动了多少距离时，以该模型的底

以此来和冲锋移动（在冲锋阶段进

飞行

座上距起始位置移动得最远的一个

行）、切入移动（在近战阶段进行）作

如果模型的战斗卷轴中标明这个单

点作为端点进行测量（包括旋转距

区分。模型普通移动的英寸数不能超过

位可以飞行，则无论它在进行何种

离）。若该模型没有底座，则以该

战斗卷轴中标明的移动属性。

类型的移动，皆可无视任何模型与
地形模型自由移动。测量具飞行能

模型身上距起始位置移动得最远的
一个点作为测量端点。

敌方单位和撤退

当您让某模型进行普通移动时，移动全
程不能接近敌方单位 3 英寸范围内。

2

英寸

力的模型的移动距离时，任何垂直
方向的距离都不计算入内。该类模
型不能停在其他模型之上。

奥秘领主共可移动 12 英寸。
它移动了 4 英寸，碰到一
堵 2 英寸高的矮墙。它需消
耗 4 英寸的移动距离来翻过这
面墙（上下各 2 英寸），在墙
的另一侧最多再移动 4 英寸。

2

英寸

4

英寸

4

有敌方单位的 3 英寸范围外。撤退
单位中的模型无法在这个回合内进

动阶段中只能移动一次。

英寸

在普通移动开始时，位于敌方单

移动，移动结束后单位内所有模型

4

5

3

射击阶段

在您的射击阶段中，您可以
命令装备远程武器的模型进行射
击。您需要挑选进行射击的单位，
选中单位中的每个模型都会使用远
程武器进行攻击（参见对页“攻
击”部分）。请牢记，在这个回合
内奔跑或撤退过的模型无法在此回
合进行射击或是冲锋。在这个单位
的所有模型完成射击后，您可以选
择下一个单位继续进行射击，直至
所有单位都已射击完毕为止。
敌方单位

一个单位可以在敌人 3 英寸范围
内时进行射击，但射击时只能攻
击 3 英寸范围内的敌人。一个单位
在敌方单位 3 英寸范围内时，另一
个友方单位可以对该敌方单位进行
射击而不会受到惩罚。
当心，长官！

如果攻击目标是一个敌方英雄，且
该英雄 3 英寸内存在一个拥有 3 个或
以上模型的敌方单位，您的远程武
器命中掷骰结果就必须扣除 1 点。
如果目标英雄是头凶兽，
“当心，长
官！”规则就不再适用。

4

冲锋阶段

在冲锋阶段中，任何位于敌
方 12 英寸范围内的我方单位都可尝
试进行冲锋。请挑选符合条件的单
位，进行一次 2D6 掷骰来决定冲锋距
离。该单位中的每个模型可移动与冲
锋掷骰结果相同数量的英寸数。若一
个单位在这个回合内奔跑或撤退过，
或是 3 英寸范围内存在敌方单位，该
单位此回合无法进行冲锋。

5

近战阶段

在近战阶段中，玩家依次挑
选单位进行作战，由当前回合所有
者那方先攻。
若该回合是您的回合，您必须选择
挑选一个符合冲锋条件的单位进
行作战，或是跳过近战攻击（请注
意，如果您的军队中存在合适的单
位，您将无法跳过）。若一个单
位 3 英寸范围内存在敌方单位，或
其在该回合内进行过冲锋，则该单
位符合冲锋条件。但每个单位在一
个近战阶段中只能战斗一次。
若您选中一个单位进行战斗，该单
位先会切入敌阵，随后该单位模型
必须攻击。
若您跳过该阶段，则不进行任何操
作，战斗或跳过的选择权转到您对
手手中。若对战双方均成功跳过，
则近战阶段结束。
切入

若一个单位 3 英寸范围内存在敌方
单位，或其在该回合内进行过冲
锋，则该单位可进行切入。在此情
况下，您可以在 3 英寸范围内移动
该单位中的每个模型。切入移动结
束后，每个模型不能变得离原先距
其最近的敌方模型更远。

6

后怕阶段

在后怕阶段中，对战双方都
需要对本回合内有模型阵亡的单位
进行后怕测试。由当前回合所有者
率先进行测试。
您必须为每个需要后怕测试的单位进
行后怕掷骰。投一次骰子来进行后
怕掷骰。在进行测试时，将该单位本
回合内被击杀的模型数量与掷骰点数
相加，同时，该单位每拥有 10 个模
型，就增加 1 点英勇点数。
若修正后的后怕掷骰点数大于该单
位修正后的英勇点数，则未通过
后怕测试。若未通过测试，得出的
结果经修正后每比单位修正后英
勇属性值多 1 点，此单位中就必须
有 1 个模型逃离战场。单位中的哪
些模型会逃离交由您来决定——将
它们从游戏中移除并视为死亡。
分离单位

每回合结束后，您的军队中若有单
位分离成两个或更多个小团体，则
您必须移除该单位中的模型，直至
该单位只剩下单一团体为止。您所
移除的单位视为死亡。

战斗

选中单位中的每个模型必须使用其
装备的所有近战武器进行攻击（参
见“攻击”部分）。

冲锋移动时，您在单位中移动的第
一个模型必须冲锋至一个敌方模
型的 ½ 英寸范围内（在进行冲锋
掷骰前，您不必先行挑选冲锋目
标）。如果做不到这点，或是您决
定放弃冲锋，那么本次冲锋便会宣
告失败，该单位的任何模型在本阶
段内都将无法移动。
当此单位的所有模型完成冲锋之后，
您可以挑选另一支符合冲锋条件的单
位尝试冲锋，直至您希望尝试冲锋的
所有单位都冲锋完毕为止。

一个谴责者单位正准备向一群锁链凶魂开火。

攻击

6

战斗在腥风血雨中分出胜负。利箭如雨倾盆而下，战争机器将致命的炮弹砸向敌军，战士们以刀枪利爪近身相
搏。一个又一个将士重伤倒下，防御工事燃烧殆尽，屠戮的欲望吞没战场。
当一个单位射击或战斗，该单位用
其装备的武器攻击。单位攻击时使
用所装备的所有武器，包括单位内
战骑所装备的武器。
模型可选择的武器种类列于其战斗
卷轴中。射击阶段只能使用远程
武器，而近战阶段只能使用近战
武器。

挑选目标
当一个单位射击或战斗，您必须先
行挑选该单位所有武器的目标单位
（一个或多个），随后才能决定这
些武器如何攻击。只能挑选敌方单
位作为攻击目标。
若一个单位可使用两种或以上类型
的武器，在挑选目标后，该单位能
以任意顺序利用这些武器攻击，但
必须先决定一种类型的每件武器如
何攻击，随后才能决定另一种武器
的攻击。

远程武器

攻击属性

模型只能对位于其远程武器攻击范
围内的敌方单位发动攻击（即不能
超过攻击武器的射程属性值，单位
为英寸），并且该模型必须能看到
目标单位（如果不能确定，就请蹲
下身子从攻击模型后方进行观察，
看其是否能够看到目标单位）。在
确定攻击目标的可见性时，默认模
型的视线可以穿透同一单位的其他
模型。

一件武器能够输出的最大攻击点数
与其攻击属性值相当。除非您利用
多重攻击规则（详见第 7 页），否
则攻击需依次进行。

有些远程武器的射程属性设有最小
射程值，比如 6 英寸至 48 英寸。
若敌军单位完全位于这类武器的最
小射程值范围之内，武器无法进行
射击。
近战武器

模型能用近战武器攻击的目标单位
需位于其近战武器攻击范围内。

若一件武器拥有不止一种攻击属
性，您可将该武器的攻击分配给符
合条件的任意目标单位。若一件武
器的攻击分配给了多个敌方单位，
那么您必须先行决定对一个单位进
行的所有攻击，随后才能攻击下一
个单位。
有些模型装备有两件相同的武器。
当模型使用这类武器进行攻击时，
不要把武器进行的攻击数翻倍；要
么复数武器已被计算入攻击属性，
或是模型会根据其战斗卷轴中所标
示的那样，因复数武器而获得额外
的技能。

一群锁链凶魂进行冲锋，攻击一个因果神兵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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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攻击

掩护

攻击以下文中的流程依次进行。有些情况下，您可以同时决定同种
武器进行的所有攻击。（详见下方“多重攻击”）。

若一个单位内的所有模型都完
全位于地形模型上方或内部，
则掷骰时点数加 1。若该单位
在当前回合曾经进行过冲锋，
则在此回合的近战阶段中无法
使用这一修成，此外，若单位
中的模型拥有凶兽或战争机器
关键词且耐伤属性高于 8 点，
则该单位永远无法使用这一
修正。

1. 命中掷骰：投掷一次骰子。如果骰子点数不小于攻击方武器的命
中属性，那么这次攻击便会命中，进而进行伤害投骰。反之攻击
会宣告失败，攻击流程就此停止。进行修正前若命中掷骰点数结
果为 1，则直接判为未命中目标，而掷骰点数结果为 6，则直接判
为命中目标。
2. 致伤掷骰：投掷一次骰子。如果骰子点数不小于攻击方武器的致
伤属性，那么这次攻击便成功使出，而敌方需要进行防御掷骰。
反之攻击则宣告失败，攻击流程就此停止。进行调整前若致伤
掷骰点数结果为 1 则直接判为失败，而致伤掷骰点数结果为 6 则
直接判为成功。
3. 防御投骰：由对方进行投骰，并以攻击方武器的穿甲属性进行修
正。例如，如果武器拥有 -1 的穿甲属性，那么防御投骰的点数
就需要减去 1 点。如果投掷的点数不小于目标单位的防御属性，
那么这次防御便会成功，攻击流程就此停止，不造成任何伤害。
反之则防御失败，攻击成功，进而您必须决定目标单位受到的伤
害。进行修正前若防御掷骰点数结果为 1，则直接判为失败。
4. 决定伤害：每次成功的攻击都会对目标单位造成与进攻武器伤害
属性等值的伤害。大部分武器的伤害属性都是 1，但有些武器的
伤害属性为 2 或以上。

致命伤
有些攻击、法术和技能会造成
致命伤。致命伤无需进行命
中、致伤或防御投骰。相反，
对目标所造成的伤害量就等于
目标所受到的致命伤害量。等
一个单位完成进攻后，一次性
分配由该单位的进攻造成的所
有致命伤和伤口。进攻以外造
成的致命伤则立即分配至目标
单位的模型，分配方式与进攻

多重攻击
若要同时进行多重攻击，所有的攻
击必须由同一个单位的模型发出，
使用相同的武器，并且必须指向同
一个目标单位。在此情况下，您可
以同时投掷所有的命中掷骰，然后
是所有的致伤掷骰，此后是所有的
防御掷骰，最后计算您造成的所有
伤害。

分配伤口给目标单位只能一个伤口
一个伤口进行。您能将所受伤害
分配给您受攻击单位中的任何模型
（这些模型不必位于攻击方的射程
或视野内）。然而，在您分配伤
口给一个模型之后，就必须继续
将伤口分配给该模型，直至其被击
杀——一个单位中同时只能存在一
个受伤模型。

导致的损伤相同。
在所有规则下，经分配后的
致命伤都与其他伤口受到同
等对待。

多重命中

阵亡模型

有时一次成功的命中掷骰会造成多
次攻击。在此情况下，您可以一次
性进行所有的致伤掷骰，以及随后
的防御掷骰。

当模型被分配到的伤口等于其耐伤
属性时，模型便会阵亡。将阵亡的
模型归置一旁，移出游戏。
治疗伤口

分配伤口
一旦一个单位的所有攻击决定完
毕，将所造成的伤害相加求和。随
后，指挥目标单位的玩家必须将一
系列的伤口分配给目标单位。

有些技能允许你掷骰来豁免一个模
型受到的伤口或是致命伤，在此情
况下，分配给该模型的每一道伤口
或致命伤都需单独掷骰。若该伤口
或致命伤被豁免，则其对该模型不
造成影响。

有些技能可以治疗一个模型分配到
的伤口。每治愈一道伤口，就可从
模型被分配伤口中减去一道伤口。
您无法对已阵亡的模型进行治疗。

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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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域中充斥着魔力，对于能够操纵魔法的智者们来说，它们便是其力量的来源。在战斗中，魔法之力和剑锋同
样真实而强大。它能够为同伴注入力量和勇气，却让敌人心生怯意、胆战心惊。更为常见的是，法师们释放出
原始的魔法之力，以令人敬畏的雷霆重创他们的敌人。
有些单位的战斗卷轴关键词中包含
法师。您可以在英雄阶段中命令法
师们施放法术，或在敌方的英雄阶
段中破除法术。
有时会有技能允许非法师模型尝试
施放或破除法术。如此行动时要遵
循下方的规则，并受到能修正施放
或破除法术掷骰的技能影响，但非
法师模型在其他任何时候都不被视
作法师。

施放法术
法师能在自己的英雄阶段中尝试施
放法术。在同一回合中，同一个法
术只能进行一次施法尝试（即使是
由不同的法师进行）。
若要施放法术，需先行决定让法师
尝试施放什么法术（必须是该法师
掌握的法术）。进行一次 2D6 掷骰
来施放法术。如果总点数大于或等
于该法术的施法值，那么法术便会
被成功施放。

凯旋奖励
在战斗中获胜能鼓舞将士的士气，
让他们在下一战时更为英勇。他们
对自己的能力自信十足，所以无论
在进攻时，或是杀红眼砍向敌人
时，甚至是身受重伤却坚强不屈继
续战斗时，他们的攻击都有可能发
挥双倍的效果。

若我方成功施放法术，敌方可以选
择一名位于我方施法者 30 英寸范
围内的法师，尝试在这一法术生效
前破除法术。进行一次 2D6 掷骰
来破除法术。若破除法术掷骰的点
数高于施放法术掷骰，那么该法术
施放失败。每次施法只能进行一次
破法。

秘法护盾：秘法护盾的施法值为 6。
若成功施法，可在施法者 18 英寸
范围内挑选一个可视友方单位。在
您的下一个英雄阶段之前，对该单
位结果为 1 点的防御掷骰进行重新
掷骰。

魔法学识
一名法师的战斗卷轴中详细记载了
其所掌握的法术和其在一个英雄阶
段中能够尝试施放或解除法术的次
数。下文中的奥术飞弹与秘法护盾
两种法术多数法师都有掌握。
奥术飞弹：奥术飞弹的施法值为 5。
若成功施法，可在施法者 18 英寸
范围内挑选一个可视敌方单位。该
单位受到 1 处致命伤。结果为 10 点
或更大时，该单位将受到 D3 处致
命伤。

法师单位
战场上的一个法师单位通常
只包含一个模型。若一个拥
有法师关键词的单位包含多
个模型，它在所有规则下都
算作一个法师，您必须在该
单位内挑选一个模型作为
主体，才能尝试施法或破除
法术；测量距离和检查可视
性时同样使用您挑选的这个
模型。

凯旋奖励
若您的军队在上场战斗中取得大捷，则在挑选将领阶段进行一次掷
骰，结果参照下表。
D6
1-2

凯旋奖励
欢欣鼓舞：每场战斗仅限一次，当选择某一友方单位进行射
击或战斗，您可宣布该单位“士气高昂”。
“士气高昂”状态
下，您可以对该单位失败的命中掷骰进行重新掷骰，直至该
阶段结束。

3-4

好杀成性：每场战斗仅限一次，当选择某一友方单位进行射
击或战斗，您可宣布该单位“好杀成性”。
“好杀成性”状态
下，您可以对该单位失败的致伤掷骰进行重新掷骰，直至该
阶段结束。

5-6

百折不挠：每场战斗仅限一次，当选择某一友方单位进行射
击或战斗，您可宣布该单位“百折不挠”。
“百折不挠”状态
下，您可以对该单位失败的防御掷骰进行重新掷骰，直至该
阶段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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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神术骑士正对一个恶灵死神单位施放奥术飞弹，使两个恶灵死神受到致命伤。

一个由守魂官带领的暗夜游魂单位正向一台瑟勒斯塔弩炮前进。

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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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焰之柱、黄铜祭坛、闹鬼废墟，诸域中遍布奇特的景观与致命的陷阱。有镶嵌着头骨的雄伟堡垒在白骨累累
拔地而起，而在凡世诸域伤痕处处、烽烟四起的大地上，点缀着更多更为古老的废墟。这些地方由渴望权势的
军阀们掌控，战斗和屠杀不断在此上演。
移动和掩护规则阐述了模型可以如
何越过地形模型或取得掩护。地

情景规则表

SCENERY DICE
形模型对作战双方而言都是友好模
D6FACES
情景规则

型，不能被选作攻击目标。

诅咒：在您的英雄阶段开始后，您可以挑选一个在诅咒地
形模型 1 英寸范围内的友方单位进行献祭。若如此，这个
SCENERY DICE FACES
单位会受到 D3 处致命伤，但在您的下一个英雄阶段开始之
SCENERY DICE FACES
SCENERY DICE FACES
前，您可以对该单位结果为 1 点的命中掷骰进行重新掷骰。
1

SCENERY DICE
2 FACES
SCENERY DICE FACES

如若需要，为一场战斗部署地形

3

鼓舞：当单位位于鼓舞地形模型 1 英寸范围内，其英勇
属性增加 1 点。

4

致命：为正常移动或冲锋移动后位于致命地形模型 1 英
寸范围内的每个单位进行一次掷骰。结果为 1 点时，该
敌方单位将受到 D3 处致命伤害。

5

秘法：每当将一处伤口或致命伤分配给位于任意秘法地
形模型 1 英寸范围内的模型，进行一次掷骰。如果点数
为 6+，该伤口或致命伤的伤害将被无视。

6

凶地：当单位位于凶地地形模型 1 英寸范围内，其英勇
属性扣除 1 点。

时，您和您的对手可以根据右边的
表格，协商为每个地形模型添加一
种情景规则。你们可以为每个地形
模型挑选情景规则，也可以依次掷
骰来为每个地形模型随机添加规
则。如果地形模型拥有战斗卷轴，

奥术：当法师位于奥术地形模型 1 英寸范围内，其施放
或破除法术掷骰点数增加 1 点。

您可以不参照情景规则表，转而添
加战斗卷轴上的规则。

障碍物

若一个地形模型完全处于某单位领

动。若驻防单位受到攻击，其被视

有些地形模型属于障碍物，能够为

地内，则该单位可在战斗开始时

为拥有掩护。此外，敌方攻击驻防

躲在其后方的目标挡住攻击。这种

被设定为驻防部队。或者，若一个

单位时，命中掷骰点数减去 1 点。

情况会在该地形模型的战斗卷轴中

单位的所有模型和某地形模型间的

标明。

距离在 6 英寸以内，且该地形模型

驻防单位可在您的移动阶段中脱离。

的 3 英寸范围内没有敌方模型或敌

当单位脱离驻防部队，将其重新部署

当一件远程武器瞄准一个敌方单

方已驻防模型，则该单位可以选择

至战场，该单位的所有模型都在地形

位，且该单位所有模型距离某处障

不进行正常移动，转而驻防该地形

模型 6 英寸范围内，并在任何敌方单

碍物均在 1 英寸以内时，若攻击模

模型。

位的 3 英寸范围外。这便算作它们在
这个移动阶段的动作。

型与该障碍物间的距离比攻击模型
与目标间的距离更近，则目标单位

驻防地形模型的单位将被移出战

将获得掩护增益。

场，并被认定为身处地形模型“内

许多可驻防的地形模型都包含可供

部”。一个由敌方驻守的地形模型

模型站立的平坦区域。平坦区域上

必须被视作敌方模型。

只能放置驻防模型（其他可飞行模

驻防部队

型若不属于驻防单位，则只能飞跃

有些地形模型可由单位驻防。这种

驻防单位的射程和可视性由地形模

平坦区域，但不能以平坦区域作为

情况会在该地形模型的战斗卷轴中

型的射程和可视性决定。驻防模型

移动终点或放置其上）。此举仅作

标明。

可以攻击和受到攻击、施放或破除

装饰用途，这些模型在规则中仍按

法术，也可以使用技能，但不能移

该地形模型的驻防模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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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设定
在《战锤：西格玛时代》中发动战争

战场设定中随附的地图假定战场是

之前，您需要先挑选一个战场设定。

一个 6 英尺长 4 英尺宽的矩形。若

我们加入了一个战场设定——第
一滴血——这将是您上手的完美
选择。您可以在手册中找到我们为

场设定进行游戏。若您和您的对手

有些战斗的目的是为了掌控

您使用的战场拥有不同的尺寸或是

一个或多个战略要地。在

形状，您就需要修正距离、领地位

《战锤：西格玛时代》中，

置、目标和地形模型，以此来适应

这些要地被称为目标，并适

您使用的战场。

用以下规则。

《战锤：西格玛时代》发布的其他
战场设定，您也可以使用自创的战

目标

3

若一个战场含有任何目标，
特殊规则

许多战场设定中包含一条或

无法就使用哪种战场设定达成一

多条特别规则。其中包括独特的情

致，进行一次掷骰拼点，由胜者决

况、战术或技能，有些您在战斗中

定使用的战场设定。

可以使用，有些影响您挑选军队，
有些则会对您在战场上布置地形产

战场设定指示

生影响。在后一页中的第一滴血战

战场设定中包含一系列的指示，描

场设定中，“第一滴血”规则就是

述战斗该如何进行。

一条特殊规则。

则战场设定中将会说明目标
在战场上的位置。目标需有
合适的标记示意，例如一枚
硬币。若手头有可用的零
件，用 Citadel 模型工具包中
的部件制造您自己的目标标
记则更加理想。
围绕目标测量距离时，必须
以标记的中心点为端点。

1

名称

辉煌胜利

双方玩家每个回合结束后，

多数战场设定会告诉您战斗

您必须检查有没有玩家取得

的简介，让您对其属性及胜利条件

何时结束及取得胜利的条件。如果

了任何目标的控制权。要检

有个大致把握。

双方玩家都没有取得胜利，则这局

查目标控制权，您和您的对

战斗达成平手。

手必须清点自己在每个目

战场设定的名称和战斗情况

2

部署

4

标 6 英寸范围内的模型数量，

每个战斗设定中都包含了一

若战场设定没有说明胜利条件，则

张地图，显示双方玩家能在哪里部

您必须将对手军队中的模型尽数击

署自己军队中的模型（称为军队领

杀才能赢得一场“大捷”。若战斗

该目标的控制权。一旦你取

地），同时也会列出部署时的所有

的第五轮次结束后，双方玩家都没

得一个目标的控制权，该目

限制条件。

有达成该条件，则击杀对手军队中

标就一直在您的控制之下，

模型百分比高于自己军队中模型被

直至敌方取得其控制权。

当您在一个目标周围的模型
数超过您的对手，你便取得

击杀的玩家赢得一场“小胜”。

1

战场设定

夜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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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止。
战斗轮次结束
则持续到第二
位 9 英寸
部署在敌方单
部署在不
所有单位必须
分队必须完全
斗中，这 辉煌胜利
范围外。每支
时获得最高胜
随后在这场战
战斗轮次结束
地。
同的领地内，
将取得
在第五
为该联盟的领
下文）的联盟
些领地即被视
盟都将
利点数（详见
平局，两个联
位放入 大捷。如果是
，可将任何单
从第 赢得小胜。
如果玩家愿意
至战 场。
而非 部署
名以 预备 区，
死亡联盟
位可在战队的
三名 或三
预备单
适合
形式
位的所
亡联盟 二轮次开始，
这种 战斗
胜利点数
进入游戏。单
第 272 页的死
数如下所示：
其他单
任意移动阶段
胜利点
上玩家。使用
分队的
获得的
其所属
需在桌
有模型必须和
规则。
为 10 点
的领地内，且
一个耐伤属性
位部署在相同
任何敌方单
1 点胜
每当联盟击杀
英寸范围内，
模型，将获得
作它们在
面边缘 3
或以上的敌方
围外。这便算
，每个
部署
位 9 英寸范
分成三个分队
利点数。
的动作。
之一。
每个联盟必须
这个移动阶段
将获
占联盟的三分
全相
方将 领，
分队的单位约
模不 必完
杀一 名敌
队规
盟击
领为对方
的分
若联
任何其
同一 阵营
点数。若该将
的单位不超过
目标
则额 外获
目标。目标位 得 1 点胜利
要包含
领，
。
领六个
同，只
领主 的将
）。
两倍以上即可
这场战斗需占
联盟 战争
央（详见地图
他一支分队的
点数。
于每个领地中
得 1 点胜利
。胜利
领主掷骰拼点
标的联
队战争
占领目
队的所
双方战
其回合结束时
兵
个分队。该分
方领地，则其
任何远程武器 对于在
示六个 月夜奇
的一方部署一
该目标位于己
战斗轮次中，
全位于下图所
若该目标位
12 英寸 。第 盟，若
以同样 在第一
有模型必须完
上限 为
点胜利点数，
内。对方战队
术的 射程
掷骰。 相当于 1
于 D3 点胜
第一个 或法
领地中的一个
则其 相当
始时进行一次
方领 地，
支分队，然后
二战斗轮次开
该规则立刻失 于敌
的方式部署一
，以此类推，
1-3 点，则
。
为
支分队
若点数
上，则该规 利点数
联盟部署第二
4 点或以
部署完毕。
效，若点数为
直至所有分队

战斗目标经常会发
生变化，迫使军
队频频变更进攻方
向，或是这一刻
顽强防守，下一刻
就全面出击。

不能确
易令人迷惑，
不鲜，
夜间的战场容
置的情况屡见
定其他友军位
人。
更不用说是敌

3

死亡联盟
这种战斗形式适合
三名或三名以上玩
家。使用第 272
页的死亡联盟规则
。

2

部署

战场设定

目标变换
目标

在每个轮次开始时

，双方战争领主
分别进行一次掷骰
。根据其掷骰点
数，决定目标在下
图所示战争领主
领地内的哪块区域
中央。

双方战队战争领主
掷骰拼点，胜利
一方必须先行挑选
领地进行部署。
然后由对方战队在
剩余领地上进行
部署。所有单位必
须全部部署在己
方领地内，且必须
在敌方领地 9
英
寸范围外。
如果玩家愿意，可

275

4

这场战斗需占领两
个目标，双方领
地各有一个。但两
个目标的位置可
能在每个轮次的战
斗中发生变化。

胜利点数

获得的胜利点数如

下所示：

每当联盟击
杀一个伤害
属性为
10 点或以上
的敌方模 型，将获
得
1 点胜利点数。
如果联盟击杀一名
敌方将领，将获
得 1 点胜利点
数。若该将领为对
方
联盟战争 领主的将
领，则额 外获
得 1 点胜利点
数。

将任何单位放入

预备区，而非在战
场上部署。从第
二轮次开始，预备
单位可在战队的
任意移动阶段进入
游戏。单位的所
有模型必须部署在
战队的起始领地
内，且在桌面边缘
3 英寸范围内，任
何敌方单位 9 英寸范围
外。而这便算
作它们在这个移动
阶段的动作。

对于在其回合结束
时控制住目标的
联盟，如果处在己
方领地，每个目
标相当于 D3
胜利点数 ，如果处
在
敌方领地 ，每个目
标相当于 D6
点
胜利点数。

领地 2

目标
1-2

目标

目标
3-4

目标
5-6

目标
目标

每个回合中，一个模型只能
被计算入一个目标的控制权
争夺中。若您的某个模型在
超过一个目标的争夺权计算

领地 3
领地 1

辉煌胜利
在第五战斗轮次结
束时获得最高胜
利点数（详见下文
）的联盟将取得
大捷。如果是平局
，两个联盟都将
赢得小胜。

联盟 A 领地

范围内，您必须挑选该目标

领地 6
领地 5
目标
1-2

领地 4

目标

目标
3-4

目标
目标

联盟 B 领地

目标
5-6

在该回合中算入哪边。

12

战场设定

第一滴血
两军在一个空旷的战场上相遇。双方

部署

第一滴血

必须尽量摧毁更多敌军——率先令敌

玩家掷骰拼点，由胜者决定双方使

控制军队取得首杀的玩家额外获

人血染战场的那方将士气大振！

用哪块领地。双方领地如下方地图

得 1 点指挥点数。

所示。
设计者注：凡世诸域中的战斗都是

辉煌胜利

残酷而毫无保留的。双方常常血战

随后玩家轮流部署单位，每次一个

当一名玩家在战场上没有残存单位

到底，以胜方全歼对手结束。

单位，由领地选择掷骰获胜一方

时，或是进行完第五轮次后，战斗

率先开始。所有单位必须全部部署

结束。

然而，所有高明的将军都清楚，歼
灭敌方军队并不能保证自己走向成
功。如果一方将另一方赶尽杀绝，
自己却也伤亡惨重，这胜利的代价
太过沉重。
在这场战斗中，在消灭敌人的同时

在己方领地内，且必须在敌方领
地 12 英寸范围外。

战斗结束后，双方玩家各自计算自
己的胜利得分，计算方式为将对手

继续部署单位，直至对战双方部署完

所有在战斗中阵亡的模型的耐伤属

各自的军队。若一位玩家率先完成，

性相加求和。若一名玩家的得分高

则对方玩家依次部署其余模型。

于对手 50% 以上，则取得一场大
捷。否则，得分较高的玩家取得一

必须阻止他们对胜方造成更多的伤

场小胜。

害。因此胜利将属于造成伤亡最多
的那方，而非仅仅在战斗结束时苟
延残喘活下来就好。

敌方领地

己方领地

13

战争卷轴
战锤中的每个 Citadel 模型都有属

攻击流程的第四阶段决定伤害随机

许多技能由战斗阶段中的某些事件引

于自己的战斗卷轴，卷轴上为您提

数值时，为该武器造成的每一次成

发。例如，一种技能可能会允许您重

供了在《战锤：西格玛时代》游戏

功攻击单独掷骰。

投失败的命中掷骰。在此情况下，该

中所用模型的全部信息。下文说明

技能应在触发事件发生后立即使用。

了您能在战斗卷轴中找到什么。

2
战斗卷轴规则
所有战斗卷轴中都包含其对应模型
在战斗中的使用规则。

1

属性

说明

所有战斗卷轴中都包含说

明。说明将告诉您如何将模型组编
成单位，以及单位中的模型可以使
用哪些武器。
单位规模

战斗卷轴中包含了一系列核

若一个模型在战场上从属于拥有两

心规则中提到的属性，这些属性决

个或以上模型的单位，说明中会注

定了模型在游戏中的作用。例如，

明该单位应该拥有的模型数量。若

模型的防御属性决定了您在防御掷

您没有足够的模型来组建出一个单

骰中需要掷到什么点数，武器的攻

位，也可以用您现有数量的该类模

击属性则决定了命中掷骰的结果，

型组建单位。这样的单位称为未满

诸如此类。

编单位。

防御为“-”

指挥模型

有些模型的防御为“-”。防御为

有些单位包含拥有特殊名称的战

“-”意味着您必须掷到 7 点或以

士、棋手或是咏唱者。这些模型统

上。多数情况下这并不可能，所以

称为“指挥模型”，拥有仅限它们

就无需再做掷骰，但有时一些加成

使用的技能。单位中包含的指挥模

效果会允许您修正防御掷骰点数，

型必须由符合资格的 Citadel 模型

使结果大于 7 点成为可能，此时您

担任。若无特别说明，指挥模型默

可以进行防御投掷。

认携带与其所属单位中其他模型相
同的武器，即使在模型的外观上没

随机值

有得到体现。

有时，战斗卷轴中的一个或多个属
性带有随机值。例如，移动属性可

坐骑

能为 2D6，或者攻击值可能为 D6。

有时模型的说明中会包含该模型的
坐骑说明，如战马、他们可乘骑的

在移动阶段，当一个带有随机移动

强大凶兽或可供他们站立的巨型战

属性的单位被选中进行移动，则应

争机器。请注意，当模型阵亡，骑

按说明的骰子数进行投掷。投掷出

手和坐骑都要移出战场。

的总点数即为该单位内所有模型在
该移动阶段内的移动属性。

3
每次模型使用一件武器进行攻击
时，为该武器投掷随机数值（伤害
除外）。该投掷结果在该阶段的剩
余时间也适用于该模型的武器。在

另一些技能则在玩家想使用的阶段任
意时间使用。例如，多数指挥技能都
能在英雄阶段使用。在某一阶段开始
时使用的技能必须在其他所有行动之
前使用。同样地，在阶段结束时使用
的技能必须在该阶段其他所有正常行
动结束后才能使用。其他技能可以在
阶段的任意时间、以任意顺序使用。
若两名玩家同时希望使用技能，则当
前回合的玩家先使用技能。
请注意，技能需在其规则指定的阶
段中使用，例如，规则中说明能在
“移动阶段中”使用的技能就不能
用来影响一个单位在英雄阶段的行
动，而能在“您的移动阶段”使用的
技能则无法用在对手的移动阶段。

技能

若一个单位拥有能在一定距离内影

多数战斗卷轴包含一种或多

响友方单位的技能，则该技能同样

种其对应模型在《战锤：西格玛时
代》种所能使用的技能。技能的优
先级高于核心规则。

也会影响该单位本身。

最后一点，任何通过使用技能在命

4

中或致伤掷骰中获取的额外攻击无

有时您可以在战斗中为一个单位分配

伤害表

一些模型会带有伤害表，用

或添加关键词。分配或添加关键词

法再造成额外的攻击。例如，若在

于确定模型的一项或多项属性。查

后，在这场战斗过程中应将该关键词

命中掷骰中掷到 6 点或以上点数，

阅表格以确定模型受到的伤口（即

视作该单位战斗卷轴自带的关键词。

能让您额外进行 1 次攻击，这次额

当前分配至该模型并未被治愈的伤

外的攻击就不能通过掷出大于 6 点

口）的具体数值。

的点数来造成更多攻击。

5

修正效果

关键词

战前技能

每张战斗卷轴都包含一个关

有些加成效果作用于属性或技能之

键词列表，适用于该战斗卷轴中介

有些战斗卷轴会允许您在“配

上。例如，某条规则可能会令攻击掷

绍的模型。关键词在规则中出现时

置阶段刚刚结束”时使用技

骰的点数增加 1 点，或者让攻击的伤

以关键词粗体标出。

能。这些技能的发动时机是在
游戏的第一个轮次开始之前。

害值翻倍。加成效果可以累加。加成
有时，规则会关联（或标记）关键

若双方军队都拥有这类技能，

词。例如，某条规则可能规定它适

进行一次掷骰拼点，由胜方选

若一个加成效果作用于随机值，则

用于“所有恐虐模型”。这意味着

择哪名玩家先行使用该玩家所

需先确定随机值的数值，随后再

该规定适用于所有在战斗卷轴上带

有的战前技能。

对其进行修正。例如，若一个技能

有恐虐关键词的模型。

在双方所有战前技能使用完毕

效果不可能将掷骰结果减到负值。

使 D3 数值的伤害属性增加 1 点，

后，战斗进入第一个轮次。

则应先掷骰出 D3 点数，随后往点
数上加 1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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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卷轴军团

军团奖励

如您愿意，您可根据战斗卷轴，将

若单位条目是个关键词，则可使用

您军队中的数个单位组合成一个拥

任何拥有该关键词的单位（包括被

有特殊编队的军团。这样做可让您

您分配到该关键词的单位）。

在军队加入战斗卷轴军团带
来两种额外奖励：
• 您的军队中每拥有一个战

获取额外的技能，这些技能可由军

斗卷轴军团，在战斗开

部署时，您可以同时部署一个战斗

团中的单位使用。

始时您即能得到 1 点指挥

卷轴军团的几个或所有单位，不用
下文中的规则适用于战斗卷轴军团，

点数。

对每个单位进行单独部署。

战斗卷轴本身的规则也同样适用。

• 若您使用忠诚技能（详见
军团技能

第 17-18 页），您的军队

战斗卷轴军团中所列出的技

中每拥有一个战斗卷轴军

一个战争卷轴军团由两个或

能仅适用于组成该军团的单位（就

以上单位组成。当您挑选您的军队

团，您即能得到 1 件额外

算您军队中有相同类型的其他单位

的魔法道具。

成员时，必须先行决定您想使用哪

也不可使用），这些技能是对原单

种战斗卷轴军团，以及每种军团内

位战斗卷轴上所列技能的补充。

1

2

军团组织

放入哪些单位。增援部队不能纳入
战斗卷轴军团。

通常情况下，一个单位仅能从属于
一个军团，即仅能从一个军团技能

军团的组织栏列出了其能包含或必

中获益。然而，有些非常大的军团

须包含的单位名称或关键词。若其

包含了多个小的军团，在这种情况

中一条是单位名称，则可使用任何

下，一个单位可能会同时从两个不

拥有该名称的单位（除非该单位条

同的军团中获得技能收益。

目中直接标识，否则您可以无视次
级名称）。未满编单位（详见第 13
页）不能纳入战斗卷轴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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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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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领域
选完战场设定后，您可挑选一个凡
世领域作为战斗的发生地。您所挑

16

2

领域地理特征

每个领域的地理环境，它的

战区

选的凡世领域将决定对局中您可以

气候，生长其中的动植物体系，这

每个凡世领域都十分广阔，包

使用的战斗领域规则。若双方无法

些都多种多样不尽相同，同时也会

含着数量庞大的战区。有时，

就使用哪个凡世领域达成一致，进

对在领域内进行的战斗产生非常大

战斗领域中也包含一个或几个

行一次掷骰拼点由胜者决定。

的影响。

战区的详细信息。在此情况
下，选择领域的玩家也可以指

战斗领域规则
您所选择的凡世领域决定了在该领

定战斗发生在其中一个战区，

3

领域指挥技能

每个领域都有一组独特的

域中发生的战斗适用哪些战斗领域

指挥技能可供在其中战斗的英雄

规则（若存在的话）。

使用。

启用该战区特有的战斗领域
规则。

《战锤：西格玛时代》发行的许多
手册都含有数组战斗领域规则，同

战斗领域：古胡尔，野兽之

域

下文中的战斗领域规则适用于在

时也在不断添加新的规则。

1

个领域也被称为野兽之域。

领域地理特征
若战斗在这个领域进行，挑选这
个领域的玩家可以进行一次掷骰
，参照下
表了解这场战斗中使用哪种地理
特征规则。这条规则适用于双方
玩家。

野兽形态

法师将他们的同伴变为行动迅捷
野兽形态。

D6

的

1

2

选一个可视友方单位。在您的下
个
英雄阶段之前，该单位的冲锋和
奔
跑点数增加 2 点。

领域专属魔法

法师能够掌握与自身身处凡

世领域的能量相关的额外法术。
这些法术是对该法师已知法术的
补充。

3

署
一头非英雄凶兽，由先完成部署
的
玩家率先开始。在下述规则中这
些
凶兽被称为“怪兽”。怪兽不属
于
双方军队。怪兽可被部署到战场
上
的任何地方，但怪兽与怪兽之间
的
间隔必须超过 9 英寸，且不能在
双
方军队的 9 英寸范围内。

请注意，每个战斗轮次的怪兽猎
物
可能发生变化，怪兽将根据最靠
近
的单位“换边站”。同时，怪兽
可
攻击其猎物所在军队的任何单位
，
不仅仅是最靠近的单位本身，且
不
能被其所加入军 队的单位攻击或
冲锋。

这场游戏设定在受混沌污
染的贫瘠之地阿奎夏。将
战斗领域规则引入游戏会
增添新颖而特殊的乐趣。

饥渴敌意：这里就算是环境
中都有一种掠夺 本能，会利用雪
崩地震等杀死猎物。
在您的英雄阶段开始时，进行一
次掷骰。若点数为 6+，挑选
战场上的任意一 点。为距离该点
6 英寸以下的每个 单位各进
行一次掷骰。若点数为
4 或更大，被掷骰子的单位承受
1 处致
命伤。若点数为 6+，该单位将受
到 D3 处致命伤。

怪兽
军队部署完成后，每名玩家可部

在每个战斗轮次开始时，怪兽挑
选
猎物。它们会捕食离自己最近的
单
位。在该轮次中，怪兽加入对方
军
队。若双方军队各有一个单位与
怪
兽间的距离相同，则进行一次掷
骰
拼点来决定哪方选择怪兽的猎物
。
怪兽不会选择怪兽作为猎物。

领地地理特征
蛮荒大陆：这个战区暂时看
来没什么危险。
这种地理特征对战斗没有影响。

野兽形态的施法值为 5。若成功施
法，可在施法者 12 英寸范围内挑

1

257

凡世领域古胡尔作战的情况，这

领域专属魔法
在这个领域作战时，法师能掌握
以
下法术，作为对该法师已知法术
的
补充。

3

原始暴力：这里的所有生物
都嗜血疯狂，即 是掠食者，也是
猎物。
在您的近战阶段结束时，进行一
次掷骰。若点数为 6+，在进
入后怕阶段之前 重新执行一遍近
战阶段（在第二 个近战阶段
结束时不能掷骰再发起近战阶段
）。

4

鲁莽进攻：要在这片狂野之
地中生存，需深 谙吃与被吃的
哲学。
在冲锋阶段开始时在敌方单位
12 英寸范围内的任何单位若在
该阶段结束后没 有接近任意敌方
模型 3 英寸范围内，则
该单
位受到 1 处致命伤。此外
，在同一回合中 ，您可以对进行
过
冲锋的单位点数为 1 点的命中掷骰进
行重新掷骰。

5

古胡尔猛兽：这是一个充满掠
食者的领域，在 这片无止无尽
的狩猎场上，强者生存，弱者为
食。
进行一次掷骰拼 点。胜者可利用
怪兽。

6

左侧怪兽规则额 外部署一头

猛兽出没：大陆上遍布着巨
型野兽群狩猎游

走的踪迹。

双方玩家可利用左侧怪兽规则额

外部署一头怪兽。

2

凡世诸域

您可选择的凡世领域有：
•
•
•
•
•
•
•

阿奎夏，烈焰之域
煞伊许，死灭之域
季伊岚，生灵之域
亥尔熙，光明之域
古胡尔，野兽之域
卡哈孟，金属之域
噩尔古，暗影之域

17

忠诚技能
若您的军队拥有效忠对象，则在

如，若军队中的所有单位拥有雷铸

据表格掷骰来随机获取一种技能，也

《战锤：西格玛时代》游戏中您可

神兵关键词，则该军可效忠于雷铸

可以自行选择。请牢记，您军队中的

以使用一组忠诚技能。忠诚技能赋

神兵，并被称为雷铸神兵军队。

盟友单位无法使用忠诚技能。

予您的军队额外的技能和法术。
著名角色

《战锤：西格玛时代》发行的许多

纳加什、艾查恩和艾丽瑞拉等著名

手册都含有数组忠诚技能，同时也

角色是独一无二的强大战士，拥

在不断添加新的技能。本单元中的

有自身的人格特性和魔法道具。因

规则阐述了如何在游戏中使用忠诚

此，这些模型无法再获得指挥特质

技能。

或魔法道具。

军队效忠

战斗特质

当您选择您的军队时，您可同时为

具有共同目标和理想的军队要远比

其选择效忠对象。选择效忠对象

各怀鬼胎的乌合之众更具杀伤力。

后，您可以使用与其相应的忠诚技

盟友

作为这一事实的体现，具有共同效

能。若一支军队拥有不止一个效忠

一支军队中每四个单位里有一个单

忠对象的军队往往受益于强大的额

对象，您必须从中挑选出一个适用

位可以成为一个盟友单位。

外技能，即战斗特质。

盟友单位被视作您军队中的一部分，

指挥特质

各大阵营

只是您挑选军队效忠对象时不被纳入

不管是狡猾的战略家还是狂暴的屠

《战锤：西格玛时代》中的单位必

其中，因此盟友单位可属于不同的阵

夫，每位将领都有自身独一无二的

然效忠于其中一个阵营——秩序、

营或派系。此外，盟友模型无法成为

指挥风格。若您的将领是个英雄，

混沌、死亡或是毁灭。单位从属的

军队将领，也不能使用或享受您的军

而您军队的忠诚技能中含有指挥

阵营由其战斗卷轴上的关键词决

队忠诚技能所带来的增益。

特质，您可为您的将领选择或掷骰

于战斗中。

出一种指挥特质。如果您因任何原

定。例如，拥有死亡关键词的单位
军队中可结成盟友的派系能在派系的

因在战斗期间选择了一个新将领，

战斗手册或最新版通用手册 的对阵资

请立即选择或掷骰为其赋予一种特

若某支军队的所有单位均属于某一

料中找到。例如，一支雷铸神兵军队

质。除非另行说明，否则指挥特质

阵营（包括您在部署时赋予关键词

可拥有其他秩序派系的盟友。

无法影响将领的坐骑发出的攻击。

阵营。例如，若军队中的所有单位

增援

魔法道具

拥有秩序关键词，则该军可效忠于

在战斗中途加入您军队的单位可以

这些宝物由强大的英雄携带至战场。

秩序阵营，并被称为秩序军队。

是盟友单位。这些单位不占用您军

若您军队的忠诚技能中包含任何魔法

队中的盟友单位限额。

道具，您可选择或掷骰来决定您军队

属于死亡阵营。

的任何单位），则该军队效忠于该

中的英雄携带哪种道具。您的军队中

派系

许多单位也效忠于阵营中的某个派

战斗卷轴军团

每拥有一个战斗卷轴军团，您可再选

系。例如，雷铸神兵是秩序阵营中

战斗卷轴军团中包含盟友。这些单位

择额外一位英雄携带道具。每个英雄

的一个派系。

不占用您军队中的盟友单位限额。

只能拥有一件魔法道具，且一支军队
中不能拥有两件相同的魔法道具。除

若军队中的所有单位均拥有一个派

技能类型

非另行说明，否则魔法道具无法影响

系的关键词，包括您在部署时赋

多数忠诚技能中包含一组战斗特质、

将领的坐骑发出的攻击。

予关键词的任何单位，则该军队可

指挥特质、魔法道具和法术知识。有

以效忠于该派系，而非该阵营。例

时这些以表格形式列出——您可以根

18

纳垢大军中不仅包含了纳垢魔蛆战斗手册中的腐坏使徒，还有斯卡文鼠疫人战斗手册中的斯卡文鼠人。
该军队所有单位都拥有纳垢关键词，因此它可以使用纳垢忠诚技能。
法术知识

法师可能通过阵营或派别专属的魔
法知识掌握额外的法术。若您军队
的忠诚技能中包含任何法术知识，
您军队中的每个法师都能掌握知识
中的一个法术，作为对该法师已知
法术的补充。
特殊技能

有些忠诚技能组中还包含其他类型
的特殊技能。在此情况下，该组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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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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