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AXXRAMAS 各区简介 

 

NAXX 分为 4 个区 域及一个中央区，RAID 玩家在 RAID 开始时，可选择一个区域进行攻略。

击倒该区总 BOSS 之后，代表该区域的卡片翻面，玩家可以选择继续攻略其他未攻 占的区

域，还是直接挑战中央区。如果是继续攻略其他区域的话，游戏将会重置。简单来说就是新

开一局新的游戏——除了已经被翻面的区域牌。四个区根据官方推 荐的难易度排列，分别

是憎恶区，蜘蛛区，瘟疫区和死亡骑士区。 

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这 4 个区的情况。" N6 n* I# ^6 @ 

 

憎恶区/ e* V7 K# R# ?( A% W) J( d+ ` 
0 V8 g, I9 i% @+ C. A2 W' [6 r/ F 

区域效果' D* v$ o6 q* n 

正面： 

在你的回合（即 BOSS 回合）结束时，如果 BOSS 处于正面且不是“无敌”状态，增加一个怒

气指示物。之后，如果有 3 个或以上的怒气指示物，将 BOSS 翻面。 

在你的回合 横置：将一张“重伤”从你的坟场加入手牌。( x. Y% b+ J+ w4 F5 f; y+ e4 J 

当 BOSS 被消灭时，除外所有的怒气指示物和 NAXX 代币。 

当塔迪乌斯被消灭时，翻转此卡。 

背面： 

在队长回合结束时，如果怒气指示物少于 3，增加一个怒气指示物。 

任何 RAID 玩家：除外 3 个怒气指示物—将所有 RAID 英雄翻成正面。" k& t2 n/ ~% I% P 

 

重伤/Mortal Wound 

2 费  

结附目标 RAID 英雄，BOSS 给予他 3 点近战伤害: n) u. C8 h' i! ]7 O 

持续：在你的回合结束时，增加一个伤口指示物 5 v* s# I6 _# ]* @) O 

每有一个伤口指示物，如果被结附英雄将要被治疗，改为治疗同等数量-1 的伤害。1 \1 R) ~6 F& ^$ S  O2 Q 

当被结附英雄所受的伤害全部被治疗时，消灭这个技能。- x0 h% C6 V5 w( i 
* t1 B: A* Z' a$ O! O 

1 号 BOSS 
- s; E, x8 k( [3 ` 

帕克维奇/Patchwerk/ y. X8 p/ R/ Z8 T $ s) V* X 

6 生命- V4 O: H. O- H' t$ R 

正面： 

显著 突袭 10% u" l  b  E( P% h 

背面：* y( L1 Z% B% Y7 A) ^ 

显著 突袭 12+ o7 y+ @/ w* D2 P* z - z1 P0 v 

在你回合开始时，你可以消灭目标盟军" _+ w1 ?: U( M- f2 r" _! |; X 

 

2 号 BOSS 

 

格罗布鲁斯/Grobbulus 

15 生命 

正面： 



显著 突袭 77 `( u# @/ V' X: [( B+ _ 

在你回合开始时，给一个随机的 RAID 英雄放置一个毒指示物。然后，每个英雄上每有一个

毒指示物，格罗布鲁斯给予他 3 点自然伤害。 

当格罗布鲁斯被消灭时，除外所有毒指示物。7 c  g  K* e7 q8 Z' l 

背面： 

显著 突袭 10 

在你回合结束时，每个英雄上每有一个毒指示物，格罗布鲁斯给予他 10 点自然伤害。当格

罗布鲁斯被消灭时，除外所有毒指示物。$ |3 Y) O5 G9 g 

 

3 号 BOSS# b: V/ O' H3 Y/ q 

 

格拉斯/Gluth2 i9 V0 ~: Y, e* j/ @5 ]7 \/ d2 L8 x 

18 生命 4 ?  J+ K0 z7 N 

正面：: y$ G( H, O( [5 m# D' D 

显著 突袭 6# u& e4 i! _- W7 M6 ~; O 

在每个 RAID 玩家回合开始时，放置一个僵尸进场 

在你的回合：消灭一个僵尸—格拉斯对自己治疗 3 点伤害) k5 s9 F9 O6 l1 R# x 

背面： 

显著 突袭 6% D/ x  y. e. I8 H. z5 b 

当格拉斯翻到此面时，给每个 RAID 英雄放置伤害直到其受到生命-6 的伤害# y5 m: .̀ b2 {: n 

当格拉斯被消灭时，给每个 RAID 英雄移除 15 个伤害。' Z- B" d/ T+ U0 e 
# \1 s& ? & {8 x- v8 u 

僵尸 

3 近战攻击 3 生命 

任何 RAID 玩家：横置你控制的一个死亡骑士/猎人/圣骑士/萨满/战士—横置此盟军 
- J+ _4 m8 b% P# o5 Y 

4 号 BOSS 

 

塔迪乌斯/Thaddius 

50 生命* A* d- @7 m" P* Z/ W/ W 

进场时放置 Feygen 和 Stalagg 进场 

正面：+ F6 ?' f4 N  e9 [2 i 

只要 Feygen 和 Stalagg 在场，塔迪乌斯获得无敌，失去且不能获得其他能力。 

显著 突袭 10 

在每一个 RAID 玩家开始时，若他控制奇数个角色，塔迪乌斯对他造成 10 点自然伤害；反之，

他的英雄对塔迪乌斯造成 10 点自然伤害。 

背面：- H2 q6 C9 y# N# y8 j  {! M% t 

显著 突袭 154 \+ ]0 \! y) f3 p2 Q$ _ - o 

在你回合开始时，塔迪乌斯对每个敌对英雄和盟军造成 10 点自然伤害。 
3 D1 e* c1 f- R: c3 H, T 

Feygen- n  q2 h" }! j" D" A- w5 `+ E 

10 生命$ b2 v+ B8 C( Q 

显著 突袭 5$ o! I( i! S' i+ _, L( x* m 

当这个盟军进场时，他对每个 RAID 英雄和盟军造成 2 点暗影伤害 



在 BOSS 回合开始，如果 Stalagg 不在场，将他放置进场。 

 

Stalagg 

10 生命 

显著 突袭 5 

当这个盟军进场时，本回合 RAID 英雄和盟军-5 攻。. \! Q; d; m! L. J: K& `% D+ I! h" z 

在 BOSS 回合开始，如果 Feygen 不在场，将他放置进场。$ p7 |5 G% A3 M3 B6 m, J 

 

蜘蛛区# H7 r& X( N5 ` 

 

区域效果： 

正面：! @6 ^. E" O# y4 y- l% G 

如果一个 RAID 英雄或盟军将要造成非战斗伤害，改为造成-1 的伤害。" n2 y* ]2 |7 f6 J* n 

在你的回合：横置：把一张“蜘蛛网”从你的坟场加入手牌。 

当一个 BOSS 被消灭时，消灭所有的 NAXX 代币。 

当迈克斯纳被消灭，翻面此卡。 

背面：" g% ^$ s8 n; P 

如果一个 RAID 英雄或盟军将要造成非战斗伤害，改为造成+1 的伤害。 

 

蜘蛛网/Web Wrap! |9 \# x% F, \8 f/ a  D6 F2 P5 s 

2 费 3 生命$ \' d% P# ^' M" U/ s1 T 

结附目标 RAID 英雄或盟军 

持续：在你的回合开始时，BOSS 给予被结附者 3 点自然伤害。 

被结附者不能攻击或横置，失去且不能获得能力( r9 q" b) ?4 P! c( r/ Z: h* _ 

这个技能可以如盟军一样被攻击或指定。 
& n& d4 \, C* ~* u& O. c, \ 

1 号 BOSS1 R* a% F' Q, S 
0 \1 F! t' w: ?9 J 

阿努布雷坎/Anub’Rekhan! Q$ h: N, _7 j3 X 

6 生命: Y) a: K0 G' }* ] 

正面：6 @! Q# u$ q+ d* N! Z# V 

突袭 2  m% l) j# C5 a+ O) m 

在你回合开始时，阿努布雷坎对一个随机的 RAID 英雄造成 2 点近战伤害。 

在你的回合：3 把阿努布雷坎翻到背面。 

背面：* ~" ?  Q0 G) R 

当阿努布雷坎翻至此面时，放置一个地穴守卫进场 

阿努布雷坎不能攻击 

当一个英雄或盟军对阿努布雷坎造成战斗伤害时，阿努布雷坎对其造成 2 点自然伤害/ T! k/ b/ t8 Z- u+ L 

在你回合开始时，翻转阿努布雷坎- B+ U/ I6 _( Q+ Y1 s7 D 

 

地穴守卫/Crypt Guard 

4 近战攻击 4 生命 2 ?5 G* G+ p9 f$ }* ^ 

当这个盟军进场时，你可以在你的牌库里检索一张蜘蛛网并将其结附在目标 RAID 英雄或盟

军上。% j0 Z4 e; l  { 
+ b, W- p! T2 Y; r4 x6 i* ^ 



2 号 BOSS9 h- i9 {% {% a* q; x$ K  v5 J 
1 O5 `1 H 7 Q2 _' W2 C. t 

黑女巫法琳/Grand Widow Faerlina7 x5 j5 q( r  z8 C- j6 f 

9 生命 

带 2 个 NAXX 爱慕者进场% D+ @; d' I! B1 l9 \* \6  `9 ^ 

正面：9 m+ t; ]) G  u+ o5 L$ R7 ]5 t6 R 

突袭 5' i- p8 o" q5 K. ~% ? 

在你的回合开始时，法琳对每个 RAID 英雄造成 3 点火焰伤害。 

在你的回合：6 将法琳翻到背面 2 B5 }2 Z/ F2 q+ T1 z 

背面：+ ?+ P! u( W! E$ x0 L( S& s1 Y 

突袭 87 h1 x/ k% W5 g 

2 重置法琳' Z1 Y3 V; C7 `) e' v0 e 

 

NAXX 爱慕者/Naxxramas Worshipper' q  q' G/ ~  g( K" o) A 

1 火焰伤害 5 生命 

任何 RAID 玩家：横置一个你控制的牧师—获得这个盟军的控制权 

任何控制这个盟军的 RAID 玩家：消灭这个盟军—把法琳翻到正面。# D! ]# n% {4 y* e/ H6 d, R; L 

 

3 号 BOSS9 H9 L4 M( X% J, }6 ~( w 

 

迈克斯纳/Maexxna 

18 生命 

正面：3 |& w" s2 h/ [1 c 

突袭 8  N3 i6 c7 p2 ^% ^' ]; [/ O$ s 

在你的回合开始时，目标 RAID 玩家队伍里的英雄和盟军本回合失去且不能获得能力。 

在你的回合：9 把迈克斯纳翻到背面 

背面：$ f9 [$ h7 R1 T  W4 F- d- q8 B. n 

突袭 12 

在你的回合开始时，如果上个回合的回合玩家不是你，你获得一个额外的回合。9 Y& L9 b1 Q& I. `0 W 

 

瘟疫区 
9 U: y2 Y! m. F: ^ 

区域效果：/ D# P2 r/ \8 {: s, i# ?2 E0 |# O4 O 

正面： 

RAID 盟军-1 攻击/-1 生命 

在你的回合：横置 将一张削弱瘟疫从你的坟场中加入手牌。 

当 BOSS 被消灭时，除外所有的怒气指示物和 NAXX 代币。 

当洛欧赛布被消灭时，翻转此卡。 

背面： 

RAID 盟军+1 攻击/+1 生命 
# B1 ?9 X1 K; t. q$ ~4 K9 W4 [ 

削弱瘟疫/Decrepit Fever 

2 费 

结附目标 RAID 英雄。 



持续：被结附英雄队伍中的英雄或者盟军将要造成伤害时，造成-3 的伤害。2 H) |3 S1 D6 u- l2 Q 

当被结附英雄队伍中的英雄或盟军造成伤害时，消灭这个技能。 

 

1 号 BOSS' e' S' c6 b* g0 C+ r0 ] 
& ]; p' [3 i# O  M - p* | 

瘟疫使者诺斯/Noth the Plaguebringer6 J7 A' F8 d1 n5 j. ~2 o9 d 

4 生命 

正面：) S0 O6 K" ^" X 

突袭 3, }. P7 T9 ~, s8 o$ \ 

在你的回合结束时，放置一个瘟疫战士进场并将诺斯翻面。1 W) K8 ~3 y) ?. y! ^ 

背面：, e* j, r- A% `8 V8 f+ C  M0 ?# s 

隐遁 8 z. l) ?) \1 R4 N0 u$ u 

诺斯不能攻击。. e- d% g  f7 b$ S8 K% S 

在你的回合结束时，放置一个瘟疫勇士进场并将诺斯翻面。 

 

瘟疫战士/Plagued Warrior 

1 近战攻击/1 生命  L% Z3 G, q* P* y7 N+ q; L 

当这个盟军对一个英雄造成战斗伤害时，他对每个 RAID 英雄造成同等的近战伤害。+ R0 X7 @6 |. f  u" Q% V# A 
* V0 m+ \* l. d2 A: ~. J* B 

瘟疫勇士/ Plagued Champion* y) s8 l9 w; _! h 

1 暗影伤害/1 生命 1 `# S0 j7 m* t$ M$ e& k: t 

护卫 

 

2 号 BOSS. ?# B  D2 s* F3 Z0 B% u' P+ b" ~ 

 

肮脏的希尔盖/Heigan the Unclean. t6 @1 b# z+ h3 Z 

8 生命 

正面： 

突袭 54 t* u" Q  s. P1 C 

在你的回合开始时，掷一个骰子，如果是奇数，希尔盖对每个横置的 RAID 英雄和盟军造成

骰子数的自然伤害。 

背面： 

希尔盖不能攻击。 

当一个英雄或盟军对希尔盖造成战斗伤害，希尔盖对其造成 3 点自然伤害。 

在你的回合开始时，掷一个骰子，如果是偶数，希尔盖对每个未横置的 RAID 英雄和盟军造

成骰子数的自然伤害。. x4 W% s1 n/ v: T. H/ n8 V 

在你回合结束时，将希尔盖翻面。 
9 Q7 f6 b9 K' x" N: V" N 

3 号 BOSS" c% d2 d+ v! S4 P9 O9 q9 ^ 

 

洛欧赛布/Loatheb5 z# {) u# o2 T$ A7 U) G2 b5 v' @ 

30 生命. R; i) i; S& a- L) K" H" \ 

进场时带一个孢子 

正面：* e2 Q( }  Z; } 



突袭 82 ?9 _3 d5 K1 t) N+ A, e 

在你的回合结束时，洛欧赛布对每个 RAID 英雄造成 3 点暗影伤害。将洛欧赛布翻面。 

背面：/ s2 G0 h( I" n# d! w3 F 

突袭 8' c0 z3 }  b' p/ S2 _: k 

在你的回合结束时，洛欧赛布对每个 RAID 盟军造成 3 点暗影伤害。消灭真菌影响，将孢子

放进场，将洛欧赛布翻面。- X% [7 z/ v4 Y4 x$ s" Q3 ? 

 

孢子/Spore' m( [; Q! l7 e$ X% p1 z! ` 

0 近战攻击/4 生命 2 k' |2 G0 l: Q 

这个盟军不能攻击。6 @) Z& A- ~; }" P1 O2 }8 o 

RAID 英雄和盟军不能被治疗。* s0 T( _- |! ^& |) l. t 

当这个盟军被一个英雄或盟军造成致命伤害时，把真菌影响结附在那个角色的控制者所控制

的英雄上。 

 

真菌影响/Fungal Creep 

持续：被结附英雄队伍里的英雄或者盟军将要给予或治疗伤害时，给予或治疗+2 的伤害。 

当洛欧赛布被消灭时，消灭真菌影响。 

 

死亡骑士区  I6 ^$ P( w1 N% e 

 

区域效果 3 _# W: ~& v' [, f, R$ y. B 

正面：' H+ b7 ]3 @3 H 9 \" ^ & H 

武器-1 攻击 

防具-1 防御) J% p5 X" c) [" g; w% V2 P 

在你的回合：横置 将一张收割灵魂从你的坟场中加入手牌。 

当 BOSS 被消灭时，除外所有的怒气指示物和 NAXX 代币。 

当天启四骑士被消灭时，翻转此卡。 

背面：& U1 q2 @) v- [ 

武器+1 攻击( H' l4 x6 D+ R1 e6 H 

防具+1 防御 
# `! @+ S/ w- z7 f: T* r 

收割灵魂/Harvest Soul+ B! u3 j! @' z/ j* L( n 

4 费. {* V- Z0 I, ]+ {( H. D 

结附目标 RAID 盟军 

持续：你控制被结附盟军。+ \: ~6 S0 s& |$ o  R! H8 | 

放置 1 点伤害在被结附盟军上 BOSS 对自己治疗 1 点伤害。1 W/ k2 w0 [) ~2 M' c  x5 {- G! ~ 

 

1 号 BOSS6 q) v0 s% E5 M2 d 

 

教官拉苏维奥斯 

6 生命' {1 @% S4 W4 i* m  ^- ?% c1 I 

正面：8 C% j' P$ j$ y4 [( D 

突袭 4 
. n& c" r; g7 V3 W% V* c% K% r1 b2 L3 K% r 



当一个死亡骑士学员离开你的控制时，将拉苏维奥斯翻至背面。% c/ P6 ]+ Z; I/ E0 ]; o% |! W 

背面： 

突袭 103 c# _. o5 X+ o1 N  ] 

拉苏维奥斯如能攻击必须攻击且只能攻击死亡骑士学员。% g" x# r2 i3 m  F3 Z 
$ u4 z, ?# n% Y ) k 

2 号 BOSS 

 

灵魂收割者戈提克: H+ Q7 ]) d% }6 B) u' j, H 

6 生命 

带 4 个不屈的死亡骑士进场 7 Z6 Z$ X! c$ X2 Y, f& A& J( j 

正面：: _$ X- j! P2 o% Z+ I) Q' {6 ~ 

无敌% ~3 h5 Y4 a# G2 Q 

当戈提克进场时，阅读戈提克规则（特殊规则，下详） 

只能在游戏中使用一次：在你回合开始时，放置两个不屈的骑士进场。: n8 J# }  u9 U$ X 

当最后一个鬼灵/Spectral 盟军离开你的控制时，将戈提克翻面。" S: V. j; @' i( ]% ? 

背面： 

在你的回合：横置 戈提克对目标盟军造成 4 点暗影伤害。0 q! {, S5 R% X! P# N6 c, Z! }. X% n 

当戈提克被消灭时，他对每个 RAID 英雄造成 4 点暗影伤害。 
7 w$ Q' N8 |) E 1 n4 s ) G* ^; ? 

附：戈提克规则 

当戈提克进场时，如果是偶数个 RAID 玩家，将他们等分，坐在        BOSS 左手边的玩家将

变成不屈/Unrelenting，而右手边的玩家将变成鬼灵/Spectral。如果是奇数个玩家，那么中间

的玩家将既是不屈又是鬼灵，其余同上。# ]. g  _" y; F) u# I 

BOSS 既是不屈又是鬼灵。鬼灵玩家操纵的卡片将视为鬼灵，不屈玩家操纵的卡片将视为不

屈。而 BOSS 的小怪里，写着不屈的就是不屈，写着鬼灵的就是鬼灵。5 {5 p9 Z, R. _5 I6 P 

鬼灵和不屈的卡片之间不能互动，类似黑庙的塔隆规则。& f% p9 }2 U3 n, i$ R* ` 

这个规则在戈提克翻面之前一直有效。 

 

不屈的死亡骑士) R4 S' H% S" T/ d9 X, t# b 

2 近战/1 生命 0 S5 p' ~* _- U, r, g6 ^ 

当这个盟军离场时，BOSS 玩家将一个鬼灵死亡骑士放置进场。 
/ B: a0 j( p1 Q- ^! E$ ?5 j 

鬼灵的死亡骑士 

2 近战/1 生命 

当这个盟军给予一个英雄或盟军战斗伤害时，他对该角色队伍内的每个英雄和盟军造成 1

点近战伤害。 

 

不屈的骑士% k. \  }; F' ~# v0 {" ,̀ U 

2 近战/2 生命 

狂暴 

当这个盟军离场时，BOSS 玩家将一个鬼灵骑士放置进场。 
: p4 C8 n/ j) }, v; t/ E7 R: k, z 

鬼灵骑士 

2 近战/2 生命! q/ u3 \. E5 |0 u9 s 



狂暴 

当这个盟军受到伤害时，他对伤害来源造成 1 点暗影伤害。 
' j6 J- w3 I+ ~# B 

3 号 BOSS( N$ }$ N3 L& `% S1 J 
* Y' h0 j" k% x/ y1 d 

天启四骑士 
$ ~4 M" ]3 b2 X: N4 ^* y5 V* W 

进场时将库尔塔兹领主，瑟里耶克爵士，女公爵布劳缪克丝和瑞文戴尔男爵放置进场。2 i7 K5 Z5 D! }6 i$ c1 ?  D7 [ 

 

正面： 

无敌 

在你回合开始时，队长将一个天启骑士翻至背面。: o9 ^, N3 `6 ;̀ B6 F; H& g 

天启骑士不会离场直到四人全部受到了致命伤害。 

当一个天启骑士受到了致命伤害，将此卡翻至背面。  w+ B6 `( ]# D * J 

 

背面：8 M7 K/ k& W* u 

无敌 

在你回合开始时，队长将一个天启骑士翻至背面。4 k, ;̀ I' F- f 

天启骑士不会离场直到四人全部受到了致命伤害。( t+ S1 M' J5 {/ e% T 

当一个天启骑士受到了致命伤害，他变成 0 攻且不能获得攻击力。: H* m( W- Z, {* F- U 

当天启四骑士全部离场，消灭此卡。  f- {6 K4 ]' x7 t! l% e) z ( f6 \  b 

 

库尔塔兹领主/Thane Korth’azz 

5 近战/10 生命 

正面： 

在你回合结束时，队长选择一个 RAID 盟军。这个盟军对其造成 5 点火焰伤害。 

背面：- x: q: e5 z+ ^4 @5 `- } 

在你回合结束时，这个盟军对每个 RAID 盟军造成 5 点火焰伤害。! Y2 d0 u' K: E; {0 k1 H6 D 

 

瑟里耶克爵士/Sir Zeliek( t" {$ P1 a/ u( J; l: j) x 

3 神圣/10 生命 

正面： 

远程 

在你回合结束时，队长选择一个 RAID 英雄。这个盟军对其造成 5 点不可防御的神圣伤害。 

背面：$ R$ E! M- C1 Y4 l) j/ A. N6 B9 ~ 

远程 

在你回合结束时，这个盟军对每个 RAID 盟军造成 5 点不可防御的神圣伤害。 
1 z6 K0 C( ?2 g* x 

女公爵布劳缪克丝/Lady Blaumeux 

3 暗影/10 生命 

正面：8 {9 {& V5 R- O9 b4 V0 t+ i% h; o 

远程 

在你回合结束时，队长选择一个 RAID 装备或技能。将其移除游戏。 

背面：" o; I( O$ L  s) j 



远程  s$ D" R0 }( P( t$ |. I 

在你回合结束时，将全部 RAID 技能和装备移除游戏。 
4 i( `0 h0 T$ [+ w8 r 

瑞文戴尔男爵/Baron Rivendare& Y2 z& i2 z% `- _) |! p 

5 近战/10 生命) W, F2 Y& ~. n* G 

正面：: E" k8 c( L7 K9 C 

在你回合结束时，队长选择一个 RAID 玩家，那个玩家随机弃 1 张牌。- f4 `/ g3 u8 U 

背面： 

在你回合结束时，每个 RAID 玩家随机弃 1 张牌。- a* g5 p- e# ^( h% K% c 

 
' Y) }* g! D! e5 S! b4 X3 n 

至此，4 个区域已经全部介绍完毕，当然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中央区的萨菲隆和克尔苏加德。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央区的情况。 
7 {3 ]1 a% \6 G+ A& @  g 

中央区 冰霜巨龙巢穴) j. l! K) t$ I0 F. j$ {. |5 j 
' V+ B3 u/ d5 {( A8 z+ G 

区域效果. ?5 {! f. {8 L7 n 

正面：/ f7 B% M. c1 B* M1 V* R 

当 RAID 玩家进入冰霜巨龙巢穴，BOSS 玩家将其坟场洗回牌库，之后抽卡直至手牌到 7 张。 

横置 抓一张牌。3 d7 j0 H$ D6 u' b6 M 

当萨菲隆被造成伤害时，他给予伤害来源 1 点冰霜伤害。 

当萨菲隆被消灭，翻转此卡。 

 

BOSS 

萨菲隆 1 }& g: M9 v; p  {3 E 

正面： 

5 近战/20 生命 

当萨菲隆横置时，他对目标 RAID 英雄造成 5 点近战伤害。0 A8 ^* j8 L; k3 z: F8 ]9 y 

在你回合结束时，萨菲隆对 1 个随机的 RAID 英雄造成 5 点暗影伤害，每以此法造成 1 点伤

害，萨菲隆对自己治疗 1 点伤害。翻转萨菲隆。 

背面：: n  _" g* x: V3 o  ]. k 

20 生命 0 r+ ?! m2 t. u9 a 

近战标志的卡不能攻击或横置。 

在你回合开始时，萨菲隆对一个随机的 RAID 英雄造成 5 点冰霜伤害，并将冰箭结附在其身

上。7 E. c3 b$ y+ W4 I5 P+ F 

任何 RAID 玩家：弃一张牌 放置一个避难指示物在你的英雄或者每一个你操纵的盟军上。 
) `+ j2 Y5 r/ D 

冰箭/Icebolt- Z8 b- `- w8 n. L. j 

 

持续：当冰箭结附在一个英雄上时，在那个英雄和其队伍中的所有盟军身上放置一个避难指

示物。( q4 T2 W8 \! n# ?" v 

被结附英雄不能攻击，横置或被给予伤害。 

在你的回合结束时，消灭冰箭，萨菲隆对每一个没有避难指示物的英雄和盟军造成 150000

不可防御的冰霜伤害。移除所有的避难指示物并翻转萨菲隆。 



萨菲隆被击倒之后，将中央区的卡片翻至背面。将事件卡牌库和坟场移除游戏，将 5 张克尔

苏加德事件卡洗牌后作为新的事件卡牌库。- K6 u1 y' o$ X$ y8 e5 Z 
7 p; Z% z7 m% i ) n6 h 

中央区背面：4 G( T8 Z7 x& s/ B 

当此卡翻至此面，将 3 个随机的克尔苏加德盟军放置进场。  p9 |0 R4 d& H6 G 9 F  I+ L 

在每个玩家回合开始时，将 3 个随机的克尔苏加德盟军放置进场。 

克尔苏加德获得无敌直到 9 个克尔苏加德盟军进场。 

横置 抓一张牌。 
; r# ?9 \1 x& ~" }+ r3 T 

克尔苏加德盟军一共有三种，每种三张。' U3 b# D: D; V& `9 {7 i& g; f 

 

冰冻废土战士/Soldier of the Frozen Wastes 

3 近战/1 生命 

当这个盟军进场时，抓 1 张牌。4 l: B5 E: `5 i' i% B) ` 

 

不可阻挡的憎恶/Unstoppable Abomination* [: C# o+ x% A3 M$ X 

4 近战/4 生命# S0 X& K/ S, l$ L 

这个盟军不能被护卫。 

这个盟军造成的伤害不能被防止。' e" D) A0 C! K 

 

灵魂编织者/Soul Weaver1 X  h; q" n; o) i3 w( L- F. [9 } 

2 暗影/2 生命 

近战抗性- M" J' T1 `9 f: v4 n( U. U6 ` 

当这个盟军进场时，将目标非英雄 RAID 牌回到拥有者手牌。5 B+ J7 k# q: O( q) j 
' ]7 n" }, n. U% c+ K 

克尔苏加德/Kel’Thuzad 

正面： 

3 冰霜/33 生命: u$ M- [6 ?2 d# `+ l7 G1 f6 {6 f2 ]3 X 

当克尔苏加德失去无敌时，获得至多 1 个目标 RAID 盟军的操纵权，检索 1 个 RAID 卡组，坟

场，手牌和除外区域，从每个区域内放置至多 1 个盟军进场。" T$ ]) D& l$ D8 I3 M 

在你回合结束时，翻转克尔苏加德。 

背面：* R: @+ m, ^* ]$ F 

33 生命: v0 t7 e. ~+ W6 B 

在每个 RAID 玩家回合结束时，克尔苏加德对其英雄造成 30 点冰霜伤害。# r9 T4 X' G3 D 

任何 RAID 玩家：横置一个你控制的近战标志的卡片 这个回合，防止所有因此法造成的伤害。 
( L( ? & K# e8 q7 r 

克尔苏加德事件：$ Z. Z; p! j0 T0 J8 t 
- y* y; L7 C7 W8 r" E 

Kel’Thuzad’s EVENT 1： 

冰霜冲击/Kel’Thuzad’s Blast4 v$ k$ _, M2 s6 F 

持续：在你回合结束时，克尔苏加德对一个随机的 RAID 英雄造成 5 点冰霜伤害，并将一个

冰霜冲击结附在其身上。5 T0 R4 z$ Q- g: B5 [; _) o9 t 

冰霜冲击* E/ h, f2 D6 J1 H. m 

持续：被结附英雄不能攻击，横置或被给予伤害。 



在你回合开始时，消灭冰霜冲击，克尔苏加德对被结附英雄造成 10 点冰霜伤害。 
6 p9 J  N/ }  F; ?" m6 t 

Kel’Thuzad’s EVENT 2：- E! Q" Q7 I; l 

自爆法力/ Kel’Thuzad’s Detonation 

持续：在你回合结束时，每个 RAID 玩家消灭 3 个自己控制的资源。 

 

Kel’Thuzad’s EVENT 3. W1 R7 M6 t/ K( W% g" I 

暗影裂隙/ Kel’Thuzad’s Fissure 

持续：在你回合结束时，指定至多 1 个目标 RAID 技能，至多 1 个目标 RAID 盟军和至多 1

个目标 RAID 装备。将他们移除游戏。 

 

Kel’Thuzad’s EVENT 4 

召唤冰霜皇冠卫士/ Kel’Thuzad’s Guardians0 l' ?# {/ M) w5 K4 y1 v% L) h3 Q 

持续：在你回合结束时，放置一个冰霜皇冠卫士进场。2 P" N7 @. s. t% F3 p 

 

冰霜皇冠卫士 

0 近战/0 生命 

护卫  i0 n1 e) f% ?9 B" k, \" S 

每有一个正面朝上的事件牌，这个盟军获得+1 攻击/+1 生命 

 

Kel’Thuzad’s EVENT 5 

群体寒冰箭/Kel’Thuzad’s Volley 

持续：在你回合结束时，克尔苏加德对每个 RAID 英雄和盟军造成 3 点冰霜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