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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冷卫士 
公爵的蹂躏者  飞行、野兽

赫斯戈恩的猎人者 
斯拉夫尼尔  野兽

德里普尔的狂怒爬行者 
每个战士  飞行

伊拉塞恩的灵魂突袭 
杜恩克劳  野兽

刺鳍   野兽

大联盟

在《战锤冥土世界：恐怖深渊》中，每个战队都属于一

个大联盟：秩序、混沌、死亡或毁灭。大联盟包含以下

分别列出的旧战队。

秩序

伊拉塞恩的灵魂突袭

铁魂的判处者

莫格维斯的剑刃巫队

麦瑞的净化者

斯卡厄斯的野性狩猎队

钢心的勇士

赛勒斯特斯风暴军

风暴之主的破咒者

神选之斧

远行者

星血追猎者

桑德瑞克的奸商队

伊莎莉的守卫

混沌

九圣之眼

盖瑞克的血掠兵

神誓猎手

格拉什拉克的劫掠者

哈格拉的蹂躏者

玛戈尔的恶魔

恶爪鼠群

恐怖盛装会

喷蛆战帮

下列勘误表更正了《战锤冥土世界》中的错误。

《战锤冥土世界：恐怖深渊》规则将替代《战锤冥土世

界：危极之渊》规则，这里的勘误表也将替代《战锤冥

土世界：危极之渊》勘误表。

本勘误表定期更新；进行改动时，有别于前一版本的任

何变动都将以紫红色高亮标出。若日期中含有注释（例

如“区域更新”），即意味着仅对当前语言的文件版本进

行了本地更新，订正了某处翻译错误或者其他小错误。

战士特质

《战锤冥土世界：恐怖深渊》将增加两个战士特质：野兽

与飞行。旧战队中的下列战士可以获得此处列出的额外

特质。在任意情况下，特质都会取代战士卡片上的类似

技能：从现在开始，这些技能都以同样的方式运作。

荆棘女王的尖刺军

每个战士  飞行

扎巴格的爪牙 
戈布卢克  野兽

碎骨者   野兽

神誓猎手 
格罗   野兽

莫洛格的暴徒 
蝙蝠跳跳  飞行、野兽

怨恨恶菇  野兽

石笋跳跳  野兽

桑德瑞克的奸商队 
卡兹甘·德拉卡尖钉 飞行

哈罗夫人的悲伤飞魂 
每个战士  飞行

斯卡厄斯的野性狩猎队 
里哈恩   野兽

官方勘误表，202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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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厄斯的野性狩猎队 - 战士
卡莎恩

将狩猎号角行动改为：

“狩猎号角（行动）：在这张卡片上放置一枚号角标牌。

若这张卡片上存在一枚或更多号角标牌，那么在为己方

战士的攻击行动进行下一次攻击掷骰时，可重掷任意数

量的攻击骰，随后移除这枚号角标牌。”

喷蛆战帮 - 战士
菲丘拉（激励）

为菲丘拉战士卡片的这一面添加一个队长“王冠”图标。

风暴之主的破咒者 - 战士
阿米斯·黎明守卫，神佑拉斯特斯
在各自战士卡片正反两面的“强化”法术行动描述中添

加下列内容。�  
“此外，如果该法术成功施放，那么在该阶段中，该战士

无法再次进行该行动。”

荆棘女王的尖刺军 - 战士
瓦克雷弗

将瓦克雷弗战士卡片两面的行动改为：�  
“行动：将所有己方锁缚游魂朝距离最近的敌方战士推

动最多 2 个六角形。该战士每个轮次只能执行一次该�
行动。”

神誓猎手 - 战士
将每张卡片的激励条件改为：�  
“一张非幻觉升级被给予该战士。”

莫洛格的暴徒 - 战士
莫洛格（激励）

将莫洛格激励面的技能改为：�  
“该战士即使拥有一枚移动标识，也能进行移动或冲锋

行动。此外，该战士拥有一枚冲锋标识时仍然可以被激

活，但无法进行超级行动。”

阴森守卫 - 战士
阴森守卫长

将阴森守卫长的激励条件改为：�  
“将一名己方战士送回战场并且此前曾经将己方战士送回

过战场。”

将该战士的第二个技能改为：�  
“行动：另选两名没有移动标识和冲锋标识的己方战士。

用所选战士各进行一次移动行动。”

守卫长（激励）

将该战士的第二个技能改为：�  
“行动：另选两名没有移动标识和冲锋标识的己方战士。

用所选战士各进行一次移动行动。”

死亡

德里普尔的狂怒爬行者

凯南的收割者

哈罗夫人的悲伤飞魂

阴森守卫

血色王廷

阴冷卫士

荆棘女王的尖刺军

毁灭

碎颅的疯徒

赫斯戈恩的猎人者

铁头小子

莫洛格的暴徒

摩戈克的粉碎军

雷帕的龇牙兽骑兵

扎巴格的爪牙

混沌关键词

在《战锤冥土世界：恐怖深渊》中，战士对混沌诸神中

不同神明的信仰可以在游戏中产生影响。以下旧战队中

的战士可以获得此处列出的额外关键词。

盖瑞克的血掠兵� 恐虐

玛戈尔的恶魔� 恐虐

九圣之眼� 奸奇

喷蛆战帮� 纳垢

恐怖盛装会� 色孽

其他勘误表

德里普尔的狂怒爬行者 - 战士
贵族

将死亡打击反应改为： 
“死亡打击

反应：在对手的能量阶段后使用。选择一名位于己方领

地的己方战士。将该战士朝距离最近的敌方战士推动 
1 个六角形。”

贵族（激励）

将死亡打击反应改为：

“死亡打击

反应：在对手的能量阶段后使用。选择一个或两个位于

己方领地的己方战士。将每个所选战士朝距离最近的敌

方战士推动 1 个六角形。”

哈格拉的蹂躏者 - 战士
将每个战士的激励条件改为：

“激活后战场上存在两枚或更多亵渎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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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人奖赏（暗夜地窖 #426）
将该卡片改为：�   
“选择一枚目标标识。将其 2 个六角形以内的所有战士向
其推动 1 个六角形，让他们按您选定的顺序站在目标标
识上或者靠近它。”

恢复元气（希德塔 #354）
将该卡片改为：�  
“选择一名拥有一枚或更多冲锋标识的己方战士。在下

一次激活中，计算所选战士拥有的冲锋标识时需少算一

枚，而计算其移动标识时需多算一枚。”

通用 - 升级
珍贵世仇（能量释放 #54）
将该卡片改为：

“当您将此升级给予战士时，选择一个敌方战士。该战士

以所选战士为目标发起攻击行动时，您可以为其攻击掷

骰重掷任意数量的骰子。” 

贪婪王冠（暗夜地窖 #489） 
将该卡片改为：

“反应：在对手的谋略或将要使该战士残废的敌方战士攻

击行动期间，在造成伤害步骤之后挑选一个对手，并占

用其未使用的最多一点荣誉点数。”

治疗之书（暗夜地窖 #547）、�  
洞见法典（暗夜地窖 #549）
在这些卡片的关键词中加入“大长老法典”关键词。

大长老皮带（希德塔 #396）,  
大长老之靴（希德塔 #397）,  
大长老手套（希德塔 #398）,  
大长老兜帽（希德塔 #399）,  
大长老挂链（希德塔 #400）,  
大长老护甲（希德塔 #401）,  
大长老指环（队长 #51）
向这些卡片添加下列内容：�  
“玩家只能通过消耗 2 点荣誉点数（而非 1 点）并将此升
级卡片用于一名符合资格的战士来使用此卡。”

被束缚的灵魂（希德塔 #424）
将第二句改为：�  
“如果您掷出  或者 ，需将该战士放在您领地内的任

意起始六角形中，忽视伤害并弃置此升级（该战士无法

被击退）。”

总攻（希德塔 #431）
将该卡片的描述改为：�  
“当该战士在激活或能量阶段中进行首次攻击行动时（除

了作为冲锋行动的一部分而进行的攻击行动），您可以选

择让该攻击行动所掷骰子数 +2。若如此做，该战士不能
再在此阶段被激活。”

阴森守卫 - 目标
无尽之战（希德塔 #59）
将该卡片改为：�  
“在结束阶段结算这张卡片，前提是一名或更多己方战士

在上一行动阶段返回战场，并且一名己方战士在该阶段

返回战场。”

阴森守卫 - 升级
老谋深算（希德塔 #78）
将该卡片改为：�  
“行动：另选三名没有移动标识和冲锋标识的己方战士。

用所选战士各进行一次移动行动。”

恶爪鼠群 - 目标
生命低贱（希德塔 #152）
将该卡片改为：�  
“在结束阶段结算这张卡片，前提是一名或更多己方战士

在上一行动阶段残废，并且一名己方战士在该阶段残废。”

恶爪鼠群 - 升级
炮灰（希德塔 #167）
将该卡片改为：

“反应：有敌方战士的攻击行动以该战士为目标时，如

果判定成功步骤之后该攻击行动的结果为成功，便对攻

击者造成 1 点伤害。如果该攻击行动失败，战斗流程结
束，该战士残废。该战士以此方式残废时，任何玩家都

不会获得荣誉点数。”

通用 - 目标
捉摸不透（暗夜地窖 #340）
将该卡片的条件改为：�  
“在结束阶段，如果己方战队在上个行动阶段至少进行了

下列不同行动中的四种，即可结算这张卡片：移动（并

非冲锋的一部分）、攻击（并非冲锋的一部分）、冲锋、

防卫、战士卡片上的其他行动（并非反应）。”

迅速斩首（暗夜地窖 #375）
将该卡片的条件改为：�  
“在结束阶段，如果您的战队在上一行动阶段将敌方队长

致残且该队长是本场游戏中第一个残废的战士，便可结

算这张卡片。”

通用 - 谋略
苦痛回忆（野兽之墓亡灵竞技场 #3）�  
从该卡片上移除“反应：”字眼。

关注焦点（暗夜地窖 #400）
将该卡片改为：�  
“选择一名战士，将其 2 个六角形以内的所有其他战士
向其推动 1 个六角形，让他们按您选定的顺序靠近该�
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