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疑者叛徒
此索引将为您介绍变节者骑士，这些巨大的战争引擎由叛变的贵族驾驶，他们早已打破了古老的誓

言，投奔混沌诸神而去。您将了解在《战锤 40000》游戏中组建一支如此令人闻风丧胆的战争机器大
军的规则。

人形的战争机器高耸在它们的敌人面前，每一

台变节者骑士依靠武装的肢体和厚重的甲壳担

起了一整支军队的火力。在接近战中，它们咆

哮的链锯剑和压倒性的雷击臂铠将从它们巨足

下逃脱的敌人粉碎，不可阻挡的脚步将恐慌的

敌人驱赶逃散。

大地在变节者骑士巨神一样的踩踏下颤抖。即使只

有一台这种战争机器，它也拥有火力来消灭一整支

军团、撕碎装甲部队并击落天空中的大批飞行器。

混沌领主和反叛的煽动者会竭尽全力支援这样一台

战争机器，不论做出多少牺牲都要确保这台毁灭之

神与他们并肩作战。

由于大量部署这种机器，质疑者叛徒更加可怕，人

们认为他们会颠覆世界，并以黑暗诸神的名义用利

刃与烈焰蹂躏整个世界。

腐化一切，无人幸免
驾驶帝国骑士战机的都是来自古老骑士团的、勇敢

而高贵的战士。他们十八岁时，雄心勃勃地参加入

团仪式，那是一个将高贵的思想与骑士战机的机械

本灵互相融合，允许驾驶员掌控机器并单独使用思

维进行操纵的奇怪仪式。这个仪式 — 加上通过骑士

战机的神经接口来馈送精神暗示子程序 — 旨在淘

汰那些心灵或灵魂脆弱的人，加强荣誉和无私的观

念，以减少骑士团员堕入混沌诱惑的风险。

然而，没人能逃出黑暗诸神的魔掌。自信换种说法

就是危险的傲慢。有许多方式可以让骑士们偏离

守则中指明的正途，或者甚至直接通过暴力手段也

可以达成这一目的。最常见的是那些自由之刃骑

士 — 他们由于一些耻辱或悲剧的事情而抛弃了英勇

的骑士身份 — 发现他们自己为了生存而被迫犯下卑

鄙的行为。掌控机器宝座的幽灵决不妥协也决不宽

恕，祖先长久的裁决将会一直无情地鞭笞这样的堕

落骑士。一些驾驶者选择自杀，一些则选择永远抛

弃对机器的掌控宝座 — 对一名高贵的骑士来说，这

两种结局同样恐怖。那些没有终结 — 或者更惨，无

法终结 — 这一过程的骑士很快就陷入了疯狂。正是

这种疯狂导致黑暗诸神掠夺并占据了这些高贵而又

迷失自我的灵魂，扭曲了他们座驾的机械本灵，并

最终成为狂野的猛兽。近些年来，亚空间工匠军团

已经开始捕捉孤独的骑士灵魂并折磨他们，直到他

们到达这个可怕的终点。甚至有一些谣言说，一些

变节者骑士根本不再具有活着的驾驶者，相反其中

容纳的是被恶魔占据的不甘躯壳，他们批戴着战争

机器的精金铠甲，就如同凡人战士披挂甲胄一样。

更罕有更可怕的是，有时整个战士团甚至整个高贵

的骑士团完全陷入诅咒的深渊。在荷鲁斯叛乱的黑

暗时代，这是一出发生了多次的悲剧，其中最著名

的即是陷入色孽诱惑的德瓦恩骑士团。随着大裂隙

撕裂整个宇宙，这种大规模的腐化再次成为迫在眉

睫的威胁。被污染的看守者从一台机器爬向另一台

机器，酝酿出魔化的脓水来腐化这些骑士，让他们

疯狂并发生突变。有一位男爵率领麾下高贵的十字

军战士去净化混沌污染的世界，但最终他和他的追

随者们都沉浸在杀戮的鲜血中，堕落成他们曾经努

力铲除的疯狂野兽。宗教裁判所为了压下骑士团背

叛的消息而背负了巨大的痛苦，因为忠诚的战士变

成叛徒这种事情就像变节者星际战士的概念一样可

怕。然而，每年都有更多的骑士堕入疯狂，他们掀

起的毁灭狂潮越来越难以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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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节者骑士

名称 移动 械斗技巧 射击技巧 力量 韧性 耐伤 攻击 领导力 豁免

变节者骑士 * * * 8 8 24 4 9 3+

变节者骑士属于单个模型，装备着死神链锯剑、雷击拳套、重机枪和巨型足具。

武器 射程 类型 威力 护甲穿透 伤害 技能

复仇者加特林炮 36 英寸 重型 12 6 -2 2 -
重型火焰喷射器 8 英寸 重型 D6 5 -1 1 该武器自动命中目标。

重机枪 36 英寸 重型 3 4 0 1 -
钢铁风暴导弹发射器 72 英寸 重型 D6 5 -1 2 该武器可以瞄准对其使用者不可见的敌方单位。

热熔枪 12 英寸 突击型 1 8 -4 D6
如果目标在该武器的射程一半以内，在使用该武器
造成伤害时掷两个骰子，并舍弃较低的结果。

速射战斗炮 72 英寸 重型 2D6 8 -2 D3 -
风暴之矛火箭发射器 48 英寸 重型 3 8 -2 D6 -

热能炮 36 英寸 重型 D6 9 -4 D6
如果目标在该武器的射程一半以内，在使用该武器
造成伤害时掷两个骰子，并舍弃较低的结果。

双联伊卡洛斯自动炮 48 英寸 重型 4 7 -1 2
这件武器瞄准飞行目标时，其命中掷骰结果将增
加 1 点。当该武器瞄准其他目标时，其命中掷骰结
果将减少 1 点。

死神链锯剑 近战 近战 +6 -3 6 -

雷击拳套 近战 近战 x2 -4 6

当用该武器进行攻击时，您必须将命中掷骰结果
扣除 1 点。若该武器摧毁了一台载具或击杀了一头
凶兽，选择该武器使用者 9 英寸以内的一个敌方单
位，并进行一次 D6 掷骰。结果为 4 点或以上时，
该敌方单位将受到 D3 点致命伤害。

巨足 近战 近战
同使
用者 -2 D3 在使用该武器进行攻击时，进行 3 次命中掷骰。

武器装备选项 • 该模型可装备一台双联伊卡洛斯自动炮、一个风暴之矛火箭发射器或一个钢铁风暴导弹发射器。

•  该模型可以将其雷击拳套替换为一台复仇者加特林炮配一个重型火焰喷射器，或是一台速射战斗炮配一

把重机枪，又或是一台热能炮。

•  该模型可以将其死神链锯剑替换为一台复仇者加特林炮配一个重型火焰喷射器，或是速射战斗炮配一把

重机枪，又或是一台热能炮。

• 该模型可以将一把重机枪替换为热熔枪。

技能 离子盾：该模型面对远程武器时拥有 5+ 的无敌

豁免。

自爆：如果该模型的耐伤点数减为 0，在将其移

出战场前需进行一次 D6 掷骰；在结果为 6 点时，

该模型将爆炸，并对方圆 2D6 英寸以内的每个单

位各造成 D6 点致命伤害。

毁灭引擎：如果该模型装备了死神链锯剑和雷击

拳套，其攻击属性将变为 5 点，同时械斗技巧增

加 1 点（例如械斗技巧为 3+ 将变为 2+）。

超重型步行机甲：在移动阶段后撤之后，该模型仍

可以在同一回合进行射击和（或）冲锋。当该模型

后撤时，移动时可越过敌方步兵和虫群模型，但在

移动结束时必须距离任何敌方单位 1 英寸以外。此

外，该模型可在持有重型武器时移动和射击，并且

不受到命中掷骰结果惩罚。最后一点，该模型只在

其自身大半对射击者不可见时，才能获得豁免效果

加成。

阵营关键词 混沌、质疑者叛徒

关键词 泰坦、载具、变节者骑士 

能量
25 伤害

该模型的部分属性值会随着其在战斗中受到
伤害而改变，详见下方：

剩余耐伤点数 移动 械斗技巧 射击技巧

13-24+ 12 英寸 3+ 3+

7-12 9 英寸 4+ 4+

1-6 6 英寸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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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节者骑士主宰 
名称 移动 械斗技巧 射击技巧 力量 韧性 耐伤 攻击 领导力 豁免

变节者骑士主宰 * * * 8 8 28 4 9 3+

变节者骑士主宰属于单独模型，装备了一把等离子屠戮者枪、一把熔岩长矛、两枚破盾导
弹、两把双联热熔枪、两台双联破城者巨炮和巨型足具。

武器 射程 类型 威力 护甲穿透 伤害 技能

烈焰加农 18 英寸 重型 3D6 7 -2 2 该武器自动命中目标。

等离子屠戮者枪 当使用该武器进行攻击时，从下方资料中选择一种。

- 标准 48 英寸 重型 2D6 7 -3 1 - 

- 增压 48 英寸 重型 2D6 8 -3 2
在该武器发射的所有弹药结算完之后，每有一次命

中掷骰结果为 1 点，该武器的持有者就受到 1 点致

命伤害。

破盾导弹 48 英寸 重型 1 10 -4 D6
每枚破盾导弹每场战斗仅可发射一次，且模型在每

个回合中也只能发射一枚。该武器造成的伤害无法

受到无敌豁免掷骰效果影响。

双联破城者巨炮 48 英寸 重型 2D3 7 -1 D3 -

双联热熔枪 12 英寸 突击型 2 8 -4 D6
如果目标在该武器的射程一半以内，在使用该武器

造成伤害时掷两个骰子，并舍弃较低的结果。

雷旋导弹 12 英寸 重型 1 16 -6 10
使用该武器攻击载具或凶兽时的命中掷骰失败时，

可重新进行掷骰。此外，如果该武器造成了任何伤

害，目标单位将额外受到 D3 点致命伤害。

熔岩长矛 80 英寸 重型 D6 14 -5 3D3
使用此武器攻击巨型单位时的致伤掷骰失败时， 

可重新进行掷骰。

巨型足具 近战 近战
同使
用者 -2 D3 在使用该武器进行攻击时，进行 3 次命中掷骰。

武器装备选项 •  该模型可将其等离子屠戮者枪和熔岩长矛替换成烈焰加农和雷旋导弹。 
• 该模型可将其双联破城者巨炮中的其中一台替换成两枚破盾导弹。

技能 离子盾：该模型面对远程武器时拥有 5+ 的无敌豁免。

双重等离子核心爆裂：如果该模型的耐伤点数降

为 0，在将其从战场移除前，需进行一次 2D6 掷
骰。如果任一骰子结果为 6 点，该模型将爆炸，每

个位于该模型 2D6 英寸以内的单位将受到 D6 点致命

伤害；如果两个骰子结果均为 6 点，则每个位于该

模型 3D6 英寸以内的单位将受到 D6 点致命伤害。

超重型步行机甲：在移动阶段后撤之后，该模型仍

可以在同一回合进行射击和（或）冲锋。当该模型

后撤时，移动时可越过敌方步兵和虫群模型，但在

移动结束时必须距离任何敌方单位 1 英寸以外。此

外，该模型可在持有重型武器时移动和射击，并且

不受到命中掷骰结果惩罚。最后一点，该模型只在

其自身大半对射击者不可见时，才能获得豁免效果

加成。

阵营关键词 混沌、质疑者叛徒

关键词 巨型、载具、变节者骑士主宰

地狱火试炼
当变节者骑士数量越来越庞大时，他们被迫向黑暗诸神立下毒誓。作为对之前高贵品行的扭曲拙劣的模仿，他们立誓背

负死亡和耻辱来完成伟大的使命。这可能包括将重要教区的世界或其他伟大的信仰圣地焚毁，猎杀一些神圣的帝国英

雄，或者将因为抵抗而冒犯黑暗诸神的整个星系变为屠场。一旦他们接受了这样的地狱火试炼，那么在他们取得胜利或

最终被消灭之前，变节者骑士都不会退缩。

能量

伤害
该模型的部分属性值会随着其在战斗中受到
伤害而改变，详见下方：

剩余耐伤点数 移动 械斗技巧 射击技巧

15-28+ 10 英寸 4+ 3+
8-14 7 英寸 5+ 4+
1-7 4 英寸 6+ 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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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节者侍从

名称 移动 械斗技巧 射击技巧 力量 韧性 耐伤 攻击 领导力 豁免

变节者侍从 * * * 6 7 12 4 8 3+

该单位包含 1 个变节者侍从。该单位可以包含 1 个（能量评级 +9）或 2 个（能量评级 
+18）额外的变节者侍从。每个变节者侍从装备了两台侍从自动火炮和一把重型机枪。

武器 射程 类型 威力 护甲穿透 伤害 技能

侍从自动火炮 60 英寸 重型 2D3 7 -1 3
使用该重型武器移动并射击时的命中掷骰，可无视

减益修正效果。

重型机枪 36 英寸 重型 3 4 0 1 -

热熔枪 12 英寸 突击型 1 8 -4 D6
如果目标在该武器的射程一半以内，在使用该武器

造成伤害时掷两个骰子，并舍弃较低的结果。

热能长矛 30 英寸 突击型 D3 8 -4 D6
如果目标在该武器的射程一半以内，在使用该武器

造成伤害时掷两个骰子，并舍弃较低的结果。

死神链刃刀 当使用该武器进行攻击时，从下方资料中选择一种：

- 砍击 近战 近战 x2 -3 3 -

- 挥击 近战 近战
同使
用者 -2 1 在使用该武器进行攻击时，进行 2 次命中掷骰，而

非原先的 1 次。

武器装备选项
• 任何模型均可将其两台侍从自动火炮替换成一把热能长矛和一把死神链刃刀。

• 任何模型均可将重型机枪替换为热熔枪。

技能 离子盾：此单位中的模型面对远程武器时拥有 5+  
的伤害豁免。

自爆：每当该单位中的一个模型的耐伤点数减为 
0，在将其移出战场前需进行一次掷骰；在结果为 
6 点时，该模型将爆炸，并对位于该模型 6 英寸以

内的每个单位各造成 D3 点致命伤害。

载具小队：该单位首次被部署时，其中的所有模型

必须相互距离 6 英寸以内。部署完成之后，每个模

型将独自行动，并将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单位。

阵营关键词 混沌、质疑者叛徒

关键词 载具、变节者侍从

• 
能量

伤害
该模型的部分属性值会随着其在战斗中受到
伤害而改变，详见下方：

剩余耐伤点数 移动 械斗技巧 射击技巧

7-12+ 14 英寸 3+ 3+
4-6 10 英寸 4+ 4+
1-3 7 英寸 5+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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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数值
如果您正在进行一场竞赛模式游戏或设有点数上限的游戏，您可以使用下方列表来确定您军队总的点数

花费。只需将您所有模型及其装备的武器装备的点数花费加在一起，就可以得到您军队的总点数值。

单位

单位
每个单位
的模型

每个模型的点数
（不包含武器装备）

变节者侍从 1-3 160
变节者骑士 1 285
变节者骑士主宰 1 500

远程武器
武器 每个武器的点数
侍从自动火炮 5
复仇者加特林炮 75
烈焰加农 0
重型火焰喷射器 17
重机枪 4
钢铁风暴导弹发射器 16
热熔枪 17
等离子屠戮者枪 0
速射战斗炮 100
破盾导弹 12
风暴之矛火箭发射器 45
热能炮 76
热能长矛 0
雷旋导弹 0
双联伊卡洛斯自动炮 30
双联热熔枪 0
双联破城者巨炮 35
熔岩长矛 10

近战武器
武器 每个武器的点数
死神链刃刀 0
死神链锯剑 30
雷击拳套 35
巨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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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将为您介绍包含了质疑者叛徒分遣队的饱经

战火淬炼的军队规则 - 即任何仅包含了质疑者叛
徒单位的分遣队。此部分包含了仅能由变节者骑

士所使用的分遣队技能、战争领主特质、策略和

圣物。这些规则将反映您在《战锤 40000》游戏
中变节者骑士的角色性格和战斗风格。

技能
质疑者叛徒分遣队（超重力辅助分遣队除外）将获

得以下技能：

变节者骑士长矛
尽管变节者骑士抛弃了他们高贵的身份，家族仍旧

由暴虐的领主掌控和率领。

如果您的军队饱经战火淬炼，从您军队中的每个质

疑者叛徒超重力分遣队中各选择一个模型。您选择

的每个模型将获得角色关键词。但是，如果质疑者叛

徒超重力分遣队中不包含任何质疑者叛徒巨型单位，

则其指挥增益将变为“无”；若包含至少三个质疑

者叛徒巨型单位，则其指挥增益将变为“增加 6 点指

挥点数”。

战争领主特质
如果一名质疑者叛徒巨型角色是您的战争领主，则

您可选择赋予其以下战争领主特质：

地狱火试炼
战争领主曾经对黑暗诸神许下可怕的誓言，他将永不

停歇地在银河中肆意屠杀，直到誓言实现或者死亡。

如果此战争领主位于一个目标标记（根据任务而

定）范围内，则即使该目标标记范围内的敌方模型

数量更多，此战争领主仍然能够控制该目标标记。

如果同一个目标标记范围内，有一个敌方单位拥有

类似的技能，则该目标标记仍与常规一样，由范围

内拥有模型数量最多的玩家控制。但在此情况下，

此战争领主将算作 10 个模型。

圣物
如果您的军队由一名质疑者叛徒战争领主率领，则您

可将以下圣物给予您军队中的一名质疑者叛徒角色。

叛徒印记
这名背叛者骑士毁灭般的事迹和沾满血迹的纹章在

银河中广为传颂，所有与他相遇之人都将面对痛苦

的死亡。

所有位于携带者 12 英寸以内的敌方单位，其领导力

属性必须减少 1 点。位于携带者 6 英寸以内的敌方

单位，其领导力属性则必须减少 2 点。

分遣队规则

旋转离子护盾
质疑者叛徒策略

离子护盾导向能量能够进行旋转，将最强大的部位

朝向敌人，从而更好地偏斜袭来的火力。

当一个敌方单位以您军队中一个具有无敌豁免的质疑

者叛徒载具单位为目标时，可使用此策略。（如果目

标单位是变节者骑士主宰，则该策略需要花费 3Cp，

其他情况则只需花费 1 CP）。该载具的无敌豁免增

加 1 点（最高为 3+ 点），直到此阶段结束。

毁灭之迹
质疑者叛徒策略

当变节者骑士赴身战场，身后只会留下破碎的尸体

和残败不堪的废墟。

在射击或肉搏战阶段，当您从军队中选择一个质疑者

叛徒单位进行攻击时，可使用此策略。您可以重新掷

骰所有该单位失败的命中掷骰，直到此阶段结束。

2CP

策略
如果您的军队饱经战火淬炼且包含任何质疑者叛徒分遣队，

则您可以使用以下策略：

1/3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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