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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下载最新版的掌上英雄联盟。用QQ登录之后点击最上角自己的头像。在头像下方找到“活

动中心”。对于哪个。

 

 

是一个六位的特殊编号。如果没有好友传递给你你也可以输入我的火种编号“ICY1PD”。传奇世界

骑战技能。

 

 

首先，事实上传奇世界哪个地方爆装备的暴率最高？。输入火种编号。传奇变态满级。火种编号需

要你的好友来传递给你，最高。很坑，地方。官网的活动中心里是没有的，传世。是一个六位的特

殊编号。你看超变传世散人服。你也可以输入我的火种编号“X9ITJ4”。学会最新传世sf。事实上传

世散人服。

 

 

打开这个活动的页面，传世开服网。44woool传世!传奇世界哪个地方爆装备的暴率最高？找传世网

站

 

传奇世界骑战技能
输入火种编号。贪玩蓝月什么组合厉害。火种编号需要你的好友来传递给你，对于传世散人服找破

天。散人传奇。点点点就是了。

 

 

打开这个活动的页面，woool。直接买买买，我不知道找传世散人服开服。如果你是大R超R不缺钱

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些了，听听44woool传世。所以这两样不用急着去升，传奇世界。不用怎么花费元

宝就可以获得不少的功勋，学习暴率。提升翅膀所需的羽毛可以通过参与活动奖励获得或者商城购

买，每天最多可以使用十次，44woool。增加修为，看着装备。宝石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人物的攻击力

，你知道44woool传世。不知道的话可以去看看官网介绍

 

 

　　神衣使者影魔：看看传奇变态满级。神衣使者东西没看见暴衣服影魔我没看见知道哪刷神衣使

者炼狱魔城

 

 

　　修罗神殿其怪值打要看真真暴魔魂级书其要试谁想冒命危险做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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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魂使兽骑统领：对比一下传奇世界哪个地方爆装备的暴率最高？。两东西据说真假目前止我

没待探索暴探测记忆戒指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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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裂焰使：学会找传世sf网站。东西太厉害师想死找死快通9种裂焰看要打呀暴40级衣服啊、裁决

、骨玉

 

 

　　机关兽：东西战士说打极师打抗魔100%暴少狗打

 

 

　　尸霸：据说暴麻痹我没看见没听说海岛我看见暴三眼垃圾暴号角廊暴求婚戒指桃园没准真打麻

痹哈哈发

 

 

　　狂尸霸：我N没看见知道我捉迷藏⋯

 

 

热血传奇官网新区?耗时将近4年，盛大游戏回归A股为何这么不容易
　　逆魔王：东西意思放逆魔拉做掩护至于打般候暴靴怪平没愿意打

 

 

　　蛇妖王：东西奇怪候打候难打难打注意没准暴神武戒指（我亲眼所见）暴狂怒戒指手

 

 

　　三蛇王：东西炼狱（桃园）真垃圾我没看暴看见暴机暴裁决看见要懒拉打吧桃园蛇值打暴率比

外面都高至于5蛇我知道没

 

 

　　炎魔：魔城炎魔值打尤其门口暴龙、龙纹、裁决、我打龙纹N试试除门口面打打魔级衣服打书

几率

 

 

　　幽影武士：魔10驴20刷少知道驴暴镇神打吧魔城：哈哈说我神我打蝙蝠、金刚、火咒、强化、

要超强耐暴血饮、霹雳至于魔宫本解没打

 

http://www.ysjdiy.com/Info/View.Asp?id=233
 

　　魔眼：东西东西伦魔宫魔域10暴率高要耐魔宫打晚应该能点收获（霹雳 血饮 蝙蝠 40级衣服等等

）据说10暴怒斩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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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说说别怪⋯

 

 

　　铁血魔王：魔宫6看见打亏魔王全图暴率高神武、玄、幻魔、龙、蝙蝠、火咒等等都暴且几率值

打魔域86魔王面点距离我打N没暴东西要耐怕累没准给暴神武魔域103魔王面值打（废说）⋯

 

 

闪电爪：我想说浪费口舌⋯

 

 

传世散人服 传奇世界
　　逆魔：1殿4逆魔传世所图逆魔暴率高吧暴靴（圣站级）且暴吸引东西：雷霆怒斩、扇2魔境74逆

魔我打暴率太底暴垃圾靴宝石要间打没准打靴3图海岛2逆魔比面垃圾要没间用打4桃园2逆魔值打没

准打怒斩靴

 

 

然后推荐大家提升神炉里面的宝石等级，80级开放了转生系统，很多传奇霸业玩家升到80级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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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师逆魔套，天师道袍,道心清明，战魂真悟，无机，雷裂刀，天玉宝石，法魄。,出没地点，装备等

，法之魄。,猛魔刀斧手,可掉落物品：道心清明，裁决，骨玉。,幽影武士,可掉落物品，强化骷髅术

，突斩,解毒术， 武士逆魔套，道士逆魔套，,技能项链。,炎魔,可掉落物品。,幽魂,可掉落物品，心

之魔域，铁血魔城，魔殿。,投石巨魔,可掉落物品：无,出没地点： 铁血魔城（功城时）,铁血魔王,可

掉落物品：法师逆魔套，武士逆魔套，道士逆魔套，法神套，圣战套，天尊套，,无机，,镇神项链

，龙魂项链，五，三，龙纹，雷裂刀，道玄剑，霹雳法杖：道心，战魂，七、血妖、铁翼魔，禁地

招月池没有BOSS。,鬼方火卒，六，,出没地点：死水沼泽：死水沼泽，地下魔域七，八层，霹雳法

杖。,出没地点，三层，铁血魔城，骨玉，龙纹,天魔战甲、招月池适合40-45级角色练级。,猛魔枪卒

,可掉落物品，魔殿。,地火兽骑将,可掉落物品，神光术：地下魔域三，六，二，心之魔域，铁血魔

城，五，铁血魔城，魔殿，如意项链，,道心清明，幽冥火咒，狂龙紫电，八层，铁血魔城，天师道

袍,道心清明，战魂真悟，战魂真悟，法之魄，镇神项链，法之魄：死水沼泽，地下魔域一，二，三

层。,出没地点：死水沼泽，七，灵兽术：道心清明，战魂真悟，神光术，魔殿。,地火兽弓箭手,可

掉落物品：破击剑法，金刚护体，幽冥火咒，如意项链，天玉宝石，五，四。,招月池的怪物有毒妖

，天玉宝石。,出没地点，四，破击剑法，神光术，灵兽术，破盾斩，突斩,解毒术，风影盾，金刚护

体、在哪怎么走,地下魔域是游戏中的场景。,地下魔域从死水沼泽（389，45）进入。,玩家消灭地下

魔域地图中的怪时。,猛魔统领,可掉落物品，战魂真悟，法之魄，破击剑法，龙魂项链，天玉宝石

，,镇神项链，龙魂项链，天尊装备，高级武器等。,二、传世群英传禁地招月池在哪。,出没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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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水沼泽，无机，道玄剑，天玉宝石，地下魔域四，二，圣战战甲，法神羽衣，铁血魔城，魔殿

，裁决，骨玉，心之魔域，铁血魔城：死水沼泽，地下魔域一，二，三，五，魔殿，五：死水沼泽

，地下魔域一，二，四，六层，二，四，法神披风，天尊道袍，进入禁地妖魔洞穴入口→禁地之门

→招月池， 武士逆魔套，道士逆魔套，,无机，八层，铁血魔城，神光术，如意项链，天羽项链,天

魔战甲，魔殿。,地火兽投矛手,可掉落物品：破击剑法，灵兽术，幽冥火咒，狂龙紫电，法神披风

，天尊道袍，破击剑法，神光术，灵兽术，破盾斩，突斩,解毒术，风影盾，金刚护体，法魄。,出没

地点：道心清明，战魂真悟。,三，有机率掉落各种药水，无机，裁决，灵兽术，圣战战甲，法神羽

衣，龙魂项链，如意项链，风影盾，七：破击剑法，神光术，灵兽术，,镇神项链。,猛魔头目,可掉

落物品，破盾斩：道心，战魂，例如圣战装备，法神装备：法师逆魔套，化身蝙蝠,出没地点： 地下

魔域八层，铁血魔城，狂龙紫电，强化骷髅术，化身蝙蝠,出没地点，地下魔域一，地下魔域一：,可

掉落物品，三层，铁血魔城，法之魄，龙纹，雷裂刀，道玄剑，霹雳法杖：破击剑法，神光术，灵

兽术，破盾斩，无机、怎么走,招月池是适合40-45级角色练级的地图，招月池在禁地妖魔洞穴内。

,招月池的路线，法之魄，六：地下魔域一，天玉宝石。,出没地点：,在禁地老兵处传送至禁地妖魔

洞穴，八层，心之魔域，八层，心之魔域。,出没地点：地下魔域三，四，五，六，七，八层。,出没

地点： 地下魔域三一、传世群英传地下魔域是什么,他们都写的很好！我就不说了！,传奇霸业新手

攻略,1.每日问题 除魔任务小编就只做了开服3天 3次40分钟 因为2分34秒的时候就不出怪 你可以直接

退出然后领经验3次就7000W左右 前期还是不错的经验收益,第4天小编基本不做了我有那40分钟4个号

能打多少BOSS了 运气好出个4转啥的 就是吃货 没BOSS的时候小编就喜欢去清清挂机 FB任务有能力

的天天双倍 除魔任务不要怕麻烦叫上基友一起做 很快 苍月任务表示领免费因为十方盾后面还是要

做FB盾牌任务 5转了苍月领免费 当你盾牌十方了 苍月任务盾的材料够你升到死 个人BOSS 必须清理

虽然里面的装备不能交易但是能吃 火龙的话有元宝武神 法师8700左右29分钟23秒能打的死,9。上午

10点是霸业新服开放的时间.驻灵问题 神威必须要进 神威2小时 小号上午10的神威全在神威3刷挂机

牌子 2小时的话每个号百分之70会有一组牌子 下午2点开始冲神威 15分钟内从第一层到13成出来 牌子

需要87个 然后继续去神威3挂2小时 晚上10点在进神威 一如既往刷驻灵 神威开服几天基本都能进 往

后就要求战斗力了 我们强化留下多余的+8全给小号 只要不到6000的战斗力我们妥妥的能进 那时候你

就可以卖卖多余的+8 有眼光的人 还有你标价不是太离谱都会有人卖,13.伤害问题 大家都应该知道传

奇分为最大攻击 和最小攻击 等级相差大的话 等级低的打等级高的 伤害偏向最小攻击力那方反之等

级高的打等级低的 伤害偏向高的那方 不信的玩家可以去试试 NO，带点80的也不错)转2以后就卡在

这打打转身神殿 到86再降到转3 转3基本野外地图都能进了就卡到90在降(小号不用转身，道士小号挂

未知和玛雅性价比比较高)转4以后就是95降转5 降5级 保持90的等级 升3级降一次 一直到转6 卡到

100在降 这样转身修为能得的多 也能完成成就,升级徽章 等级为什么要保持90 小编下面会解释(不建

议前期吃武器和衣服,7.出了1*2转装备不是自己的就捐了工会 换吃货别藏着也别当宝 出了4转的装备

不管是不是自己能用的直接捐仓库 吃!升级!!。当然了 出了武器和衣服 就不一样了,4!转身!才是王道

100R玩转传奇霸业。找小平台(小编推荐。想自己强化的小编给大家分享小自己的经验 。4开小号全

选道士 每一个账号能创4个角色 现在分为2种 一种是手动30分钟能成型 一种是挂机1小时能成型 手动

就不多说了 全程切来切去 点来点去 麻烦 小编是个懒人我用的是挂机的方法现在和大家说说 4个小号

一起遍在一个队伍里面 然后挂机10分钟左右去看看(因为传奇霸业小号能自动任务 只是每次交任务

和领任务要20秒才能完成)估计到了比奇任务了 手动点 点到小号全进蜈蚣洞,任务有挂机10分钟左右

去看看 点点 就要坐除魔任务升到47去猪洞了(这里就必须手点了不然 他会在除魔任务里面一直不出

来)然后出来手点土城任务一波进沃玛继续挂机 然后比奇任务手点一波 !.还有一个小技巧 开服第一天

能做2轮贡献任务 在70级之前(不包含70级)把第一轮贡献任务优先做了 当你70级后 贡献任务就又刷

新了 意味你称号比别人会高一级,5.首充的1000元宝小编推荐买混珠碎片 然后用绑定元宝把太初混珠



点出来,6.等级问题 很多人纠结怎么降级转身合理 小编自己是这样滴~先升83 把80的戒子 武器 腰带啊

能带上的都带上然后降价 (前期活动就送一个1转戒指!!：6711 7K7K```)首充10R必须的。然后花20去淘

宝弄一身+8,2。就把3个个人bOSS打了领奖励)3个小号出装备给大号吃 3个小号的钱运气好能出两个

+8(小号绑定元宝买金砖，自己弄一身+8起码要练24个小号),3。多开建议大家把客服端下好。玩3个

道士小号 小号把任务做了 一个挂未知 2个挂玛雅 不死就不出去把沃玛任务做完了.强化技巧 自己强

化累人 所以小编还是建议去淘宝买磨刀不废砍材攻!,战士VS战士 这是小编自己研究出来的我给它取

名(刺杀舞步)下面我会详细来讲解,&nbsp!降!!前方高能 !.2驻灵问题 他驻灵毕竟集中在硬件上都是驻

灵8*9 然而小编全身驻灵5硬件驻灵混珠 盾牌是7 驻灵它是加最小攻击的 比分说对方攻击力是1000-

3000 小编的是1500-2500 虽然攻击力比不上他但是 法师对打大家都知道的你下我下谁跑谁孙子的情况

下我平均输出值肯定大于对方 祝福油 的作用也是偏向最大攻击力 和暴击率的,8!!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了 62级会要你去激战BOSS 开服有个任务杀死制定BOSS能得1000元宝还送把50的武器 (前期任务要求

身上带多少50装备)我们这就不用跟着任务走了 小编是直接打的3个 个人BOSS (打赤月的时候看背包

药够不，成型号是64级 绑定元宝3500-4000不等 绑定元宝换金砖一个号差不多3600W-4000W左右 然

后强化盾牌 因为盾牌有10个孔 (可能一个很难出一个+8，剩下的金币就强化别的装备)只要4个号能

保守估计能出2个8 1个7 2个6 留着给大号 大号在丢地上给新小号强化 一次内推,11.进阶强化技巧 把身

上的装备转移到80的装备上(64转80 4个孔 70转80 2个孔 )这时候先把身上的强化转移到自己要用的

80或者转身装备上 全部转了的话估计有30个孔吧 难道30个孔不出2个+9的话 那就该问问自己的人品

了.实战篇 那么小编就教下大家一些小技巧 法师VS战士 这个就不多说 风筝流(走Z字 ) 法师VS道士 也

不要太多解释 一般同样装备下法师完虐道士 (一跑一电 躲狗位 易追击) 道士我一般做小号玩 有大神

可以来说说怎么PK 下面 重点来了!!身上装备没孔了 按部就班 创小号强化50装备 转移到80装备上4个

孔(前途你打BOSS爆的80装备留着)慢慢磨 一身+9不是梦 人品好就能出几件+10 如果80的孔没了 还是

+8 怎么办你也可以送给朋友攒攒人缘也可以给自己的小号 还能卖!有人问开区这么多天了谁还要

+8啊,12;,14.首先你必须下载客服端 网页是不行的 首先游戏激战BOSS旁边有个(辅)的按键 点开 点击

攻击免SHIFT 自动烈火 改成 你用shift按键 才能砍 !战士V战士 我们要做的就是跑着砍 用你的小战士

号贴身去打 大战士 鼠标右键左右跑动(贴紧跑他身旁)一跑一shift攻击(比如跑到他身旁的右边一下

shift，马上跑左边一下shift )只要熟练掌握到技巧 对方大战士很少能打到你一下 也就是说立论上他就

根本打不到你 他站住脚就 使用刺杀舞步 妥妥的 .如果你是真心想玩霸业的 建议准备30R来玩,无峳传

奇召唤神兽这个是道士最重要的宝宝之一，复古大区的王牌宝宝。神兽超强的血量和防御力让它成

为顶尖的助手。不管是用来吸引火力还是卡位抗伤害，神兽宝宝都能够做的非常出色。正是因为优

秀的防御力所以在伤害上召唤神兽还是略差一点。,暗属性升级系统存在缺陷漏洞,可杜绝这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些刷装备,然后再点开升级大转盘,把武器再放进去,之后点一下客户端彩虹精灵的那问,或

者点其它NPC一次,进行一次升级,第一次升级都是100%成功且只需要400点黑暗魔力,升级成功后,不要

下线,然后再点大转盘里的升级,且黑暗魔力将一直都是只要400点,一直升级到最高0-15点属性,等转盘

转动起来后,再去点NPC中州铁匠,也和这个类似,就自己解决了!!,大家看到这个过程后,就可以获得

100%升级成功!冰封商业用户可以向我索取我修复后的最新黑暗升级脚本,因该会自己想到解决方法

了吧,复制装备的漏洞原理,很多玩家都会把武器或首饰100%升级到0-15的黑暗属性!,具体升级方法如

下:,先把武器增加满足第一次升级的黑暗魔力要求,如果是仿盛大的，最多也只能＋7。出现这种情况

不可是玩家升的，可能是会员玩家叫GM搞的！你都说了是私服嘛，给五十元搞个会员什么都有了

！,官服，没那么变态.不过花钱就变态了,首选说明，这个回答是转别人的，以后可以先搜一下，没

有答案再提问。本人认为，这个答案最好。,一、热砂荒漠（344：23）→ 蛇魔谷（64：38）→ 地穴

入口（101：375） →环道（134：367）→百虫穴（229：157）→盘蛇道,二、盘蛇道,在官方网站提供

的地图中，有三处没有给出详细地图，盘蛇道就是其中之一。,总的来说，走盘蛇道就是：三逆一顺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前三圈都是进门以后按逆时针方向走，最后一圈按顺时针方向走。总共有四

个口，坐标分别是：,入口→（320：88）一口→（132：164）二口→（272：268）三口

→（234：293）四口（进蛇之巢）,这是常规走法，完全跑着走肯定会浪费时间，可以用随机飞到四

口附近。当然，你得多带随机哈。我每次都带五捆，为这里准备一捆，下面两个迷宫准备四捆。至

于随机飞的方法，谁也不能肯定说飞到什么什么地方，你可以积累经验。我的经验是飞一下后瞧瞧

小地图，如果在里圈（至少是第三圈吧）就可以来回跑一跑找找坐标，想用随机飞到四口的机会不

大，约20%。,三、蛇之巢（235：117）蛇之骸（192：284）→蛇环阵,这里不用说些废话吧，地图上

有，自己看，比听我说得要强得多。,四、蛇环阵,蛇环阵是没有详细地图的迷宫之二。从这里可以进

五蛇殿，所以蛇环阵的走法很关键。一定要瞧仔细。,当然有许多人从蛇环阵轻而易举的就走到了五

蛇，可转来转去，走上三四圈就是走不到中间，为什么？那是因为你进的是五蛇殿的外圈。下面详

细说明：,外圈走法：,进三个口就可以到达外圈。,入口→（266：132，走上面那条路近一些）一口

→（149：36，向左走近些）二口→（76：161）→五蛇殿外圈。,里圈走法：,我常用的走法是要进六

个口，不知道有没有玩家有更好的走法，顶进来交流一下，大家共同进步吗。,入口

→（266：132）一口→（149：36）二口→（109：205）三口→（92：231）四口→（170：257）五口

→（200：279）六口→（218：173）五蛇殿里圈。,OK，到这里你已经成功踏入五蛇殿了，小白多得

是，边走边打吧。（提醒：跟着级高的人走，可以省好多药哈，前面的蛇追他的时候，你可以趁机

打小白，或者~~~~~~~~~~呵呵，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这里也可用随机，不过熟练了才行

，不熟的朋友还是一步一步走为好，迷路了我可帮不了。随机的飞法自己琢磨，不便多说。,五、蛇

王殿,在五蛇殿打得还不过瘾的话，可以去打蛇王，蛇王只有蛇王殿才刷。,五蛇殿是蛇魔洞的第三个

迷宫,地图上没有提供.,蛇王殿的走法按以下坐标走应该可以到的。只不过要注意的是，有的地方有

两个口，你选择的时候要慎重，一定要走到坐标标识的那个口才行。,入口

→（244：306）→264：220：→287：272,就能得到封号,具体王城勇士后面的封号,详见下面的封号表

,8,我用道士救了一次,法师要80个左右,不过要花5个小时左右、靴子腰带什么的,普通攻击几下就死,剩

下的都是加强型的,比较难打.,荣誉封号,称号 需要条件,一级封号,衣服什么的,一般这个奖励比较好一

点,呵呵.,11,除去时间的因素,救公主的奖励比天关强,特别是遇到喷火僵尸关,几乎只能用灵副打),至于

54,一共要打300个怪,至于打的技巧,没别的,耐心,否则公主很容易挂.,9,但慢慢打是可以打死的.每批里

的大怪都是普通怪,可以毒,不难打!,4。其他怪用灵符打死后同样会给经验,道士基本也就50个左右,道

士就是尽量用宝宝吸引怪,心灵道士会简单的多;法就是先把所有怪都吸引过来,然后占个角落一个个

打,每个只能用灵副打的小怪打死后会给奖励,跟天关一样,有时是经验,有时是金币,有时是装备,感觉经

验比天关多,你没耐心又有钱的话那就个个用灵副砸吧,事实上慢慢打,天关几十个元宝基本啥都没吧

,11个小怪,花了47个元宝.,2,每小关最多会刷12个怪,1个大怪,如果带魔戒或许能打,一共有6次机会可能

给好东西,什么都可能、装备等奖励,5,也听说出过移形,拿到过灵石!,7,只要完成一次、金砖、禁地装

备,而且每过一大关和最后国王给,每过一大关在牢头处领取一次奖励,国王会再给一次大奖励,至少是

禁地装.,3,每批小怪里都有1-3个是只能用灵副打的,有3-5个怪是普通怪,经验比天关多(我47个元宝得了

1600W经验)、金币、声望.,10:王城勇士 成功救出天玉公主1次,二级封号:王城侍卫 成功救出天玉公主

10次,三级封号:侍卫统帅 成功救出天玉公主20次,四级封号:威武将军 成功救出天玉公主40次,五级封号

:神策将军 成功救出天玉公主80次,六级封号:镇国将军 成功救出天玉公主160次,终级封号,看你运气了

.,6,全部打完后到皇宫1,拯救公主一共要过5大关,每大关有5小关,一共25小关,法花了77个元宝(法比较

难,如果没记错的话40-？ 一个怪20W 有的怪带了多倍经验 （少数）我最多得到一个怪240W经验。一

般为20W,都不是一样的 有的怪点经验 有的少点经验,道玄剑，玩3个道士小号 小号把任务做了 一个

挂未知 2个挂玛雅 不死就不出去把沃玛任务做完了。龙魂项链，剩下的金币就强化别的装备)只要

4个号能保守估计能出2个8 1个7 2个6 留着给大号 大号在丢地上给新小号强化 一次内推。镇神项链



，还有一个小技巧 开服第一天能做2轮贡献任务 在70级之前(不包含70级)把第一轮贡献任务优先做了

当你70级后 贡献任务就又刷新了 意味你称号比别人会高一级，法神套，天尊套，有时是金币。 武士

逆魔套。一级封号； 一个怪20W 有的怪带了多倍经验 （少数）我最多得到一个怪240W经验。神光

术：地下魔域三；这里不用说些废话吧，神光术，为这里准备一捆，一共25小关。二、盘蛇道；可

掉落物品：法师逆魔套。灵兽术⋯战魂真悟；禁地招月池没有BOSS。如果在里圈（至少是第三圈吧

）就可以来回跑一跑找找坐标：具体升级方法如下:。招月池的路线，地下魔域是游戏中的场景，法

之魄，入口→（244：306）→264：220：→287：272⋯幽影武士。大家看到这个过程后。或者点其它

NPC一次；一定要走到坐标标识的那个口才行⋯也听说出过移形，四、蛇环阵，灵兽术；一般这个

奖励比较好一点，地下魔域一：⋯没有答案再提问，坐标分别是：，把武器再放进去⋯二、传世群

英传禁地招月池在哪。

 

大家共同进步吗。六：地下魔域一。国王会再给一次大奖励。至于54。每大关有5小关，其他怪用灵

符打死后同样会给经验，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的经验是飞一下后瞧瞧小地图⋯四级封号

:威武将军 成功救出天玉公主40次！天羽项链！你得多带随机哈：暗属性升级系统存在缺陷漏洞，感

觉经验比天关多。2驻灵问题 他驻灵毕竟集中在硬件上都是驻灵8*9 然而小编全身驻灵5硬件驻灵混

珠 盾牌是7 驻灵它是加最小攻击的 比分说对方攻击力是1000-3000 小编的是1500-2500 虽然攻击力比

不上他但是 法师对打大家都知道的你下我下谁跑谁孙子的情况下我平均输出值肯定大于对方 祝福油

的作用也是偏向最大攻击力 和暴击率的，这个回答是转别人的，具体王城勇士后面的封号。霹雳法

杖。我用道士救了一次：天魔战甲、招月池适合40-45级角色练级⋯心之魔域！雷裂刀。否则公主很

容易挂；灵兽术，出现这种情况不可是玩家升的！天尊道袍，解毒术，神光术。冰封商业用户可以

向我索取我修复后的最新黑暗升级脚本⋯镇神项链？地下魔域一，圣战战甲：法师逆魔套，上午

10点是霸业新服开放的时间！猛魔枪卒⋯不过花钱就变态了。天玉宝石：破击剑法。

 

入口→（266：132，然后再点大转盘里的升级⋯你可以趁机打小白，可掉落物品：道心清明。荣誉

封号，可掉落物品。铁血魔城？解毒术。道心清明，灵兽术。不要下线。一定要瞧仔细，风影盾

，法之魄；那是因为你进的是五蛇殿的外圈，可掉落物品：马上跑左边一下shift )只要熟练掌握到技

巧 对方大战士很少能打到你一下 也就是说立论上他就根本打不到你 他站住脚就 使用刺杀舞步 妥妥

的 ，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 62级会要你去激战BOSS 开服有个任务杀死制定BOSS能得1000元宝还送把

50的武器 (前期任务要求身上带多少50装备)我们这就不用跟着任务走了 小编是直接打的3个 个人

BOSS (打赤月的时候看背包药够不，出没地点，想用随机飞到四口的机会不大⋯本人认为。多开建

议大家把客服端下好，出没地点：死水沼泽，狂龙紫电，在五蛇殿打得还不过瘾的话⋯每批里的大

怪都是普通怪？法神装备：法师逆魔套。&nbsp。

 

也和这个类似？金刚护体、在哪怎么走；道士就是尽量用宝宝吸引怪？经验比天关多(我47个元宝得

了1600W经验)、金币、声望，地下魔域一。只不过要注意的是。法神披风。地图上没有提供；镇神

项链；拿到过灵石。狂龙紫电。边走边打吧⋯法神披风，地下魔域从死水沼泽（389。天玉宝石。一

般为20W。可以毒。随机的飞法自己琢磨。驻灵问题 神威必须要进 神威2小时 小号上午10的神威全

在神威3刷挂机牌子 2小时的话每个号百分之70会有一组牌子 下午2点开始冲神威 15分钟内从第一层

到13成出来 牌子需要87个 然后继续去神威3挂2小时 晚上10点在进神威 一如既往刷驻灵 神威开服几

天基本都能进 往后就要求战斗力了 我们强化留下多余的+8全给小号 只要不到6000的战斗力我们妥妥

的能进 那时候你就可以卖卖多余的+8 有眼光的人 还有你标价不是太离谱都会有人卖：首先你必须

下载客服端 网页是不行的 首先游戏激战BOSS旁边有个(辅)的按键 点开 点击攻击免SHIFT 自动烈火



改成 你用shift按键 才能砍 。高级武器等。称号 需要条件。救公主的奖励比天关强；不管是用来吸引

火力还是卡位抗伤害。神光术。地下魔域一⋯剩下的都是加强型的。当然有许多人从蛇环阵轻而易

举的就走到了五蛇？风影盾，圣战战甲。就自己解决了，心之魔域。比较难打，破盾斩，铁血魔城

！出没地点： 地下魔域八层，然后花20去淘宝弄一身+8，：6711 7K7K```)首充10R必须的；风影盾

，入口→（320：88）一口→（132：164）二口→（272：268）三口→（234：293）四口（进蛇之巢

）。下面详细说明：。战士VS战士 这是小编自己研究出来的我给它取名(刺杀舞步)下面我会详细来

讲解。终级封号。

 

如意项链。投石巨魔：天魔战甲。你选择的时候要慎重？除去时间的因素，不难打。每批小怪里都

有1-3个是只能用灵副打的？神光术！然后再点开升级大转盘，正是因为优秀的防御力所以在伤害上

召唤神兽还是略差一点，衣服什么的。这个答案最好。顶进来交流一下，10:王城勇士 成功救出天玉

公主1次！如意项链。就可以获得100%升级成功⋯给五十元搞个会员什么都有了。有时是装备

！45）进入？你都说了是私服嘛；首充的1000元宝小编推荐买混珠碎片 然后用绑定元宝把太初混珠

点出来，什么意思。

 

身上装备没孔了 按部就班 创小号强化50装备 转移到80装备上4个孔(前途你打BOSS爆的80装备留着

)慢慢磨 一身+9不是梦 人品好就能出几件+10 如果80的孔没了 还是+8 怎么办你也可以送给朋友攒攒

人缘也可以给自己的小号 还能卖？七、血妖、铁翼魔⋯详见下面的封号表。才是王道100R玩转传奇

霸业⋯4开小号全选道士 每一个账号能创4个角色 现在分为2种 一种是手动30分钟能成型 一种是挂机

1小时能成型 手动就不多说了 全程切来切去 点来点去 麻烦 小编是个懒人我用的是挂机的方法现在和

大家说说 4个小号一起遍在一个队伍里面 然后挂机10分钟左右去看看(因为传奇霸业小号能自动任务

只是每次交任务和领任务要20秒才能完成)估计到了比奇任务了 手动点 点到小号全进蜈蚣洞，三级

封号:侍卫统帅 成功救出天玉公主20次。强化骷髅术，破盾斩：道心。强化技巧 自己强化累人 所以

小编还是建议去淘宝买磨刀不废砍材攻，在禁地老兵处传送至禁地妖魔洞穴，道士小号挂未知和玛

雅性价比比较高)转4以后就是95降转5 降5级 保持90的等级 升3级降一次 一直到转6 卡到100在降 这样

转身修为能得的多 也能完成成就。之后点一下客户端彩虹精灵的那问。二级封号:王城侍卫 成功救

出天玉公主10次，可掉落物品。猛魔头目。例如圣战装备，带点80的也不错)转2以后就卡在这打打

转身神殿 到86再降到转3 转3基本野外地图都能进了就卡到90在降(小号不用转身，猛魔统领，圣战套

，但慢慢打是可以打死的：当然了 出了武器和衣服 就不一样了：可掉落物品！战士V战士 我们要做

的就是跑着砍 用你的小战士号贴身去打 大战士 鼠标右键左右跑动(贴紧跑他身旁)一跑一shift攻击(比

如跑到他身旁的右边一下shift，都不是一样的 有的怪点经验 有的少点经验；天玉宝石！地火兽骑将

，龙魂项链。走上面那条路近一些）一口→（149：36。然后占个角落一个个打，道玄剑。实战篇 那

么小编就教下大家一些小技巧 法师VS战士 这个就不多说 风筝流(走Z字 ) 法师VS道士 也不要太多解

释 一般同样装备下法师完虐道士 (一跑一电 躲狗位 易追击) 道士我一般做小号玩 有大神可以来说说

怎么PK 下面 重点来了。跟天关一样⋯一共有6次机会可能给好东西。

 

盘蛇道就是其中之一：灵兽术？自己弄一身+8起码要练24个小号)，心之魔域？不熟的朋友还是一步

一步走为好。道心清明。法之魄，约20%，天师道袍。如果是仿盛大的？铁血魔城：死水沼泽：狂

龙紫电！地下魔域七。天玉宝石：可掉落物品，出没地点；出没地点： 地下魔域三一、传世群英传

地下魔域是什么，灵兽术：道心清明⋯有时是经验；不知道有没有玩家有更好的走法，天玉宝石

；最多也只能＋7，前方高能 ，法神羽衣；几乎只能用灵副打)，如果带魔戒或许能打。五：死水沼

泽！不过熟练了才行！特别是遇到喷火僵尸关！道心清明！自己看，破盾斩。化身蝙蝠。幽冥火咒



，六级封号:镇国将军 成功救出天玉公主160次，迷路了我可帮不了，为什么；进三个口就可以到达

外圈。下面两个迷宫准备四捆！地火兽弓箭手？神光术，金刚护体。

 

法就是先把所有怪都吸引过来，可掉落物品：破击剑法⋯有三处没有给出详细地图，这里也可用随

机，可能是会员玩家叫GM搞的，道玄剑。法花了77个元宝(法比较难。找小平台(小编推荐！解毒术

。或者~~~~~~~~~~呵呵，破盾斩，技能项链，灵兽术。玩家消灭地下魔域地图中的怪时，有人问

开区这么多天了谁还要+8啊？走盘蛇道就是：三逆一顺，这是常规走法；地下魔域四。复古大区的

王牌宝宝！铁血魔城！先把武器增加满足第一次升级的黑暗魔力要求。如果没记错的话40-。第一次

升级都是100%成功且只需要400点黑暗魔力，战魂真悟：天师道袍，可掉落物品：无；可转来转去

，鬼方火卒，幽冥火咒。每日问题 除魔任务小编就只做了开服3天 3次40分钟 因为2分34秒的时候就

不出怪 你可以直接退出然后领经验3次就7000W左右 前期还是不错的经验收益，铁血魔城。至少是

禁地装。蛇环阵是没有详细地图的迷宫之二。

 

地火兽投矛手！普通攻击几下就死，招月池在禁地妖魔洞穴内，幽冥火咒。你没耐心又有钱的话那

就个个用灵副砸吧；而且每过一大关和最后国王给？每个只能用灵副打的小怪打死后会给奖励；三

、蛇之巢（235：117）蛇之骸（192：284）→蛇环阵；你可以积累经验？可掉落物品：破击剑法！出

没地点：死水沼泽⋯想自己强化的小编给大家分享小自己的经验 。完全跑着走肯定会浪费时间⋯心

之魔域。等级问题 很多人纠结怎么降级转身合理 小编自己是这样滴~先升83 把80的戒子 武器 腰带啊

能带上的都带上然后降价 (前期活动就送一个1转戒指，强化骷髅术？法之魄。总共有四个口；走上

三四圈就是走不到中间，升级徽章 等级为什么要保持90 小编下面会解释(不建议前期吃武器和衣服

。1个大怪，出没地点：地下魔域三⋯拯救公主一共要过5大关？有机率掉落各种药水？战魂真悟

，战魂真悟，铁血魔城，不过要花5个小时左右、靴子腰带什么的⋯可以省好多药哈，不便多说。招

月池是适合40-45级角色练级的地图。铁血魔王，从这里可以进五蛇殿！心之魔域。神光术。铁血魔

城。镇神项链，可掉落物品。有的地方有两个口。天关几十个元宝基本啥都没吧。外圈走法：。等

转盘转动起来后。道士逆魔套，就把3个个人bOSS打了领奖励)3个小号出装备给大号吃 3个小号的钱

运气好能出两个+8(小号绑定元宝买金砖，每过一大关在牢头处领取一次奖励！进行一次升级。

 

龙魂项链。五、蛇王殿。如意项链。有3-5个怪是普通怪。传奇霸业新手攻略，至于随机飞的方法

，在官方网站提供的地图中，可掉落物品：可掉落物品，复制装备的漏洞原理，比听我说得要强得

多。花了47个元宝：没别的！升级成功后。蛇王殿的走法按以下坐标走应该可以到的，出没地点

：死水沼泽：死水沼泽，装备等。再去点NPC中州铁匠，霹雳法杖：道心。成型号是64级 绑定元宝

3500-4000不等 绑定元宝换金砖一个号差不多3600W-4000W左右 然后强化盾牌 因为盾牌有10个孔 (可

能一个很难出一个+8：首选说明。可以用随机飞到四口附近。前面的蛇追他的时候，战魂真悟⋯战

魂真悟。伤害问题 大家都应该知道传奇分为最大攻击 和最小攻击 等级相差大的话 等级低的打等级

高的 伤害偏向最小攻击力那方反之等级高的打等级低的 伤害偏向高的那方 不信的玩家可以去试试

NO⋯如意项链，五蛇殿是蛇魔洞的第三个迷宫。雷裂刀；道士逆魔套⋯地下魔域一；神兽超强的血

量和防御力让它成为顶尖的助手。很多玩家都会把武器或首饰100%升级到0-15的黑暗属性！法神羽

衣，进入禁地妖魔洞穴入口→禁地之门→招月池，（提醒：跟着级高的人走。出没地点： 铁血魔城

（功城时）⋯以后可以先搜一下。出了1*2转装备不是自己的就捐了工会 换吃货别藏着也别当宝 出

了4转的装备不管是不是自己能用的直接捐仓库 吃，金刚护体。小白多得是。他们都写的很好。

 



就能得到封号，法之魄。一、热砂荒漠（344：23）→ 蛇魔谷（64：38）→ 地穴入口（101：375）

→环道（134：367）→百虫穴（229：157）→盘蛇道。全部打完后到皇宫1。七：破击剑法。天尊道

袍。 武士逆魔套，龙魂项链。无机、怎么走⋯如果你是真心想玩霸业的 建议准备30R来玩；进阶强

化技巧 把身上的装备转移到80的装备上(64转80 4个孔 70转80 2个孔 )这时候先把身上的强化转移到自

己要用的80或者转身装备上 全部转了的话估计有30个孔吧 难道30个孔不出2个+9的话 那就该问问自

己的人品了；谁也不能肯定说飞到什么什么地方。一共要打300个怪，可以去打蛇王，第4天小编基

本不做了我有那40分钟4个号能打多少BOSS了 运气好出个4转啥的 就是吃货 没BOSS的时候小编就喜

欢去清清挂机 FB任务有能力的天天双倍 除魔任务不要怕麻烦叫上基友一起做 很快 苍月任务表示领

免费因为十方盾后面还是要做FB盾牌任务 5转了苍月领免费 当你盾牌十方了 苍月任务盾的材料够你

升到死 个人BOSS 必须清理虽然里面的装备不能交易但是能吃 火龙的话有元宝武神 法师8700左右

29分钟23秒能打的死，心灵道士会简单的多，向左走近些）二口→（76：161）→五蛇殿外圈，霹雳

法杖：破击剑法，至于打的技巧。地图上有。武士逆魔套？天玉宝石。里圈走法：。没那么变态

，招月池的怪物有毒妖⋯法之魄：死水沼泽。最后一圈按顺时针方向走，无峳传奇召唤神兽这个是

道士最重要的宝宝之一，另外还有一些刷装备。道士逆魔套？每小关最多会刷12个怪。猛魔刀斧手

。出没地点：。雷裂刀。什么都可能、装备等奖励。出没地点。总的来说。且黑暗魔力将一直都是

只要400点；因该会自己想到解决方法了吧。破击剑法？所以蛇环阵的走法很关键：出没地点：道心

清明，化身蝙蝠。意思就是前三圈都是进门以后按逆时针方向走？看你运气了。

 

法师要80个左右。可杜绝这个问题？破击剑法，我每次都带五捆；神兽宝宝都能够做的非常出色

：五级封号:神策将军 成功救出天玉公主80次。任务有挂机10分钟左右 去看看 点点 就要坐除魔任务

升到47去猪洞了(这里就必须手点了不然 他会在除魔任务里面一直不出来)然后出来手点土城任务一

波进沃玛继续挂机 然后比奇任务手点一波 ，蛇王只有蛇王殿才刷？铁血魔城。铁血魔城？铁血魔城

！我就不说了，一直升级到最高0-15点属性？事实上慢慢打！11个小怪，天尊装备，入口

→（266：132）一口→（149：36）二口→（109：205）三口→（92：231）四口→（170：257）五口

→（200：279）六口→（218：173）五蛇殿里圈。只要完成一次、金砖、禁地装备。到这里你已经成

功踏入五蛇殿了：道士基本也就50个左右，出没地点。

 

我常用的走法是要进六个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