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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三:LoginGate下面的Config.iniIP地址该成本机IP地址

 

 

步骤四:loginSrv传世下面的Logsrv.ini DBServer=本机IP地址 ServerAddr=本机IP地址 听听传世sf其他别

改.

 

 

 

 

!serverinfo.txt看看传奇手机里面改成 192.168.0.200 192.168.0.200 7200

 

热血江湖2.0sf强化?热血江湖2.0sf强化,0版本的热血江湖SF怎么制作WG衣甲
 

192.168.0.200

 

 

192.168.0.200

 

 

学习传奇单机步骤二:DBSERVER下面的dbsrc.ini全部改成你的IP地址 !addrtable.txt里面改成

 

 

setup.txt事实上传奇手游喊你改的全改,其他东西都不要动,不然出问题了我不负责 还有!runaddr.txt

!Servertable.txt新传里面都改成本机IP

 

 

手机版传奇游戏
LogServerPort=

 

 

LogServerAddr=其实热血江湖sf2.0发布网本机ip地址

 

 

MsgSrvPort=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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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gSrvAddr=其实传世发布网本机ip地址

 

 

IDSPort=5600

 

手机版传奇游戏
 

IDSAddr=sf本机ip地址

 

 

DBPort=6000

 

 

DBAddr=对于6770最新传世发布网本机ip地址

 

 

GatePort=5000

 

 

新开传世发布网
GateAddr=本机ip地址(你自己做传奇服务端所想知道新开传世sf发布网在主机的ip地址)

 

 

IP=本机IP学习热血江湖sf2.0多开器地址

 

 

改文本里面要改的东西 IP=127.0.0.1地址改成你本机ip地址 假对比一下传奇手游如我ip是192.168.0.200

那么就是IP=192.168.0.200 傻瓜式教学,菜鸟还不会我真的要上吊自杀了.如下热血江湖sf发布网改:

 

 

首先步骤一 找到mirserver\Mir200\setup.txt 其实sf打开后

 

 

大家要耐心看哦,不要急这么多不想看了其实一点不多,要你改的东西很少

 

传奇手机 传世sf发布网 热血江湖2.0sf，2014热血江湖sf发布网
 

LogServerAddr=对比一下新开传世sf发布网本机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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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下载好了DBC2000,安装好后,在控制面版找你看发布到BDE ADMINISTRATOR 单击打开

 

 

LogS传世erverPort=

 

 

 

 

传世发传世sf布网

 

6770最新传传奇世发布网

 

其实最新

 

传世sf2.0看看新开传世sf

 

发布

 

看着传世

 

看看传世s学会新开f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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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工具 1 DBC2000,2 传奇服务端 1.76.1.85 都可以 看你自己的爱好了,3 字符替换器 &lt;一般你下载的

服务端里有&gt;,下载完后吧服务端解压缩到D盘,第一步:下载好了DBC2000,安装好后,在控制面版找到

BDE ADMINISTRATOR 单击打开,先不要管里面是什么啦,按ctrl+N 弹出个对话框 如果是STANDARD

直接点OK,然后在左边找到你创建的STANDARD(左边显示的是STANDARD1)改名字为HeroDB,然后

点下他看右边拦把那个路径也就是PATH:改成你装的传奇服务端路径,例如我把传奇装到D盘

(mirserver在D盘目录下)那么我应该设置D:\mirserver\Mud2\DB 是其他盘就是X:\mirserver\Mud2\DB 就

这么简单别想那么多了,然后点下被你改名的HeroDB 然后按ctrl+A 弹出个对话框 点OK就可以了,然后

放心关闭不用管这个DBC2000了(万一控制面版找不到BDE ADMINISTRATORS 你来找我,帮你解决

),第二步: 传奇服务端详细配置 (下载的传奇服务端里面还有教材,但不详细,你看看下也好),1:你只在做

服务端的电脑上开(也就是本机开)不要改任何东西,直接开,好了,现在我就详细讲述开本机的详细内容

留心点看哦,先绑定ip地址61.128.194.170 也就是mir200文件架下面的setup.txt文本里面的

ServerAddr=61.128.194.170 够详细了吧 绑定ip地址大家会不,也就是在tcp/ip高级设置里面象添加普通

IP地址一样添加一个就可以了,什么绑定通俗的话就是添个IP而已,大家容易明白点,第一:你下载的服

务端文件在mirserver下面找到&quot;验证&quot;这个文件架 先打开验证器验证IP修改器.exe 再打开

M2验证.exe 然后本机开就是127.0.0.1点修改 然后在M2验证那边点启动(记得你每重新启动一次服务器

都要重新验证一次) 知道为什么要验证这个吗,一般帖子都不想说,这个验证了,对你开M2server.exe 服

务器主控制端有用,如果你没有通过验证,这个服务端上面就显示正在授权,就算你其他配置都正确,但

是你就是进不了传奇.通过了验证,M2server.exe服务端上面显示已经注册信息,1000天吧 呵呵大功搞成



,如果进了创建人物进面就进不去了,一般都是这个你没有通过验证.一定要是标题栏显示注册而不是

正在授权.,好了,开始运行服务端步骤如下,首先把验证开起,然后把传奇七个服务端文件程序全部开启

,一定是全部哦(初学者会问那个DBC2000要开不 不要管它拉 OK?DBC只要你安装,设置好,以后都别管

他了)现在本机应该可以正常开了.(补一句:还有在验证文件架里面还有个网关验证文件架,里面那个验

证也要开),第二 现在我们来学开内网,也就是我们网吧内部开传奇,现在就有一点点问题了,一般帖子难

得说,就只告诉你把所有IP地址改成你自己的IP地址,只说了一方面,不全,现在我来详细告诉大家,让你

们少走我那漫长的路,大家要耐心看哦,不要急这么多不想看了其实一点不多,要你改的东西很少,首先

步骤一 找到mirserver\Mir200\setup.txt 打开后,改文本里面要改的东西 IP=127.0.0.1地址改成你本机ip地

址 假如我ip是192.168.0.200 那么就是IP=192.168.0.200 傻瓜式教学,菜鸟还不会我真的要上吊自杀了.如

下改:,IP=本机IP地址,GateAddr=本机ip地址(你自己做传奇服务端所在主机的ip地址

),GatePort=5000,DBAddr=本机ip地址,DBPort=6000,IDSAddr=本机ip地址,IDSPort=5600,MsgSrvAddr=本

机ip地址,MsgSrvPort=4900,LogServerAddr=本机ip地址,LogServerPort=,setup.txt喊你改的全改,其他东西

都不要动,不然出问题了我不负责 还有!runaddr.txt !Servertable.txt里面都改成本机IP,步骤二

:DBSERVER下面的dbsrc.ini全部改成你的IP地址 !addrtable.txt里面改成

,192.168.0.200,192.168.0.200,!serverinfo.txt里面改成 192.168.0.200 192.168.0.200 7200,步骤三:LoginGate下面

的Config.iniIP地址该成本机IP地址,步骤四:loginSrv下面的Logsrv.ini DBServer=本机IP地址

ServerAddr=本机IP地址 其他别改.,!addrtable.txt 改成 传奇 Title1 本机IP地址 本机IP地址 外网IP地址

:7100,!serveraddr.txt改成本机IP地址,步骤五:RunGate下面的RunGate.ini 改Server1=本机IP地址

ListenAddr=本机IP地址 其他别改,步骤六:SelGate下面的Config.ini 改所有IP地址为本机IP地址.,OK iP地

址大功高成,出现任何黑屏和进不了创建人物界面,绝对不是IP地址设置问题,不要考虑IP问题,现在把

Mirserver\LoginSrv目录下面Logsrv.ini文件，打开，找到DynamicIPMode=0把它设置成

DynamicIPMode=1即可 大部分人进内网传奇门开不了就是这个原因,好了现在还是运行传奇服务端文

件,首先把验证开起,然后把传奇七个服务端文件程序全部开启,一定是全部哦,在验证文件架里面还有

个网关验证文件架,里面那个验证也要开 验证开启为了菜鸟明白,我解释验证开启:,就是先开验证器验

证IP修改器.exe 然后再开M2验证.exe 这个时候在验证器验证IP修改器.exe 把IP写为61.128.194.170 后在

M2验证那里点启动就OK 验证完成,OK 传奇服务端已经运行了, 现在我们另外随便找一台电脑来试试

内网是不是能行(内网就是局域网),呵呵肯定不行 虽然我们配置都正确了,有个东西忘记了,那就是要

用1.85的登陆器也就是翎风登陆器.exe 具体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用这个登陆,是进不了传奇的 记

得还要把传奇服务端的MAP文件复制到你那台电脑上的MAP文件夹下,170 也就是mir200文件架下面

的setup！1000天吧 呵呵大功搞成！一般都是这个你没有通过验证。第二 现在我们来学开内网。首先

把验证开起！exe 具体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大家容易明白点。txt里面改成。如果进了创建人物进面

就进不去了，iniIP地址该成本机IP地址⋯步骤五:RunGate下面的RunGate。txt 打开后，下载完后吧服

务端解压缩到D盘，什么绑定通俗的话就是添个IP而已，现在就有一点点问题了。(补一句:还有在验

证文件架里面还有个网关验证文件架⋯OK 传奇服务端已经运行了，txt文本里面的

ServerAddr=61，然后点下被你改名的HeroDB 然后按ctrl+A 弹出个对话框 点OK就可以了。现在我就

详细讲述开本机的详细内容留心点看哦。194。步骤二:DBSERVER下面的dbsrc，如果你没有通过验

证，170 够详细了吧 绑定ip地址大家会不？呵呵肯定不行 虽然我们配置都正确了，首先把验证开起

，有个东西忘记了：一般帖子都不想说。192，M2server，194：步骤六:SelGate下面的

Config，serveraddr： 现在我们另外随便找一台电脑来试试内网是不是能行(内网就是局域网)：是进

不了传奇的 记得还要把传奇服务端的MAP文件复制到你那台电脑上的MAP文件夹下

，setup，168，第一:你下载的服务端文件在mirserver下面找到&quot！IP=本机IP地址⋯DBC只要你安

装。200 那么就是IP=192。也就是我们网吧内部开传奇，出现任何黑屏和进不了创建人物界面。ini



DBServer=本机IP地址 ServerAddr=本机IP地址 其他别改，170 后在M2验证那里点启动就OK 验证完成

。不然出问题了我不负责 还有，就算你其他配置都正确。200 7200⋯一般帖子难得说，exe 服务器主

控制端有用。

 

LogServerPort=。改文本里面要改的东西 IP=127⋯也就是在tcp/ip高级设置里面象添加普通IP地址一样

添加一个就可以了，这个验证了。但是你就是进不了传奇。exe 再打开M2验证？168。200，128。然

后放心关闭不用管这个DBC2000了(万一控制面版找不到BDE ADMINISTRATORS 你来找我。txt 改成

传奇 Title1 本机IP地址 本机IP地址 外网IP地址:7100⋯例如我把传奇装到D盘(mirserver在D盘目录下

)那么我应该设置D:\mirserver\Mud2\DB 是其他盘就是X:\mirserver\Mud2\DB 就这么简单别想那么多了

：对你开M2server。大家要耐心看哦；那就是要用1！按ctrl+N 弹出个对话框 如果是STANDARD 直

接点OK。168⋯现在把Mirserver\LoginSrv目录下面Logsrv，85 都可以 看你自己的爱好了⋯让你们少走

我那漫长的路！然后点下他看右边拦把那个路径也就是PATH:改成你装的传奇服务端路径！现在我

来详细告诉大家⋯第二步: 传奇服务端详细配置 (下载的传奇服务端里面还有教材。在验证文件架里

面还有个网关验证文件架⋯exe服务端上面显示已经注册信息。以后都别管他了)现在本机应该可以

正常开了。LogServerAddr=本机ip地址。txt喊你改的全改。如下改:。然后把传奇七个服务端文件程

序全部开启。开始运行服务端步骤如下。要你改的东西很少。反正不用这个登陆！好了现在还是运

行传奇服务端文件。DBPort=6000。200 傻瓜式教学。步骤四:loginSrv下面的Logsrv。

GatePort=5000，首先步骤一 找到mirserver\Mir200\setup，IDSPort=5600，2 传奇服务端 1；一定要是标

题栏显示注册而不是正在授权，不要考虑IP问题，设置好；帮你解决)。一定是全部哦，ini全部改成

你的IP地址 ！MsgSrvPort=4900，192。200 192。一定是全部哦(初学者会问那个DBC2000要开不 不要

管它拉 OK，这个文件架 先打开验证器验证IP修改器，然后把传奇七个服务端文件程序全部开启

，但不详细！ini文件，绝对不是IP地址设置问题。exe 这个时候在验证器验证IP修改器。

 

你看看下也好)。其他东西都不要动。85的登陆器也就是翎风登陆器。txt改成本机IP地址！194。

runaddr，找到DynamicIPMode=0把它设置成DynamicIPMode=1即可 大部分人进内网传奇门开不了就

是这个原因，ini 改所有IP地址为本机IP地址，步骤三:LoginGate下面的Config。IDSAddr=本机ip地址

；168，exe 然后本机开就是127。serverinfo，DBAddr=本机ip地址，通过了验证，txt ，就是先开验证

器验证IP修改器。168！不要急这么多不想看了其实一点不多，里面那个验证也要开 验证开启为了菜

鸟明白。

 

MsgSrvAddr=本机ip地址，ini 改Server1=本机IP地址 ListenAddr=本机IP地址 其他别改。168；先不要

管里面是什么啦，txt里面改成 192。1点修改 然后在M2验证那边点启动(记得你每重新启动一次服务

器都要重新验证一次) 知道为什么要验证这个吗，3 字符替换器 &lt，128。txt里面都改成本机IP，exe

然后再开M2验证。128；只说了一方面⋯然后在左边找到你创建的STANDARD(左边显示的是

STANDARD1)改名字为HeroDB，就只告诉你把所有IP地址改成你自己的IP地址：菜鸟还不会我真的

要上吊自杀了。第一步:下载好了DBC2000：1地址改成你本机ip地址 假如我ip是192：这个服务端上

面就显示正在授权⋯1:你只在做服务端的电脑上开(也就是本机开)不要改任何东西⋯安装好后。我解

释验证开启:；GateAddr=本机ip地址(你自己做传奇服务端所在主机的ip地址)。一般你下载的服务端

里有&gt。里面那个验证也要开)。验证&quot：Servertable；200。OK iP地址大功高成！必备工具 1

DBC2000。exe 把IP写为61。addrtable，addrtable。先绑定ip地址61⋯在控制面版找到BDE

ADMINISTRATOR 单击打开。直接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