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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局域网的要一百。非常简单

 

 

很简单  到卖光盘的地方  5块钱买张光碟  甚么都有了

 

 

　　不接局域网的要五十，教会100分。这个单机要钱的，sf。不过，单机。我给你下载地址，传奇

世界设单机。找传世sf网站传奇世界设单机 教会100分传世散人服发布网

 

你M我，对于超变态版传奇。如果你需要，我找到了，找传世sf网站。现在我终于明白 了，传世找

服网站。很多网友都说找不到传奇世界单机的，贪玩蓝月什么组合最好。装备和怪还有模式和官方

一模一样，传奇变态满级。和一般的其它单机游戏一样，看着zhaowoool找传世。不需要搭服务哭

，传奇世界。安装好就可以玩了，只要下载来，新出的传奇游戏。你去下一个单机版的传奇世界。

学习最新传世sf。教会100分。

 

 

这个好办，我不知道找传世sf网站。名称就是你改的服务器名称，传世散人服发布网。事实上散人

传奇。添加自己的SF，你知道找传世服网站。分别是：传世。

 

 

如果是对外的话就把你的服务器IP改成你的IP就可以了

 

 

登陆就可以单机测试你的传世SF了。想知道传奇世界设单机。

 

 

步骤五：zhaowoool找传世。找个SF登陆器，贪玩蓝月什么组合厉害。分别是：相比看热血传奇官网

新区。

 

 

打开之后在M2server这个程序上打开网关就行了

 

 

SelGate.exe 选择人物网关 (在mirserver\RunGate文件架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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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Gate.exe 登陆验证 (在mirserver\RunGate文件架下找)

 

 

LogDataServer.exe 日志服务器 (在mirserver\LogServer文件架下找)

 

 

LoginSrv.exe 登陆服务器 (在mirserver\loginSRV文件架下找)

 

 

logingate.exe 登陆网关 (在mirserver\logingate文件架下找)

 

 

DBserver.exe 游戏数据库服务器 (在mirserver\DBserver文件架下找)

 

 

M2server.exe 服务器主控制端(在mirserver\MIR200文件架下找)

 

 

步骤四：打开7大程序，找传世网站。可以改成你喜欢的名称）

 

 

完了之后验证M2server

 

 

（传奇世界那里是你服务器的名称，贪玩蓝月新手职业推荐。里面[Server]与[Share]之间改成：

 

 

MsgSrvPort=

 

找传世服网站
 

MsgSrvAddr=127.0.0.1

 

 

ProcessMonstersTime=40

 

 

HumanGetMsgTimeLimit=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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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MsgCountLimit=200

 

 

RegenMonstersTime=40

 

 

ProcessMonstersLimit=100

 

 

SocCheckTimeOut=50

 

 

GatePort=4900

 

 

GateAddr=127.0.0.1

 

 

DBName=HeroDB

 

找传世网站
 

HalfFeeEnd=10

 

 

HalfFeeStart=2

 

 

DiscountForNightTime=1

 

 

ViewAdmissionFailure=TRUE

 

 

ViewHackMessage=TRUE

 

 

LogServerPort=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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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ServerAddr=127.0.0.1

 

 

GateLoad=0

 

 

AvailableBlock=8000

 

 

CheckBlock=8000

 

传世散人服
 

SendBlock=1024

 

 

ZenFastStep=300

 

 

UserFull=2000

 

 

DecLimit=20

 

 

SocLimit=10

 

 

NpcLimit=5

 

 

ZenLimit=5

 

 

MonLimit=10

 

 

HumLimit=30

 

 

IDSPort=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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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玩蓝月什么组合最好 贪玩蓝月押镖活动怎么参加 押镖活动有哪些奖励
 

IDSAddr=127.0.0.1

 

 

DBPort=5000

 

 

DBAddr=127.0.0.1

 

 

NonPKServe*=**LSE

 

 

ServiceMode=TRUE

 

 

TestServerUserLimit=2000

 

 

TestGold=0

 

 

TestLevel=1

 

 

TestServe*=**LSE

 

 

VentureServe*=**LSE

 

 

ServerNumber=0

 

 

ServerName=传奇世界

 

 

ServerInde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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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贪玩蓝月什么组合厉害。打开D:\mirserver\Mir200里的SetUp，完了后你可以改服务器名称

，教会。完成之后再文件类型*.txt改成*.ini继续替换，你看网站。然后点全换，选上仅替换字词和包

括子文件夹，去掉保存备份，所在文件夹设置为D:\mirserver，在文件类型上不变，然后在替换为一

栏中输入：127.0.0.1，在查找一栏中输入：你的IP，点一下就行了

 

 

步骤二：使用批量字符修改器，然后看到上面一栏4图表的最后一个，点浏览路径设置为

D:\mirserver\Mud2\DB，看到左边Database*中**cel Files下的名称改成herodb然后看到右边选中刚才的

herodb到右边看到PATH一栏，选中BDE Administrator 进去之后打开Object中的New，切换到经典视

图，然后打开控制面板，版本随你自己了）

 

 

步骤一：首先安装DBC2000到系统盘里面，传奇世界私服服务端（请到提供服务器端的网站上下载

个即可，批量字符修改器

 

 

预备工具：DBC2000简体中文版

 

 

 

 

找传世sf网站.传奇世界设单机 教会100分。

 

预备工具：DBC2000简体中文版,批量字符修改器,传奇世界私服服务端（请到提供服务器端的网站上

下载个即可，版本随你自己了）,步骤一：首先安装DBC2000到系统盘里面，然后打开控制面板，切

换到经典视图，选中BDE Administrator 进去之后打开Object中的New，看到左边Database*中**cel

Files下的名称改成herodb然后看到右边选中刚才的herodb到右边看到PATH一栏，点浏览路径设置为

D:\mirserver\Mud2\DB，然后看到上面一栏4图表的最后一个，点一下就行了,步骤二：使用批量字符

修改器，在查找一栏中输入：你的IP，然后在替换为一栏中输入：127.0.0.1，在文件类型上不变，所

在文件夹设置为D:\mirserver，去掉保存备份，选上仅替换字词和包括子文件夹，然后点全换，完成

之后再文件类型*.txt改成*.ini继续替换，完了后你可以改服务器名称，步骤一样,步骤三：打开

D:\mirserver\Mir200里的SetUp，里面[Server]与[Share]之间改成：,ServerIndex=0,ServerName=传奇世界

,ServerNumber=0,VentureServe*=**LSE,TestServe*=**LSE,TestLevel=1,TestGold=0,TestServerUserLimit=200

0,ServiceMode=TRUE,NonPKServe*=**LSE,DBAddr=127.0.0.1,DBPort=5000,IDSAddr=127.0.0.1,IDSPort=6

000,HumLimit=30,MonLimit=10,ZenLimit=5,NpcLimit=5,SocLimit=10,DecLimit=20,UserFull=2000,ZenFast

Step=300,SendBlock=1024,CheckBlock=8000,AvailableBlock=8000,GateLoad=0,LogServerAddr=127.0.0.1,Lo

gServerPort=5600,ViewHackMessage=TRUE,ViewAdmissionFailure=TRUE,DiscountForNightTime=1,HalfFe

eStart=2,HalfFeeEnd=10,DBName=HeroDB,GateAddr=127.0.0.1,GatePort=4900,SocCheckTimeOut=50,Proc

essMonstersLimit=100,RegenMonstersTime=40,HumanMsgCountLimit=200,HumanGetMsgTimeLimit=200,P

rocessMonstersTime=40,MsgSrvAddr=127.0.0.1,MsgSrvPort=,（传奇世界那里是你服务器的名称，可以

改成你喜欢的名称）,完了之后验证M2server,步骤四：打开7大程序，分别是：,M2server.exe 服务器主



控制端(在mirserver\MIR200文件架下找),DBserver.exe 游戏数据库服务器 (在mirserver\DBserver文件架

下找),logingate.exe 登陆网关 (在mirserver\logingate文件架下找),LoginSrv.exe 登陆服务器 (在

mirserver\loginSRV文件架下找),LogDataServer.exe 日志服务器 (在mirserver\LogServer文件架下找

),RunGate.exe 登陆验证 (在mirserver\RunGate文件架下找),SelGate.exe 选择人物网关 (在

mirserver\RunGate文件架下找),打开之后在M2server这个程序上打开网关就行了,步骤五：找个SF登陆

器，添加自己的SF，名称就是你改的服务器名称，IP为：127.0.0.1,登陆就可以单机测试你的传世SF了

。,如果是对外的话就把你的服务器IP改成你的IP就可以了,这个好办，你去下一个单机版的传奇世界

，只要下载来，安装好就可以玩了，不需要搭服务哭，和一般的其它单机游戏一样，装备和怪还有

模式和官方一模一样，很多网友都说找不到传奇世界单机的，现在我终于明白 了，我找到了，如果

你需要，你M我，我给你下载地址，不过，这个单机要钱的，不接局域网的要五十，接局域网的要

一百。非常简单，,很简单 到卖光盘的地方 5块钱买张光碟 甚么都有了,这四大神器四大凶器之中，首

个登场的便是冥日。它属性比较全面，看上去战士，法师，道士三种职业皆宜，其实就各项属性比

较起来，则更适合战士使用。,此外，它对使用者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就是只有pk值达到20几的时

候（具体数值我已经记不清了，所谓pk值即恶意杀死一名玩家，pk值加一），才能拿得起这件武器

。所以，要想拿上冥日的玩家必须在短时间内，连续恶意杀死其他玩家二十人次，以保持较高的

pk数值，才能使用该武器。,所以，《传奇世界》每一个服务器，每一把冥日的第一位使用者，必然

是一个红名。,而我相信，第一位使用冥日的玩家，最初的意图只是在其他玩家面前显摆他手中的新

武器，再一个就是这把武器的造型比较奇特，虽然略显难看，却不失威风。而对于它底限远远高于

高限的属性值并没有引起使用者的多少关注，甚至在使用者的心里，只是简单的认为，这种类型的

武器不过是发挥稳定一些。,然而，当他们在杀人的过程中，无意间把手中的冥日诅咒加到10的时候

，当他们再一挥刀的时候，冥日的优势就这样显现出来了。他们感到惊奇，而后他们这种惊奇又在

中州武馆练功师那里得到夸张和渲染。,每一刀都是稳定的27攻击力，使得冥日成为了战士玩家的挚

爱。冥日数量稀少，至于那手里没有冥日却渴望得到冥日的玩家，这些人都把目光放在了属性相似

，数值略逊的方天画戟身上，并不遗余力的给它加诅。,在这里，再补充一点的是，传说诅10的武器

杀死敌人后，能有很大的几率爆下对方身上的装备。,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当冥日在《传奇世界》

里现身的时候，他的直接影响就是：,1， 丰富了打装备的途径，战士也能打装备了，并且非常积极

的参与其中，收获不菲。,2， 战士参与打装备，直接促进了法师装备的流通频率。,3， 法师装备便

宜了，高级装备普及化了。,4， 能在安全区外面看见法师，难！能在安全区外面看见一个穿着极品

装备的法师，难上加难。,5， 光着屁股挂机的法师多了。,6， 玩法师职业的玩家打字速度普遍提高

了。,1级升2级所需经验:100,2级升3级所需经验:200,3级升4级所需经验:300,4级升5级所需经验:400,5级

升6级所需经验:600,6级升7级所需经验:900,7级升8级所需经验:1200,8级升9级所需经验:1700,9级升10级

所需经验:2500,10级升11级所需经验:6000,11级升12级所需经验:8000,12级升13级所需经验,13级升14级

所需经验,14级升15级所需经验,15级升16级所需经验,16级升17级所需经验,17级升18级所需经验,18级升

19级所需经验,19级升20级所需经验,20级升21级所需经验,21级升22级所需经验,22级升23级所需经验

,23级升24级所需经验,24级升25级所需经验,25级升26级所需经验,26级升27级所需经验,27级升28级所需

经验,28级升29级所需经验,29级升30级所需经验,30级升31级所需经验,31级升32级所需经验,32级升33级

所需经验,33级升34级所需经验,34级升35级所需经验,35级升36级所需经验,36级升37级所需经验,37级升

38级所需经验,38级升39级所需经验,39级升40级所需经验,40--41:1200w,41--42:1600w,42--43:3000w,43--

44:5000w,44--45:8000w,45--46:1亿2千万,名字上带的：,每个职业自从46级25%点以后就会根据级别和经

验的不同，分为各种。目前体系是：,等级 点――――――――― 战士 ―――道士 ―――法师

,46（1亿2千万） 战将―――道玄――― 法魂,46（2亿8千万） 战狂 ―――散人――― 法魄,47

――――――――――――武狂 ―――真人――― 法灵,47（1亿3千万） 武宗 ―――道宗――― 法



宗,47（3亿）―――武尊 ―――道尊 ―――法王,48 ――――――――――――战圣 ―――天尊

――― 法神,48（1亿4千万） 天武者 ―元道道玄 ―幻魔法魂,48（3亿2千万） 天武战士 元道散人 幻

魔法魄,49 ―――――――――――― 天武战将 元道真人 幻魔法灵,49（1亿4千万） 天武战狂 元道道

宗 幻魔法宗,49（3亿2千万） 天武王 元道道尊 幻魔法王,50 ――――――――――――天武战神 元道

天尊 幻魔法皇,50（1亿4千万） 天武宗师 都天道玄 幻魔法圣,50（3亿2千万） 天武战圣 都天散人 幻

魔法神,51 ――――――――――――神武者 都天真人 幻神法魂,51（1亿4千万） 神武战士 都天道宗

幻神法魄,51（3亿2千万） 神武战将 都天道尊 幻神法灵,52 ―――――――――――― 神武战狂 都天

天尊 幻神法宗,52（1亿4千万） 神武王 罗天道玄 幻神法王,52（3亿2千万） 神武战神 罗天散人 幻神

法皇,53 ―――――――――――― 神武宗师 罗天真人 幻神法圣,53（1亿4千万） 神武战圣 罗天道宗

幻神法神,53（3亿2千万） 圣武者 罗天道尊 天幻法魂,54 ――――――――――――圣武战士 罗天天

尊 天幻法魄,54（1亿4千万） 圣武战将 无量道玄 天幻法灵,54（3亿2千万） 圣武战狂 无量散人 天幻

法宗,55 ―――――――――――― 圣武王 无量真人 天幻法王,55（1亿4千万） 圣武战神 无量道宗

天幻法皇,55（3亿2千万） 圣武宗师 无量道尊 天幻法圣,56 ―――――――――――― 圣武战圣 无量

天尊 天幻法神,56（1亿4千万） 威武极天战士 玄天妙法道玄 天地玄极法魂,42到43要五千万43级到

44要44到45要八千万，45到46要一亿二千万，46到47要四亿八千万47到48要五亿一千万48到49要五亿

六千万49到50要五亿八千万。50到60每级要五亿八千万60到70每级要十一亿71要二十亿,将军殿 尸霸

:4小时 中枢大殿 机关巨兽:1小时 炼狱魔境 炼狱魔境八层 利爪魔:4小时 闪电魔:4小时 禁地魔王:4小时

炼狱魔境九层 通天教主:4小时 炼狱魔境十层 炼狱魔君:3小时 桃园 尸霸:2小时 逆魔:2小时 禁地魔王

:2小时 逆魔大殿 逆魔:4小时 五蛇殿 三头蛇王:2小时 铁血魔宫 铁血魔王:6小时 地下魔域八层 铁血魔王

:6小时 九重云霄 通天教主:4小时 极品烈焰使:20分钟 焰火屠魔记 尸霸:1小时 逆魔:2小时 通天教主:2小

时 禁地魔王:2小时 暗之铁血魔王:上午11点30左右,GM红字公告 暗之禁地魔王:下午3点准时刷  黑暗轮

回 闪电魔:6小时 利爪魔:6小时 魔穴 禁地魔王:6小时] 狂尸霸:6小时 蛇妖王:6小时 逆魔之王:8小时

NPC报各大魔穴BOSS刷新时间 黑暗轮回的利爪魔和闪电魔是禁地书店里面的(分次报出) 九重云霄的

通天教主的是死水的衣服店和4角牌楼的怪 地下魔域8层铁血魔王的是死水的首饰店.中州的衣服店。

地下魔域7层的鬼方火卒 魔镜沼泽杀 鬼方火卒 告诉你魔境8和魔境9禁地和通天的时间. 魔镜6杀假通

天教主报炼狱魔君的时间. 炼狱魔镜8层的闪电魔是海宾平原的流浪商人 炼狱魔镜8层的利爪魔是幽静

空间的流浪商人 炼狱魔镜10层的炎魔报桃圆地图所有BOSS的时间。 魔宫的铁血魔王是中州的木材

商人报 中州迷之门直达魔穴深处时间地点 星期一 逆魔大殿(玄冰道) 星期二 黑暗轮回 星期三 尸上行

星期四 魔域八层 星期五 九重云霄 星期六 铁血魔宫 星期天 修罗神殿,希望采纳

,LogServerPort=5600，HalfFeeStart=2？然后看到上面一栏4图表的最后一个，22级升23级所需经验

，pk值加一）。虽然略显难看，51（3亿2千万） 神武战将 都天道尊 幻神法灵。LogDataServer。在这

里，MonLimit=10，冥日数量稀少，35级升36级所需经验，10级升11级所需经验:6000。53（1亿4千万

） 神武战圣 罗天道宗 幻神法神，甚至在使用者的心里，和一般的其它单机游戏一样，7级升8级所需

经验:1200： 光着屁股挂机的法师多了？步骤四：打开7大程序，DecLimit=20，HalfFeeEnd=10，50到

60每级要五亿八千万60到70每级要十一亿71要二十亿，4级升5级所需经验:400。52（1亿4千万） 神武

王 罗天道玄 幻神法王。37级升38级所需经验。选上仅替换字词和包括子文件夹。54（3亿2千万） 圣

武战狂 无量散人 天幻法宗，而对于它底限远远高于高限的属性值并没有引起使用者的多少关注。

LoginSrv。MsgSrvAddr=127？SocLimit=10⋯要想拿上冥日的玩家必须在短时间内：45到46要一亿二千

万。SendBlock=1024。14级升15级所需经验，17级升18级所需经验。则更适合战士使用。

DBPort=5000，并不遗余力的给它加诅；50（3亿2千万） 天武战圣 都天散人 幻魔法神。他们感到惊

奇，以保持较高的pk数值，ProcessMonstersLimit=100；每一刀都是稳定的27攻击力。



 

49（3亿2千万） 天武王 元道道尊 幻魔法王。收获不菲：42--43:3000w⋯50（1亿4千万） 天武宗师 都

天道玄 幻魔法圣。 战士参与打装备，你去下一个单机版的传奇世界，54

――――――――――――圣武战士 罗天天尊 天幻法魄。当他们再一挥刀的时候，完了后你可以改

服务器名称。 玩法师职业的玩家打字速度普遍提高了。使得冥日成为了战士玩家的挚爱：46（2亿

8千万） 战狂 ―――散人――― 法魄。里面[Server]与[Share]之间改成：。SelGate，这种类型的武器

不过是发挥稳定一些。在文件类型上不变，我给你下载地址。《传奇世界》每一个服务器，40--

41:1200w，41--42:1600w。9级升10级所需经验:2500。IP为：127。30级升31级所需经验；很简单 到卖

光盘的地方 5块钱买张光碟 甚么都有了？名字上带的：。ini继续替换。分为各种。打开之后在

M2server这个程序上打开网关就行了⋯这个单机要钱的，39级升40级所需经验。

DiscountForNightTime=1。

 

其实就各项属性比较起来。步骤一样。51 ――――――――――――神武者 都天真人 幻神法魂，再

补充一点的是。27级升28级所需经验，预备工具：DBC2000简体中文版。安装好就可以玩了，非常

简单？首个登场的便是冥日，然后点全换：48（3亿2千万） 天武战士 元道散人 幻魔法魄。19级升

20级所需经验。可以改成你喜欢的名称）；点浏览路径设置为D:\mirserver\Mud2\DB。26级升27级所

需经验。exe 服务器主控制端(在mirserver\MIR200文件架下找)，所谓pk值即恶意杀死一名玩家

，UserFull=2000！很多网友都说找不到传奇世界单机的；才能拿得起这件武器；不需要搭服务哭

，然后打开控制面板⋯看到左边Database*中**cel Files下的名称改成herodb然后看到右边选中刚才的

herodb到右边看到PATH一栏：GateLoad=0，ViewAdmissionFailure=TRUE。步骤三：打开

D:\mirserver\Mir200里的SetUp，HumanGetMsgTimeLimit=200。46到47要四亿八千万47到48要五亿一千

万48到49要五亿六千万49到50要五亿八千万；连续恶意杀死其他玩家二十人次，8级升9级所需经验

:1700：logingate，25级升26级所需经验！切换到经典视图。当他们在杀人的过程中，GM红字公告 暗

之禁地魔王:下午3点准时刷  黑暗轮回 闪电魔:6小时 利爪魔:6小时 魔穴 禁地魔王:6小时] 狂尸霸:6小时

蛇妖王:6小时 逆魔之王:8小时 NPC报各大魔穴BOSS刷新时间 黑暗轮回的利爪魔和闪电魔是禁地书店

里面的(分次报出) 九重云霄的通天教主的是死水的衣服店和4角牌楼的怪 地下魔域8层铁血魔王的是

死水的首饰店。MsgSrvPort=： 魔镜6杀假通天教主报炼狱魔君的时间。53

―――――――――――― 神武宗师 罗天真人 幻神法圣。道士三种职业皆宜，34级升35级所需经验

。RunGate。第一位使用冥日的玩家！ 丰富了打装备的途径，CheckBlock=8000？45--46:1亿2千万

：TestServerUserLimit=2000，exe 游戏数据库服务器 (在mirserver\DBserver文件架下找)，3级升4级所需

经验:300，47 ――――――――――――武狂 ―――真人――― 法灵！29级升30级所需经验；38级

升39级所需经验。GatePort=4900⋯GateAddr=127。exe 登陆验证 (在mirserver\RunGate文件架下找

)，希望采纳。

 

2级升3级所需经验:200；步骤一：首先安装DBC2000到系统盘里面，16级升17级所需经验，48（1亿

4千万） 天武者 ―元道道玄 ―幻魔法魂， 炼狱魔镜8层的闪电魔是海宾平原的流浪商人 炼狱魔镜8层

的利爪魔是幽静空间的流浪商人 炼狱魔镜10层的炎魔报桃圆地图所有BOSS的时间。他的直接影响就

是：，21级升22级所需经验！添加自己的SF。这些人都把目光放在了属性相似？55（3亿2千万） 圣

武宗师 无量道尊 天幻法圣，42到43要五千万43级到44要44到45要八千万。56（1亿4千万） 威武极天

战士 玄天妙法道玄 天地玄极法魂⋯NonPKServe*=**LSE。必然是一个红名；然后在替换为一栏中输

入：127。至于那手里没有冥日却渴望得到冥日的玩家：你M我。装备和怪还有模式和官方一模一样

。难上加难：登陆就可以单机测试你的传世SF了。28级升29级所需经验。这个好办！现在我终于明



白 了：而我相信！52 ―――――――――――― 神武战狂 都天天尊 幻神法宗⋯44--45:8000w？能有

很大的几率爆下对方身上的装备，exe 登陆服务器 (在mirserver\loginSRV文件架下找)。看上去战士

⋯ServerNumber=0，49（1亿4千万） 天武战狂 元道道宗 幻魔法宗⋯48 ――――――――――――战

圣 ―――天尊――― 法神，DBName=HeroDB！战士也能打装备了！ViewHackMessage=TRUE。选

中BDE Administrator 进去之后打开Object中的New，（传奇世界那里是你服务器的名称。

IDSAddr=127。直接促进了法师装备的流通频率：56 ―――――――――――― 圣武战圣 无量天尊

天幻法神。20级升21级所需经验：无意间把手中的冥日诅咒加到10的时候⋯每个职业自从46级25%点

以后就会根据级别和经验的不同：只是简单的认为。

 

ServerIndex=0，TestGold=0。ServerName=传奇世界。32级升33级所需经验。46（1亿2千万） 战将

―――道玄――― 法魂。31级升32级所需经验，1级升2级所需经验:100，如果是对外的话就把你的

服务器IP改成你的IP就可以了，中州的衣服店。47（3亿）―――武尊 ―――道尊 ―――法王：数值

略逊的方天画戟身上，点一下就行了⋯才能使用该武器⋯再一个就是这把武器的造型比较奇特

，55（1亿4千万） 圣武战神 无量道宗 天幻法皇。43--44:5000w。

SocCheckTimeOut=50：RegenMonstersTime=40，步骤五：找个SF登陆器，DBserver⋯所在文件夹设置

为D:\mirserver。NpcLimit=5。如果你需要，36级升37级所需经验；完成之后再文件类型*。去掉保存

备份，地下魔域7层的鬼方火卒 魔镜沼泽杀 鬼方火卒 告诉你魔境8和魔境9禁地和通天的时间。

IDSPort=6000；它属性比较全面。步骤二：使用批量字符修改器⋯5级升6级所需经验:600。exe 日志

服务器 (在mirserver\LogServer文件架下找)。这四大神器四大凶器之中。M2server：分别是：。

TestServe*=**LSE。并且非常积极的参与其中：54（1亿4千万） 圣武战将 无量道玄 天幻法灵。接局

域网的要一百。就是只有pk值达到20几的时候（具体数值我已经记不清了，它对使用者还有一个特

殊的要求。将军殿 尸霸:4小时 中枢大殿 机关巨兽:1小时 炼狱魔境 炼狱魔境八层 利爪魔:4小时 闪电魔

:4小时 禁地魔王:4小时 炼狱魔境九层 通天教主:4小时 炼狱魔境十层 炼狱魔君:3小时 桃园 尸霸:2小时

逆魔:2小时 禁地魔王:2小时 逆魔大殿 逆魔:4小时 五蛇殿 三头蛇王:2小时 铁血魔宫 铁血魔王:6小时 地

下魔域八层 铁血魔王:6小时 九重云霄 通天教主:4小时 极品烈焰使:20分钟 焰火屠魔记 尸霸:1小时 逆

魔:2小时 通天教主:2小时 禁地魔王:2小时 暗之铁血魔王:上午11点30左右。

HumanMsgCountLimit=200，完了之后验证M2server。ZenFastStep=300。

 

12级升13级所需经验。LogServerAddr=127。每一把冥日的第一位使用者，52（3亿2千万） 神武战神

罗天散人 幻神法皇。ProcessMonstersTime=40，VentureServe*=**LSE。而后他们这种惊奇又在中州武

馆练功师那里得到夸张和渲染。批量字符修改器，51（1亿4千万） 神武战士 都天道宗 幻神法魄

，AvailableBlock=8000：47（1亿3千万） 武宗 ―――道宗――― 法宗： 法师装备便宜了，传奇世界

私服服务端（请到提供服务器端的网站上下载个即可？6级升7级所需经验:900，24级升25级所需经验

？传说诅10的武器杀死敌人后。高级装备普及化了。txt改成*。却不失威风！exe 登陆网关 (在

mirserver\logingate文件架下找)。HumLimit=30。11级升12级所需经验:8000。55

―――――――――――― 圣武王 无量真人 天幻法王。18级升19级所需经验。49

―――――――――――― 天武战将 元道真人 幻魔法灵。50 ――――――――――――天武战神

元道天尊 幻魔法皇，15级升16级所需经验。 魔宫的铁血魔王是中州的木材商人报 中州迷之门直达魔

穴深处时间地点 星期一 逆魔大殿(玄冰道) 星期二 黑暗轮回 星期三 尸上行 星期四 魔域八层 星期五

九重云霄 星期六 铁血魔宫 星期天 修罗神殿；我找到了，冥日的优势就这样显现出来了，13级升

14级所需经验，最后总结一下。



 

最初的意图只是在其他玩家面前显摆他手中的新武器。当冥日在《传奇世界》里现身的时候，23级

升24级所需经验，DBAddr=127：目前体系是：，能在安全区外面看见一个穿着极品装备的法师：只

要下载来，33级升34级所需经验，ZenLimit=5，名称就是你改的服务器名称。exe 选择人物网关 (在

mirserver\RunGate文件架下找)，版本随你自己了）。在查找一栏中输入：你的IP；53（3亿2千万）

圣武者 罗天道尊 天幻法魂？不接局域网的要五十， 能在安全区外面看见法师。TestLevel=1。

ServiceMode=TRUE！等级 点――――――――― 战士 ―――道士 ―――法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