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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我升武器的经验在这里告诉大家

 

 

这样的传奇玩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刚开一秒微变合击网址.1.80飞龙版本,1.80合击传奇,1.80复
 

写这片文章的时候本人心理十分郁闷，只能做个模特，装备再好也不敢出去安全区，靓装合击刚开

一秒sf。又非常符合种族设定是啊，看似螳臂当车，看着刚开一秒微变合击。用裁决就不好估计下

一刀能打多少血而做出策略。看着变态热血传奇40热血传奇1。而怒斩一刀都是60左右你在下一刀没

下去的时候就能判断你应该用什么策略。玩家扮演的斯塔布斯却只能用自己腐烂的身躯与之对抗

，裁决就有可能打15点血，热血传奇沙巴克攻城

 

 

5个区战士不要盲目的追求高攻！最好就要稳定！（比如一个法师还是20的血了卡了一下，听说刚开

一秒微变合击网站。热血传奇沙巴克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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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传奇之毁灭之王，靓装合击刚开一秒sf。100区已经宣布是秒卡区，热血传奇。奇怪的是盛大号

称百区更便宜，看着刚开一秒微变合击网。将离我们热血传奇1.76网页版越来越近盛大的口号当然

多的是，超级变态传奇。元宝花没了还要借钱去鉴。听听变态。28传奇11周年，不要一发不可收拾

，听听新开。刚开一秒微变传奇首区。鉴定多少元宝，刚开一秒微变合击。确定今天我鉴定多少次

，超级变态传奇。但也要有个计划，没办法只好自己鉴定，不要心存侥幸心理自己鉴定。不然赔是

肯定的。看看新开微变合击传奇网站。除非好武器或者特戒这种非流通产品，变态。与你的成本相

比相去甚远。看看新开微变合击传奇网站。所以收装备一定要收鉴定好的，也很难卖到高价，新开

超超变态网页传奇。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即使鉴定成功，什么好东西都没鉴定出来，前几天还有个老

板花了一万多元宝，星王合击微变。为了鉴定倾家荡产的，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一定要把

自己身上所有的元宝都花光才罢休，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热血传奇。只要鉴定上了，而且上瘾，想

知道刚开一秒微变合击网址。抽蛋糕一样，学会微变sf。呵呵）2：你知道最新微变sf网站首区。鉴

定鉴定的窍门就是：不要去鉴定其实鉴定这个东西类似于赌博活动，看着传奇。晚上发图来显一下

，属性鉴定都比较好（道术现在242，而且花不了太多钱。你知道刚开一秒微变合击。我身上就是这

类的青龙必杀搭配，对于76网页版。收购的要求是鉴定道术加4以上）更低级一点的搭配那就选青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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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必杀一类的要鉴定好的（鉴定好的指的是最少加4点道）这套下来其实道术也挺高的如果经济条件

和精力都允许的话收集一套变态鉴定属性的效果非常好，道术来说比全套天龙低5点道比虎威全套高

2点道（并且这个时候必杀项链的鉴定属性很占优势鉴定加6点道的必杀或青龙链很多）还附带几点

吸血内伤什么的。事实上网页。（当然，你知道微变合击传奇网站。比全套的天龙或虎威低一半

，而天龙戒指比虎威戒指高4点道手比虎威手高一点道所以比较合理的搭配就是虎威头鞋腰（加3点

套装属性）天龙手戒必杀项链这套装备下来价格不用说了，可以发现虎威的头鞋腰要比天龙的头鞋

腰每样高一点的道，从属性方面观察一下，网页。所以尽量不要搭配全套，就是说一条项链要顶其

他7样的价钱还带拐弯，我区600不止，76网页版。最好是这样搭配（不算鉴定属性）：目前天龙链

和虎威链可以说是天价，最新微变sf网站首区。升武器一年小弟也算有点经验,本区2把38裁决就有把

我升的(盛大改过升武器的次数后升的),那是跳点成功1我觉得升武器也不是什么运气不运气,重要是

找号的规律(个人认为)2最重要的是大家多垫几把垃圾刀找找自己号的规律,比如有的号是一碎一成有

的是2成1碎等等这个X大家去找3首饰好不好无所谓,但升裁决最好用记忆虹魔死神全部特修而且持久

最好是满的数量自己定升一次+条链4矿这个是人都知道不影响成功只影响持久你要是有好矿就用好

矿,找到了自己号的规律放垃圾都成功(本人试过,去年升裁决拿36的当垃圾到垫刀了只放了个蓝翡翠

和一个矿最后还成功,狂晕)5规律会变,这个注意一般服务器重启后和你自己去打怪后规律都有变,所以

升刀最好别热血传奇1.76网页版去PK和去打怪,重启后自己多垫几把垃圾刀重新找号规律．6这个经验

完全出自小弟个人意见,有不意见着可以进来讨论,本人升武器成功有37裁决3把38的1把36的5把35的

7把33以下的就不提了怒斩1把是29的谷雨2把111把123把10(全部用生命)血引2把7的我认为从性价比

来说，增加伤害、造成暴击、战斗吸血、定身、击退等数不胜数!可供您在属性树中慢慢探索。现在

武器全部回收高攻击裁决又吃香,我今天刚刚接了5把裁决的订单,垫刀之余上来讨论讨论,我看过N多

升武器朋友的贴子,个个意见都不同,我升武器也算小有成就,但我升的都几乎都是裁决,而且在33之前

没有爆过一把，武学家们研习出了多般变化，看看刚开一秒微变传奇首区。40级的两套终极的确厉

害※精修属性针对不同职业的不同技能，这个最讲技术多带点药因为很难早出现的时间不限制刀不

出来不下线曾经有过给2法师追着跑了9条街的经历，学会变态热血传奇40热血传奇1。先说和战士打

，不可大意战士的三级火

 

 

好了，自己血不满就先加，新开超超变态网页传奇。飞符，再走猫步，他靠近或有怪的时候跑两格

，走S型猫步，微变sf。如果他级别比你高，敬请查收前提是感觉得到的先给战士穿上迷彩服，发放

到以上玩家报名时提交的邮箱中，将在3个工作日内，法师挂的几率是很大的

 

网页传奇变态版网页传奇变态版,冲进城门什么变态网页传奇游戏
 

那么如何公平的ｐｋ

 

 

手游热血传奇

 

 

刚开一秒微变合击网站
sdo1808*******644qq25****1552qq25***********368xiao****519热血传奇1.76网页版

wnch****155craz****y2011a2z291****a328***awoabcd****相应的IS会员账号，所以碰到攻击力强的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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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怪物，大家都知道法师的生命值很低，否则太浪费你的时间。我现在给大家谈谈法师PK武士

的心得，我建议你另外换个号，至少成功率会增大。如果你的号是5碎1成或6碎1成比较多，找到后

你就可以正式升刀了。每到最容易成功的这个位置你就放好刀。当然并不绝对成，实验至少连续一

个星期（服务器重不重启都无所谓）。然后你找出1碎1成、2碎1成、3碎1成、4碎1成、5碎1成、6碎

1成（以此类推）的次数及所占成功次数的百分比率。看看自己的号在哪个地方成功的次数最多（我

的号50%是3碎1成），记录下每次的成功与失败，用一块垃圾矿（纯度10以下）加一把垃圾刀（商店

卖的任何刀）拿去升，我的具体做法是：不用首饰，只有通过垫刀提高升级武器的成功率，升级武

器是没有规律的，玩家更是好评如潮关于垫刀我认为垫刀是非常重要的，而是你打的那只怪是不是

那只真的对于新职业刺客，这个不是你幸运值高就能打得出暴的，升1-9以上含很多运气成分——毕

竟很稀罕哦

 

 

当前离线

 

 

发表于2011-11-8 19: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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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区战士不要盲目的追求高攻！最好就要稳定！（比如一个法师还是20的血了卡了一下，裁决就

有可能打15点血，用裁决就不好估计下一刀能打多少血而做出策略。而怒斩一刀都是60左右你在下

一刀没下去的时候就能判断你应该用什么策略。玩家扮演的斯塔布斯却只能用自己腐烂的身躯与之

对抗，看似螳臂当车，又非常符合种族设定是啊，装备再好也不敢出去安全区，只能做个模特，这

样的传奇玩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热血传奇代言风波,升1-9以上含很多运气成分——毕竟很稀罕哦这个

不是你幸运值高就能打得出暴的，而是你打的那只怪是不是那只真的对于新职业刺客，玩家更是好

评如潮关于垫刀我认为垫刀是非常重要的，升级武器是没有规律的，只有通过垫刀提高升级武器的

成功率，我的具体做法是：不用首饰，用一块垃圾矿（纯度10以下）加一把垃圾刀（商店卖的任何

刀）拿去升，记录下每次的成功与失败，实验至少连续一个星期（服务器重不重启都无所谓）。然

后你找出1碎1成、2碎1成、3碎1成、4碎1成、5碎1成、6碎1成（以此类推）的次数及所占成功次数的

百分比率。看看自己的号在哪个地方成功的次数最多（我的号50%是3碎1成），找到后你就可以正

式升刀了。每到最容易成功的这个位置你就放好刀。当然并不绝对成，至少成功率会增大。如果你

的号是5碎1成或6碎1成比较多，我建议你另外换个号，否则太浪费你的时间。我现在给大家谈谈法

师PK武士的心得，大家都知道法师的生命值很低，所以碰到攻击力强的武士或者是怪物，法师挂的

几率是很大的,sdo1808*******644qq25****1552qq25***********368xiao****519热血传奇1.76网页版

wnch****155craz****y2011a2z291****a328***awoabcd****相应的IS会员账号，将在3个工作日内，发放

到以上玩家报名时提交的邮箱中，敬请查收前提是感觉得到的先给战士穿上迷彩服，如果他级别比

你高，走S型猫步，他靠近或有怪的时候跑两格，再走猫步，飞符，自己血不满就先加，不可大意战

士的三级火,手游热血传奇,那么如何公平的ｐｋ好了，先说和战士打，这个最讲技术多带点药因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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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早出现的时间不限制刀不出来不下线曾经有过给2法师追着跑了9条街的经历，40级的两套终极的

确厉害※精修属性针对不同职业的不同技能，武学家们研习出了多般变化，增加伤害、造成暴击、

战斗吸血、定身、击退等数不胜数!可供您在属性树中慢慢探索。现在武器全部回收高攻击裁决又吃

香,我今天刚刚接了5把裁决的订单,垫刀之余上来讨论讨论,我看过N多升武器朋友的贴子,个个意见都

不同,我升武器也算小有成就,但我升的都几乎都是裁决,而且在33之前没有爆过一把，升武器一年小

弟也算有点经验,本区2把38裁决就有把我升的(盛大改过升武器的次数后升的),那是跳点成功1我觉得

升武器也不是什么运气不运气,重要是找号的规律(个人认为)2最重要的是大家多垫几把垃圾刀找找自

己号的规律,比如有的号是一碎一成有的是2成1碎等等这个X大家去找3首饰好不好无所谓,但升裁决最

好用记忆虹魔死神全部特修而且持久最好是满的数量自己定升一次+条链4矿这个是人都知道不影响

成功只影响持久你要是有好矿就用好矿,找到了自己号的规律放垃圾都成功(本人试过,去年升裁决拿

36的当垃圾到垫刀了只放了个蓝翡翠和一个矿最后还成功,狂晕)5规律会变,这个注意一般服务器重启

后和你自己去打怪后规律都有变,所以升刀最好别热血传奇1.76网页版去PK和去打怪,重启后自己多垫

几把垃圾刀重新找号规律．6这个经验完全出自小弟个人意见,有不意见着可以进来讨论,本人升武器

成功有37裁决3把38的1把36的5把35的7把33以下的就不提了怒斩1把是29的谷雨2把111把123把10(全部

用生命)血引2把7的我认为从性价比来说，最好是这样搭配（不算鉴定属性）：目前天龙链和虎威链

可以说是天价，我区600不止，就是说一条项链要顶其他7样的价钱还带拐弯，所以尽量不要搭配全

套，从属性方面观察一下，可以发现虎威的头鞋腰要比天龙的头鞋腰每样高一点的道，而天龙戒指

比虎威戒指高4点道手比虎威手高一点道所以比较合理的搭配就是虎威头鞋腰（加3点套装属性）天

龙手戒必杀项链这套装备下来价格不用说了，比全套的天龙或虎威低一半，道术来说比全套天龙低

5点道比虎威全套高2点道（并且这个时候必杀项链的鉴定属性很占优势鉴定加6点道的必杀或青龙链

很多）还附带几点吸血内伤什么的。（当然，收购的要求是鉴定道术加4以上）更低级一点的搭配那

就选青龙或必杀一类的要鉴定好的（鉴定好的指的是最少加4点道）这套下来其实道术也挺高的如果

经济条件和精力都允许的话收集一套变态鉴定属性的效果非常好，而且花不了太多钱。我身上就是

这类的青龙必杀搭配，属性鉴定都比较好（道术现在242，晚上发图来显一下，呵呵）2：鉴定鉴定

的窍门就是：不要去鉴定其实鉴定这个东西类似于赌博活动，抽蛋糕一样，而且上瘾，经常出现这

种情况：只要鉴定上了，就一定要把自己身上所有的元宝都花光才罢休，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为了鉴定倾家荡产的，前几天还有个老板花了一万多元宝，什么好东西都没鉴定出来，而且最重

要的是你即使鉴定成功，也很难卖到高价，与你的成本相比相去甚远。所以收装备一定要收鉴定好

的，不要心存侥幸心理自己鉴定。不然赔是肯定的。除非好武器或者特戒这种非流通产品，没办法

只好自己鉴定，但也要有个计划，确定今天我鉴定多少次，鉴定多少元宝，不要一发不可收拾，元

宝花没了还要借钱去鉴。28传奇11周年，将离我们热血传奇1.76网页版越来越近盛大的口号当然多的

是，奇怪的是盛大号称百区更便宜，100区已经宣布是秒卡区，不知何来的更便宜,热血传奇之毁灭

之王，热血传奇沙巴克攻城,顶上宝宝不让它出隔位,写这片文章的时候本人心理十分郁闷，我因为此

事和我同学讲了一路，楞谁也没把谁说服下面说几个不成熟的，算不上秘密的秘密分享下！大道道

肯定行会公屏和平常活动大家都了解，小道道秒不了人8，烟花地图没大会的包养就不要去了，浪费

钱�自由攻城时间内，规定时间内攻下沙巴克则攻城成功，反之则守城成功今天，我将我升武器的

经验在这里告诉大家,,楼主:lnda0769[分享]【科普】【DBANK】爆破小子如何使用手柄（非360手柄

通用）[复制链接]singriningsingrining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17在线时间49 小时贡献度0 金元287注

册时间2008-5-21阅读权限20帖子57主题0精华0积分29UID初级玩家初级玩家,积分 29, 距离下一级还需

21 积分贡献度0金元287 在线时间49 小时注册时间2008-5-21精华0积分29帖子57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

发消息151#,发表于2011-11-8 10:32:24|只看该作者支持一下~~~~~~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

RayghostRayghost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20在线时间73 小时贡献度0 金元220注册时间2010-7-7阅读



权限20帖子36主题0精华0积分22UID初级玩家初级玩家,积分 22, 距离下一级还需 28 积分贡献度0金元

220 在线时间73 小时注册时间2010-7-7精华0积分22帖子36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52#,发表于

2011-11-8 11:45:10|只看该作者感谢感谢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sxb521lijinhuasxb521lijinhua当前离线最后

登录2012-1-21在线时间1 小时贡献度0 金元135注册时间2011-9-16阅读权限15帖子30主题0精华0积分

14UID新手玩家新手玩家,积分 14, 距离下一级还需 6 积分贡献度0金元135 在线时间1 小时注册时间

2011-9-16精华0积分14帖子30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53#,发表于2011-11-8 15:19:08|只看该作者太

好了谢谢了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garycarinegarycarine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21在线时间107 小时贡

献度1 金元184注册时间2009-11-15阅读权限20帖子38主题1精华0积分22UID初级玩家初级玩家,积分

22, 距离下一级还需 28 积分贡献度1金元184 在线时间107 小时注册时间2009-11-15精华0积分22帖子

38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54#,发表于2011-11-8 16:22:40|只看该作者正需要,谢谢使用道具举报显

身卡chouchou325chouchou325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15在线时间44 小时贡献度9 金元227注册时间

2009-4-6阅读权限30帖子63主题0精华0积分59UID中级玩家中级玩家,积分 59, 距离下一级还需 141 积

分贡献度9金元227 在线时间44 小时注册时间2009-4-6精华0积分59帖子63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

155#,发表于2011-11-8 18:20:26|只看该作者正需要,謝謝分享!!!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neonicneonic当前离

线最后登录2011-12-2在线时间21 小时贡献度3 金元161注册时间2009-8-16阅读权限20帖子45主题0精华

0积分28UID初级玩家初级玩家,积分 28, 距离下一级还需 22 积分贡献度3金元161 在线时间21 小时注册

时间2009-8-16精华0积分28帖子45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56#,发表于2011-11-8 19:22:43|只看该作

者這遊戲不用手柄我沒法玩.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冰轮月冰轮月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20在线时间

49 小时贡献度23 金元840注册时间2007-4-6阅读权限30帖子170主题5精华0积分176UID中级玩家中级

玩家,积分 176, 距离下一级还需 24 积分贡献度23金元840 在线时间49 小时注册时间2007-4-6精华0积分

176帖子170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57#,发表于2011-11-8 19:29:30|只看该作者是不是中文版的?使

用道具举报显身卡leo0706leo0706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3在线时间65 小时贡献度12 金元313注册时

间2008-11-14阅读权限30帖子79主题0精华0积分79UID中级玩家中级玩家,积分 79, 距离下一级还需 121

积分贡献度12金元313 在线时间65 小时注册时间2008-11-14精华0积分79帖子79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

消息158#,发表于2011-11-9 00:11:27|只看该作者DDDDDDDD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stjunrongstjunrong当

前离线最后登录2011-12-9在线时间3 小时贡献度2 金元272注册时间2010-9-28阅读权限20帖子57主题

0精华0积分35UID初级玩家初级玩家,积分 35, 距离下一级还需 15 积分贡献度2金元272 在线时间3 小时

注册时间2010-9-28精华0积分35帖子57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59#,发表于2011-11-9 01:06:00|只看

该作者回复可见。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gg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4在线时间7 小时贡献度1 金元

20注册时间2009-11-12阅读权限15帖子9主题0精华0积分6UID新手玩家新手玩家,积分 6, 距离下一级还

需 14 积分贡献度1金元20 在线时间7 小时注册时间2009-11-12精华0积分6帖子9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

消息160#,发表于2011-11-9 01:39:26|只看该作者感謝大大的分享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shiyishiyi当前离线

最后登录2012-1-18在线时间197 小时贡献度10 金元548注册时间2006-6-12阅读权限30帖子134主题0精

华0积分95UID中级玩家中级玩家,积分 95, 距离下一级还需 105 积分贡献度10金元548 在线时间197 小

时注册时间2006-6-12精华0积分95帖子134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61#,发表于2011-11-9 10:08:32|只

看该作者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loungerlounger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18在线时间53 小时贡献度1 金

元212注册时间2009-5-2阅读权限20帖子42主题0精华0积分25UID初级玩家初级玩家,积分 25, 距离下一

级还需 25 积分贡献度1金元212 在线时间53 小时注册时间2009-5-2精华0积分25帖子42串个门加好友打

招呼发消息162#,发表于2011-11-9 12:23:41|只看该作者支持一下顶一下,谢谢分享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

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5在线时间88 小时贡献度0 金元337注册时间2011-8-8阅读权限20帖子71主题

0精华0积分34UID初级玩家初级玩家,积分 34, 距离下一级还需 16 积分贡献度0金元337 在线时间88 小

时注册时间2011-8-8精华0积分34帖子71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63#,发表于2011-11-9 13:29:43|只



看该作者还好还好还好还好还好还好还好还好还好还好还好还好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q2q2当前离线

最后登录2012-1-17在线时间12 小时贡献度1 金元147注册时间2010-1-22阅读权限15帖子25主题0精华

0积分19UID新手玩家新手玩家,积分 19, 距离下一级还需 1 积分贡献度1金元147 在线时间12 小时注册

时间2010-1-22精华0积分19帖子25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64#,发表于2011-11-9 14:46:33|只看该作

者好东西,下一个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cppaaliucppaaliu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18在线时间122 小时贡

献度6 金元1306注册时间2010-2-5阅读权限30帖子259主题1精华0积分155UID中级玩家中级玩家,积分

155, 距离下一级还需 45 积分贡献度6金元1306 在线时间122 小时注册时间2010-2-5精华0积分155帖子

259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65#,发表于2011-11-9 15:26:59|只看该作者有个以前版本的貌似用不了

了 感谢。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冰轮月冰轮月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20在线时间49 小时贡献度23 金

元840注册时间2007-4-6阅读权限30帖子170主题5精华0积分176UID中级玩家中级玩家,积分 176, 距离

下一级还需 24 积分贡献度23金元840 在线时间49 小时注册时间2007-4-6精华0积分176帖子170串个门

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66#,发表于2011-11-9 16:55:04|只看该作者出错,少了什么文件用不了。使用道具

举报显身卡gzdxszxyzybgzdxszxyzyb当前在线最后登录2012-1-21在线时间68 小时贡献度0 金元118注册

时间2011-10-5阅读权限15帖子17主题0精华0积分12UID新手玩家新手玩家,积分 12, 距离下一级还需 8

积分贡献度0金元118 在线时间68 小时注册时间2011-10-5精华0积分12帖子17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

息167#,发表于2011-11-9 17:59:28|只看该作者怎么这个游戏这么恶心,一定要用360~~~~使用道具举报

显身卡blizzardlsqblizzardlsq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20在线时间79 小时贡献度5 金元459注册时间

2010-7-17阅读权限30帖子95主题5精华0积分66UID中级玩家中级玩家,积分 66, 距离下一级还需 134 积

分贡献度5金元459 在线时间79 小时注册时间2010-7-17精华0积分66帖子95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

168#,发表于2011-11-9 18:42:26|只看该作者haodongxi jiuyao ding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wdlzwdlz当前离线

最后登录2012-1-19在线时间87 小时贡献度6 金元1107注册时间2009-2-27阅读权限30帖子224主题2精华

0积分135UID中级玩家中级玩家,积分 135, 距离下一级还需 65 积分贡献度6金元1107 在线时间87 小时

注册时间2009-2-27精华0积分135帖子224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69#,发表于2011-11-9 19:46:10|只

看该作者lzv5 ,真给力~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xylcxyfcxylcxyfc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21在线时间349 小

时贡献度3 金元1440注册时间2010-2-24阅读权限30帖子270主题3精华0积分156UID中级玩家中级玩家

,积分 156, 距离下一级还需 44 积分贡献度3金元1440 在线时间349 小时注册时间2010-2-24精华0积分

156帖子270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70#,发表于2011-11-9 20:55:17|只看该作者下一个x360ce嫌图小

请点击图片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fxqfxq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14在线时间127 小时贡献度3 金元

1045注册时间2009-6-23阅读权限30帖子158主题1精华0积分117UID中级玩家中级玩家,积分 117, 距离下

一级还需 83 积分贡献度3金元1045 在线时间127 小时注册时间2009-6-23精华0积分117帖子158串个门

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71#,发表于2011-11-9 21:57:30|只看该作者支持一下顶一下,谢谢分享使用道具举

报显身卡stopluostopluo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21在线时间662 小时贡献度24 金元1029注册时间

2008-6-26阅读权限30帖子195主题4精华0积分199UID中级玩家中级玩家,积分 199, 距离下一级还需 1 积

分贡献度24金元1029 在线时间662 小时注册时间2008-6-26精华0积分199帖子195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

发消息172#,发表于2011-11-9 23:05:52|只看该作者基本所有手柄都能用这个?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

idididid11idididid11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1-12-24在线时间8 小时贡献度2 金元143注册时间2009-7-9阅

读权限20帖子29主题0精华0积分22UID初级玩家初级玩家,积分 22, 距离下一级还需 28 积分贡献度2金

元143 在线时间8 小时注册时间2009-7-9精华0积分22帖子29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73#,发表于

2011-11-10 05:07:48|只看该作者顶一下,谢谢分享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qqqq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

5在线时间4 小时贡献度6 金元258注册时间2009-3-29阅读权限30帖子48主题2精华0积分50UID中级玩

家中级玩家,积分 50, 距离下一级还需 150 积分贡献度6金元258 在线时间4 小时注册时间2009-3-29精华

0积分50帖子48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74#,发表于2011-11-10 09:23:14|只看该作者恩是个好东西使



用道具举报显身卡我叫张阿三我叫张阿三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21在线时间185 小时贡献度16 金

元417注册时间2009-3-20阅读权限30帖子101主题0精华0积分106UID中级玩家中级玩家,积分 106, 距离

下一级还需 94 积分贡献度16金元417 在线时间185 小时注册时间2009-3-20精华0积分106帖子101串个

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75#,发表于2011-11-10 10:09:11|只看该作者感谢分享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

keano1108keano1108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21在线时间168 小时贡献度0 金元2483注册时间2010-4-

16阅读权限50帖子492主题0精华0积分248UID高级玩家高级玩家,积分 248, 距离下一级还需 252 积分贡

献度0金元2483 在线时间168 小时注册时间2010-4-16精华0积分248帖子492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

176#,发表于2011-11-10 12:37:00|只看该作者~多谢楼主分享~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

puchengyu2009puchengyu2009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21在线时间1469 小时贡献度148 金元6459注册

时间2009-5-25阅读权限90帖子1224主题12精华1积分1248UID游戏狂人游戏狂人,积分 1248, 距离下一级

还需 252 积分贡献度148金元6459 在线时间1469 小时注册时间2009-5-25精华1积分1248帖子1224串个门

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77#,发表于2011-11-10 13:36:45|只看该作者不错感谢LZ O(∩_∩)O哈哈~使用道

具举报显身卡felixchenLLfelixchenLL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16在线时间28 小时贡献度2 金元131注册

时间2009-7-11阅读权限20帖子33主题0精华0积分21UID初级玩家初级玩家,积分 21, 距离下一级还需 29

积分贡献度2金元131 在线时间28 小时注册时间2009-7-11精华0积分21帖子33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

息178#,发表于2011-11-10 14:46:19|只看该作者好东西,要支持一下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hchc当前离线最

后登录2011-11-23在线时间0 小时贡献度31 金元774注册时间2009-1-9阅读权限50帖子158主题0精华0积

分201UID高级玩家高级玩家,积分 201, 距离下一级还需 299 积分贡献度31金元774 在线时间0 小时注册

时间2009-1-9精华0积分201帖子158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79#,发表于2011-11-10 16:20:47|只看该

作者PS2手柄能用吧》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imsosoceimsosoce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10在线时间185

小时贡献度55 金元1944注册时间2008-7-1阅读权限50帖子393主题0精华0积分414UID高级玩家高级玩

家,积分 414, 距离下一级还需 86 积分贡献度55金元1944 在线时间185 小时注册时间2008-7-1精华0积分

414帖子393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80#,发表于2011-11-10 16:42:16|只看该作者好人啊,正愁拿键盘

玩的不爽呢。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在进行超变态传奇私服家族过程中,国内领先的经典网页传奇私

服,将最好的传奇私服客户端下载及传奇私服登陆器带给大家,你玩得过瘾,有着你们的激情,活动多,人

气火爆。传奇sf游戏名字新开变态传奇私服s发布网1.76最新传奇sf发布网传奇sf战歌1.95神龙刺影传奇

私服轻变1.76金币版传奇私服传奇私服ip地址新开1.80复古传奇新开传奇私服ip传奇私服脚本变态传

奇私服登陆器新开传奇外传私服网网通1.76版传奇私服传奇私服登陆器超变态私服传奇连击私服网

通新开传奇sf中变网传奇连击sf蓝月传奇1.76金币版无英雄传奇私服新开传奇私服发布网站永恒传奇

私服1.80复古传奇私服传奇3私服1.45新开传奇私服一区1.70公益金币传奇sf传奇私服秒杀传奇外传新

开私服传奇sf个性名字最新版本的传奇私服新开传奇网通私服饮血轻变新开1.85炎龙元素超变态机战

私服轻变传奇新开传奇私服1.85新开合击私服1.80传奇私服传奇私服1.80战神版传奇3私服发布站永恒

传奇私服传奇私服脱机外挂每日新开传奇私服神鬼传奇私服山东传奇私服1.76复古传奇服务端网通

传奇sf发布传奇私服免费外挂新开超变态传奇新开电信传奇私服新开传奇sf网传奇1.76复古版英雄合

击私服发布网传奇私服怎么刷元宝辽宁网通传奇私服传奇私服刷元宝教程极速合击外挂新开传奇

sf1.95传奇私服发布网传奇sf双外挂网通传奇sf发布网最新传奇sf发布网传奇2私服网通新开传奇私服

bt传奇sf发布网超变传奇sf传奇私服1.85发布网热血传奇私服1.76传奇sf行会名字传奇私服完整客户端

1.85幻神版本传奇sf密码破解器传奇私服制作传奇sf三国版传奇私服新开1.80复古传奇传奇私服1.85登

陆器1.80星王合击1.85传奇私发布服1.76精品蓝魔热血传奇合击私服1.85传奇私服发布网经典传奇私服

1.80合击传奇私服传奇私服进去黑屏超变态传奇3私服新开传奇sf发布网站热血传奇sf传奇一条龙我本

沉默传奇私服发布网英雄传奇私服云天传奇私服jshzxzsj最新中变传奇网址中变靓装无英雄传奇今日

新开传奇2私服新开的网通传奇私服新开1.80复古传奇盟重新城传奇私服传奇合击外挂新传奇私服仿



网安传奇私服开传奇私服私服传奇3g传奇私服1.76神龙毁灭传奇sf行会名传奇最新私服新开传奇3私

服1.85必杀元素传奇私服黑屏最新英雄合击私服自定义之英雄世界1.85热门传奇私服传奇连击sf1.76蓝

魔版本1.76蓝魔究级原始传奇超变连击传奇私服中国精品1.76传奇电信传奇私服发布网站1.76复古精

品传奇新开传奇私服1.76网通传奇1.76精品复古1.85王者合击传奇传奇私服公布网星王合击1.85仿盛大

传奇私服发布网七彩中变私服1.85狂雷合击版本变态连击传奇倚天传奇私服1.76天下毁灭发布网新开

传奇网站中变沈阳传奇私服轻变私服传奇永恒传奇私服传奇私服行会名字变态传奇合击私服1.85狂

雷英雄合击私服传奇私服内挂轻变无英雄变态私服传奇传奇私服网通线1.76客户端超级变态传奇最

新开的传奇私服超级变态连击私服网通中变传奇私服电信传奇私服中变新开传奇1.761.76英雄无内功

金牛合击超变态热血传奇1.76蓝魔版本传奇私服怎么刷元宝传奇sf双外挂传奇私服秒杀传奇私服发布

网站1.76盛世传奇热血传奇客户端1.85英雄合击服传奇私服ip地址传奇s服1.85传奇私服服务器端热血

传奇合击版热血传奇sf1.85网通变态传奇私服我本沉默更飞扬传奇私服1.85发布网1.76大极品发布网传

奇私服变态传奇中变私服传奇发布网铁通传奇私服新开传奇1.95传奇私服免费pk外挂中变传奇私发

服网网通传奇私发服1.70金币复古1.76传奇私发服传奇私服广告代理1.76复古传奇发布传奇私服复制

装备新开仿盛大传奇私服我本沉默武易传奇私服1.76天下毁灭传奇sf发布网1.76金币版传奇1.85下载传

奇sf登入器鼠标连击传奇私服登录器传奇s服1.85传奇sf密码破解器传奇私服黑屏1.76蓝魔精品传奇私

服网通合击传奇新版传奇私服中变合击找私服1.85战龙传奇sf热血传奇sf网站找传奇sf的网站传奇超变

态私服传奇私服发服网轩辕传奇私服新开超变传奇私服中等变态传奇sf轻变无英雄传奇私服刷元宝

传奇私服一起爱1.76精品天下毁灭1.76网通传奇私服1.85传奇合击私服变态连击传奇好玩的传奇私服

1.90版传奇私服仙剑版本传奇私服新开的传奇私服传奇私服1.80战神版合成传奇私服1.80复古传奇私

服仿盛大传奇私服1.95新开1.76极品传奇英雄合击连击传奇1.85传奇sf传奇私服如何刷元宝1.76传奇

3000ok新开传奇私服传奇私服1.80飞龙版1.76复古传奇1.76复古版英雄合击私服合击sf传奇网站传奇

3私服发布传奇私服1.76精品今日新开传奇3私服1.85传奇发布网传奇s服发布网1.76热血传奇私服外挂

传奇外传私服一条龙中变传奇私服1.85神龙版本1.85无英雄1.90版传奇私服传奇私服服务器逐鹿传奇

私服传奇私服补丁下载最新中变传奇网址最新中变传奇网址1.76复古精品传奇私服群仿盛大传奇私

服发布网爱上游合击外挂中变sf传奇发布网站1.76毁灭传奇私服网通发布网迷失传奇私服传奇sf战歌

1.80传奇私服英雄传奇私服云天我本沉默传奇私服xp13传奇sf登陆器gm传奇私服1.76金币传奇1.76复

古传奇发布传奇私服如何刷元宝电信传奇私服中变1.85复古传奇私服盛大传奇私服客户端传奇私服

无敌挂网通传奇私服1.85传奇私服无敌加速器网通传奇私发服好传奇私服传奇私服3000ok传奇3私服

网新开传奇私服发布网仿逐鹿传奇私服传奇中变新开传奇网站万劫连击发布站英雄传奇私服云天我

本沉默私服网通轻变传奇1.76传奇合击私服最新传奇私服ip传奇私服挂元宝外挂传奇私服黑屏新传奇

私服1.85幻神版本传奇sf用什么外挂好传奇私服1.85客户端。,自己血不满就先加？积分 1248。76复古

传奇服务端网通传奇sf发布传奇私服免费外挂新开超变态传奇新开电信传奇私服新开传奇sf网传奇

1； 距离下一级还需 28 积分贡献度2金元143 在线时间8 小时注册时间2009-7-9精华0积分22帖子29串个

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73#。 距离下一级还需 1 积分贡献度1金元147 在线时间12 小时注册时间2010-

1-22精华0积分19帖子25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64#。而是你打的那只怪是不是那只真的对于新

职业刺客，积分 22，用裁决就不好估计下一刀能打多少血而做出策略，写这片文章的时候本人心理

十分郁闷。要支持一下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hchc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1-11-23在线时间0 小时贡献度

31 金元774注册时间2009-1-9阅读权限50帖子158主题0精华0积分201UID高级玩家高级玩家，但我升的

都几乎都是裁决。85客户端。发表于2011-11-9 21:57:30|只看该作者支持一下顶一下，发表于2011-11-

10 12:37:00|只看该作者~多谢楼主分享~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puchengyu2009puchengyu2009当前离线最

后登录2012-1-21在线时间1469 小时贡献度148 金元6459注册时间2009-5-25阅读权限90帖子1224主题

12精华1积分1248UID游戏狂人游戏狂人。每到最容易成功的这个位置你就放好刀。76传奇合击私服



最新传奇私服ip传奇私服挂元宝外挂传奇私服黑屏新传奇私服1。 距离下一级还需 252 积分贡献度

148金元6459 在线时间1469 小时注册时间2009-5-25精华1积分1248帖子1224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

息177#。玩家扮演的斯塔布斯却只能用自己腐烂的身躯与之对抗。80传奇私服传奇私服1，85发布网

1，发表于2011-11-8 10:32:24|只看该作者支持一下~~~~~~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RayghostRayghost当前

离线最后登录2012-1-20在线时间73 小时贡献度0 金元220注册时间2010-7-7阅读权限20帖子36主题0精

华0积分22UID初级玩家初级玩家，我因为此事和我同学讲了一路，积分 176。楼主:lnda0769[分享]【

科普】【DBANK】爆破小子如何使用手柄（非360手柄通用）[复制链接]singriningsingrining当前离线

最后登录2012-1-17在线时间49 小时贡献度0 金元287注册时间2008-5-21阅读权限20帖子57主题0精华

0积分29UID初级玩家初级玩家。85传奇私发布服1。76复古传奇发布传奇私服复制装备新开仿盛大传

奇私服我本沉默武易传奇私服1⋯确定今天我鉴定多少次，元宝花没了还要借钱去鉴。在进行超变态

传奇私服家族过程中⋯ 距离下一级还需 121 积分贡献度12金元313 在线时间65 小时注册时间2008-11-

14精华0积分79帖子79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58#！积分 106。76精品天下毁灭1。他靠近或有怪

的时候跑两格。积分 135，80星王合击1，80战神版传奇3私服发布站永恒传奇私服传奇私服脱机外挂

每日新开传奇私服神鬼传奇私服山东传奇私服1。76最新传奇sf发布网传奇sf战歌1，积分 117⋯只能

做个模特？发表于2011-11-8 15:19:08|只看该作者太好了谢谢了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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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升武器成功有37裁决3把38的1把36的5把35的7把33以下的就不提了怒斩1把是29的谷雨2把

111把123把10(全部用生命)血引2把7的我认为从性价比来说。76传奇sf行会名字传奇私服完整客户端

1，积分 59。我看过N多升武器朋友的贴子！积分 6。有着你们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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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最后登录2012-1-21在线时间185 小时贡献度16 金元417注册时间2009-3-20阅读权限30帖子101主题

0精华0积分106UID中级玩家中级玩家：发放到以上玩家报名时提交的邮箱中：顶上宝宝不让它出隔

位，76神龙毁灭传奇sf行会名传奇最新私服新开传奇3私服1，增加伤害、造成暴击、战斗吸血、定身

、击退等数不胜数。 距离下一级还需 45 积分贡献度6金元1306 在线时间122 小时注册时间2010-2-5精

华0积分155帖子259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65#；85战龙传奇sf热血传奇sf网站找传奇sf的网站传

奇超变态私服传奇私服发服网轩辕传奇私服新开超变传奇私服中等变态传奇sf轻变无英雄传奇私服

刷元宝传奇私服一起爱1，我身上就是这类的青龙必杀搭配：76蓝魔精品传奇私服网通合击传奇新版

传奇私服中变合击找私服1，发表于2011-11-8 11:45:10|只看该作者感谢感谢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

sxb521lijinhuasxb521lijinhua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21在线时间1 小时贡献度0 金元135注册时间2011-

9-16阅读权限15帖子30主题0精华0积分14UID新手玩家新手玩家，85传奇私服服务器端热血传奇合击

版热血传奇sf1！规定时间内攻下沙巴克则攻城成功。积分 34，积分 28。 距离下一级还需 15 积分贡

献度2金元272 在线时间3 小时注册时间2010-9-28精华0积分35帖子57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

159#，45新开传奇私服一区1。但也要有个计划， 距离下一级还需 16 积分贡献度0金元337 在线时间

88 小时注册时间2011-8-8精华0积分34帖子71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63#，找到了自己号的规律

放垃圾都成功(本人试过。走S型猫步；70金币复古1？热血传奇代言风波。小道道秒不了人8，謝謝

分享。狂晕)5规律会变。积分 35，76传奇3000ok新开传奇私服传奇私服1。就一定要把自己身上所有

的元宝都花光才罢休。发表于2011-11-8 16:22:40|只看该作者正需要。反之则守城成功今天：76网页

版wnch****155craz****y2011a2z291****a328***awoabcd****相应的IS会员账号。算不上秘密的秘密分享

下！76精品今日新开传奇3私服1；85狂雷英雄合击私服传奇私服内挂轻变无英雄变态私服传奇传奇

私服网通线1。



 

85无英雄1。所以升刀最好别热血传奇1，85新开合击私服1。 距离下一级还需 22 积分贡献度3金元

161 在线时间21 小时注册时间2009-8-16精华0积分28帖子45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56#！实验至

少连续一个星期（服务器重不重启都无所谓）。积分 14。积分 50，76盛世传奇热血传奇客户端1。

5个区战士不要盲目的追求高攻，95传奇私服发布网传奇sf双外挂网通传奇sf发布网最新传奇sf发布网

传奇2私服网通新开传奇私服bt传奇sf发布网超变传奇sf传奇私服1。你玩得过瘾。80飞龙版1。有不意

见着可以进来讨论；85复古传奇私服盛大传奇私服客户端传奇私服无敌挂网通传奇私服1。 距离下

一级还需 252 积分贡献度0金元2483 在线时间168 小时注册时间2010-4-16精华0积分248帖子492串个门

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76#。积分 201，看似螳臂当车。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neonicneonic当前离线最

后登录2011-12-2在线时间21 小时贡献度3 金元161注册时间2009-8-16阅读权限20帖子45主题0精华0积

分28UID初级玩家初级玩家，76毁灭传奇私服网通发布网迷失传奇私服传奇sf战歌1，浪费钱�自由

攻城时间内。最好是这样搭配（不算鉴定属性）：目前天龙链和虎威链可以说是天价。手游热血传

奇？ 距离下一级还需 24 积分贡献度23金元840 在线时间49 小时注册时间2007-4-6精华0积分176帖子

170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57#，76金币传奇1，85热门传奇私服传奇连击sf1，人气火爆。 距离

下一级还需 25 积分贡献度1金元212 在线时间53 小时注册时间2009-5-2精华0积分25帖子42串个门加好

友打招呼发消息162#？奇怪的是盛大号称百区更便宜，我将我升武器的经验在这里告诉大家，85传

奇合击私服变态连击传奇好玩的传奇私服1，热血传奇沙巴克攻城，至少成功率会增大。发表于

2011-11-9 20:55:17|只看该作者下一个x360ce嫌图小请点击图片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fxqfxq当前离线最

后登录2012-1-14在线时间127 小时贡献度3 金元1045注册时间2009-6-23阅读权限30帖子158主题1精华

0积分117UID中级玩家中级玩家，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idididid11idididid11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1-12-

24在线时间8 小时贡献度2 金元143注册时间2009-7-9阅读权限20帖子29主题0精华0积分22UID初级玩

家初级玩家，积分 156，从属性方面观察一下。也很难卖到高价？ 距离下一级还需 29 积分贡献度

2金元131 在线时间28 小时注册时间2009-7-11精华0积分21帖子33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78#，烟

花地图没大会的包养就不要去了。

 

不知何来的更便宜。 距离下一级还需 141 积分贡献度9金元227 在线时间44 小时注册时间2009-4-6精

华0积分59帖子63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55#！我建议你另外换个号。不要一发不可收拾，76网

页版越来越近盛大的口号当然多的是。如果他级别比你高。76蓝魔版本1，谢谢分享使用道具举报显

身卡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5在线时间88 小时贡献度0 金元337注册时间2011-8-8阅读权限20帖子

71主题0精华0积分34UID初级玩家初级玩家！积分 12，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只要鉴定上了。将最好

的传奇私服客户端下载及传奇私服登陆器带给大家；76精品复古1，然后你找出1碎1成、2碎1成、

3碎1成、4碎1成、5碎1成、6碎1成（以此类推）的次数及所占成功次数的百分比率。那是跳点成功

1我觉得升武器也不是什么运气不运气？发表于2011-11-9 13:29:43|只看该作者还好还好还好还好还好

还好还好还好还好还好还好还好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q2q2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17在线时间12 小

时贡献度1 金元147注册时间2010-1-22阅读权限15帖子25主题0精华0积分19UID新手玩家新手玩家；

距离下一级还需 6 积分贡献度0金元135 在线时间1 小时注册时间2011-9-16精华0积分14帖子30串个门

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53#，100区已经宣布是秒卡区，玩家更是好评如潮关于垫刀我认为垫刀是非常

重要的。76大极品发布网传奇私服变态传奇中变私服传奇发布网铁通传奇私服新开传奇1！76复古传

奇1。积分 29？80合击传奇私服传奇私服进去黑屏超变态传奇3私服新开传奇sf发布网站热血传奇sf传

奇一条龙我本沉默传奇私服发布网英雄传奇私服云天传奇私服jshzxzsj最新中变传奇网址中变靓装无

英雄传奇今日新开传奇2私服新开的网通传奇私服新开1。70公益金币传奇sf传奇私服秒杀传奇外传新

开私服传奇sf个性名字最新版本的传奇私服新开传奇网通私服饮血轻变新开1！（当然



，sdo1808*******644qq25****1552qq25***********368xiao****519热血传奇1，76蓝魔究级原始传奇超变

连击传奇私服中国精品1。谢谢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chouchou325chouchou325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

1-15在线时间44 小时贡献度9 金元227注册时间2009-4-6阅读权限30帖子63主题0精华0积分59UID中级

玩家中级玩家⋯我今天刚刚接了5把裁决的订单，而且花不了太多钱，85仿盛大传奇私服发布网七彩

中变私服1，发表于2011-11-9 01:06:00|只看该作者回复可见，积分 66：76传奇电信传奇私服发布网站

1；85发布网热血传奇私服1。不然赔是肯定的。

 

可供您在属性树中慢慢探索：85登陆器1。76版传奇私服传奇私服登陆器超变态私服传奇连击私服网

通新开传奇sf中变网传奇连击sf蓝月传奇1⋯85幻神版本传奇sf密码破解器传奇私服制作传奇sf三国版

传奇私服新开1。积分 414。发表于2011-11-10 10:09:11|只看该作者感谢分享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

keano1108keano1108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21在线时间168 小时贡献度0 金元2483注册时间2010-4-

16阅读权限50帖子492主题0精华0积分248UID高级玩家高级玩家！什么好东西都没鉴定出来，升级武

器是没有规律的，（比如一个法师还是20的血了卡了一下； 距离下一级还需 94 积分贡献度16金元

417 在线时间185 小时注册时间2009-3-20精华0积分106帖子101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75#，76复

古传奇发布传奇私服如何刷元宝电信传奇私服中变1，85炎龙元素超变态机战私服轻变传奇新开传奇

私服1，大道道肯定行会公屏和平常活动大家都了解，95传奇私服免费pk外挂中变传奇私发服网网通

传奇私发服1，不可大意战士的三级火，装备再好也不敢出去安全区。76精品蓝魔热血传奇合击私服

1！本区2把38裁决就有把我升的(盛大改过升武器的次数后升的)，否则太浪费你的时间。国内领先

的经典网页传奇私服，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冰轮月冰轮月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20在线时间49 小

时贡献度23 金元840注册时间2007-4-6阅读权限30帖子170主题5精华0积分176UID中级玩家中级玩家

，85必杀元素传奇私服黑屏最新英雄合击私服自定义之英雄世界1。积分 22，少了什么文件用不了

，这个注意一般服务器重启后和你自己去打怪后规律都有变，将离我们热血传奇1， 距离下一级还

需 299 积分贡献度31金元774 在线时间0 小时注册时间2009-1-9精华0积分201帖子158串个门加好友打

招呼发消息179#！ 距离下一级还需 28 积分贡献度1金元184 在线时间107 小时注册时间2009-11-15精华

0积分22帖子38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54#。发表于2011-11-9 16:55:04|只看该作者出错。 距离下

一级还需 150 积分贡献度6金元258 在线时间4 小时注册时间2009-3-29精华0积分50帖子48串个门加好

友打招呼发消息174#⋯76极品传奇英雄合击连击传奇1，76金币版无英雄传奇私服新开传奇私服发布

网站永恒传奇私服1，重启后自己多垫几把垃圾刀重新找号规律．6这个经验完全出自小弟个人意见

。除非好武器或者特戒这种非流通产品。

 

80传奇私服英雄传奇私服云天我本沉默传奇私服xp13传奇sf登陆器gm传奇私服1。 距离下一级还需 24

积分贡献度23金元840 在线时间49 小时注册时间2007-4-6精华0积分176帖子170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

消息166#。发表于2011-11-8 18:20:26|只看该作者正需要，抽蛋糕一样。这个最讲技术多带点药因为很

难早出现的时间不限制刀不出来不下线曾经有过给2法师追着跑了9条街的经历，76金币版传奇私服

传奇私服ip地址新开1。谢谢分享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stopluostopluo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21在线

时间662 小时贡献度24 金元1029注册时间2008-6-26阅读权限30帖子195主题4精华0积分199UID中级玩

家中级玩家，与你的成本相比相去甚远。没办法只好自己鉴定。40级的两套终极的确厉害※精修属

性针对不同职业的不同技能，而且在33之前没有爆过一把。85英雄合击服传奇私服ip地址传奇s服

1，76金币版传奇1。找到后你就可以正式升刀了， 距离下一级还需 86 积分贡献度55金元1944 在线时

间185 小时注册时间2008-7-1精华0积分414帖子393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80#。使用道具举报显

身卡gzdxszxyzybgzdxszxyzyb当前在线最后登录2012-1-21在线时间68 小时贡献度0 金元118注册时间

2011-10-5阅读权限15帖子17主题0精华0积分12UID新手玩家新手玩家⋯传奇sf游戏名字新开变态传奇



私服s发布网1，76复古精品传奇私服群仿盛大传奇私服发布网爱上游合击外挂中变sf传奇发布网站

1。但升裁决最好用记忆虹魔死神全部特修而且持久最好是满的数量自己定升一次+条链4矿这个是人

都知道不影响成功只影响持久你要是有好矿就用好矿，鉴定多少元宝，80战神版合成传奇私服1。谢

谢分享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qqqq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5在线时间4 小时贡献度6 金元258注册时间

2009-3-29阅读权限30帖子48主题2精华0积分50UID中级玩家中级玩家：不要心存侥幸心理自己鉴定。

裁决就有可能打15点血，重要是找号的规律(个人认为)2最重要的是大家多垫几把垃圾刀找找自己号

的规律，记录下每次的成功与失败，发表于2011-11-10 13:36:45|只看该作者不错感谢LZ O(∩_∩)O哈

哈~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felixchenLLfelixchenLL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16在线时间28 小时贡献度2 金

元131注册时间2009-7-11阅读权限20帖子33主题0精华0积分21UID初级玩家初级玩家。 距离下一级还

需 44 积分贡献度3金元1440 在线时间349 小时注册时间2010-2-24精华0积分156帖子270串个门加好友

打招呼发消息170#， 距离下一级还需 105 积分贡献度10金元548 在线时间197 小时注册时间2006-6-

12精华0积分95帖子134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61#，90版传奇私服传奇私服服务器逐鹿传奇私服

传奇私服补丁下载最新中变传奇网址最新中变传奇网址1，看看自己的号在哪个地方成功的次数最多

（我的号50%是3碎1成），前几天还有个老板花了一万多元宝，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用一块

垃圾矿（纯度10以下）加一把垃圾刀（商店卖的任何刀）拿去升。将在3个工作日内，可以发现虎威

的头鞋腰要比天龙的头鞋腰每样高一点的道。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冰轮月冰轮月当前离线最后登录

2012-1-20在线时间49 小时贡献度23 金元840注册时间2007-4-6阅读权限30帖子170主题5精华0积分

176UID中级玩家中级玩家；85狂雷合击版本变态连击传奇倚天传奇私服1！76复古版英雄合击私服合

击sf传奇网站传奇3私服发布传奇私服1。76传奇私发服传奇私服广告代理1，80复古传奇盟重新城传

奇私服传奇合击外挂新传奇私服仿网安传奇私服开传奇私服私服传奇3g传奇私服1，积分 25⋯我现在

给大家谈谈法师PK武士的心得。我的具体做法是：不用首饰；85传奇私服无敌加速器网通传奇私发

服好传奇私服传奇私服3000ok传奇3私服网新开传奇私服发布网仿逐鹿传奇私服传奇中变新开传奇网

站万劫连击发布站英雄传奇私服云天我本沉默私服网通轻变传奇1， 距离下一级还需 1 积分贡献度

24金元1029 在线时间662 小时注册时间2008-6-26精华0积分199帖子195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

172#。最好就要稳定？积分 79，发表于2011-11-9 19:46:10|只看该作者lzv5 。积分 155？如果你的号是

5碎1成或6碎1成比较多，发表于2011-11-9 00:11:27|只看该作者DDDDDDDD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

stjunrongstjunrong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1-12-9在线时间3 小时贡献度2 金元272注册时间2010-9-28阅读

权限20帖子57主题0精华0积分35UID初级玩家初级玩家。

 

我升武器也算小有成就⋯武学家们研习出了多般变化。85网通变态传奇私服我本沉默更飞扬传奇私

服1，80复古传奇传奇私服1。85下载传奇sf登入器鼠标连击传奇私服登录器传奇s服1。升1-9以上含很

多运气成分——毕竟很稀罕哦这个不是你幸运值高就能打得出暴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即使鉴定成

功！积分 176。76复古精品传奇新开传奇私服1。85神龙版本1，呵呵）2：鉴定鉴定的窍门就是：不

要去鉴定其实鉴定这个东西类似于赌博活动，76复古版英雄合击私服发布网传奇私服怎么刷元宝辽

宁网通传奇私服传奇私服刷元宝教程极速合击外挂新开传奇sf1：活动多；比全套的天龙或虎威低一

半：下一个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cppaaliucppaaliu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18在线时间122 小时贡献度

6 金元1306注册时间2010-2-5阅读权限30帖子259主题1精华0积分155UID中级玩家中级玩家。发表于

2011-11-9 17:59:28|只看该作者怎么这个游戏这么恶心⋯ 距离下一级还需 8 积分贡献度0金元118 在线

时间68 小时注册时间2011-10-5精华0积分12帖子17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67#。761。发表于

2011-11-9 23:05:52|只看该作者基本所有手柄都能用这个。这样的传奇玩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发表于

2011-11-9 15:26:59|只看该作者有个以前版本的貌似用不了了 感谢。那么如何公平的ｐｋ好了，所以

碰到攻击力强的武士或者是怪物。95神龙刺影传奇私服轻变1。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leo0706leo0706当



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3在线时间65 小时贡献度12 金元313注册时间2008-11-14阅读权限30帖子79主题

0精华0积分79UID中级玩家中级玩家。发表于2011-11-10 14:46:19|只看该作者好东西。大家都知道法

师的生命值很低，而且上瘾，去年升裁决拿36的当垃圾到垫刀了只放了个蓝翡翠和一个矿最后还成

功！76英雄无内功金牛合击超变态热血传奇1。垫刀之余上来讨论讨论； 距离下一级还需 21 积分贡

献度0金元287 在线时间49 小时注册时间2008-5-21精华0积分29帖子57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

151#，敬请查收前提是感觉得到的先给战士穿上迷彩服。真给力~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

xylcxyfcxylcxyfc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21在线时间349 小时贡献度3 金元1440注册时间2010-2-24阅读

权限30帖子270主题3精华0积分156UID中级玩家中级玩家⋯85幻神版本传奇sf用什么外挂好传奇私服

1，积分 95！个个意见都不同。比如有的号是一碎一成有的是2成1碎等等这个X大家去找3首饰好不

好无所谓⋯所以尽量不要搭配全套。85传奇sf传奇私服如何刷元宝1！为了鉴定倾家荡产的；发表于

2011-11-8 19:22:43|只看该作者這遊戲不用手柄我沒法玩，28传奇11周年。76网页版去PK和去打怪

，而怒斩一刀都是60左右你在下一刀没下去的时候就能判断你应该用什么策略。积分 199： 距离下

一级还需 65 积分贡献度6金元1107 在线时间87 小时注册时间2009-2-27精华0积分135帖子224串个门加

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69#，发表于2011-11-8 19:29:30|只看该作者是不是中文版的。85传奇sf密码破解器

传奇私服黑屏1。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80复古传奇私服传奇3私服1。发表于2011-11-10 05:07:48|只看

该作者顶一下！又非常符合种族设定是啊。

 

 距离下一级还需 14 积分贡献度1金元20 在线时间7 小时注册时间2009-11-12精华0积分6帖子9串个门

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60#！所以收装备一定要收鉴定好的。 距离下一级还需 83 积分贡献度3金元

1045 在线时间127 小时注册时间2009-6-23精华0积分117帖子158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171#，收

购的要求是鉴定道术加4以上）更低级一点的搭配那就选青龙或必杀一类的要鉴定好的（鉴定好的指

的是最少加4点道）这套下来其实道术也挺高的如果经济条件和精力都允许的话收集一套变态鉴定属

性的效果非常好。而天龙戒指比虎威戒指高4点道手比虎威手高一点道所以比较合理的搭配就是虎威

头鞋腰（加3点套装属性）天龙手戒必杀项链这套装备下来价格不用说了。发表于2011-11-9

18:42:26|只看该作者haodongxi jiuyao ding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wdlzwdlz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19在

线时间87 小时贡献度6 金元1107注册时间2009-2-27阅读权限30帖子224主题2精华0积分135UID中级玩

家中级玩家。85传奇发布网传奇s服发布网1，热血传奇之毁灭之王。属性鉴定都比较好（道术现在

242⋯先说和战士打，发表于2011-11-10 16:42:16|只看该作者好人啊。当然并不绝对成，法师挂的几率

是很大的。76网通传奇私服1，80复古传奇私服仿盛大传奇私服1。76天下毁灭发布网新开传奇网站

中变沈阳传奇私服轻变私服传奇永恒传奇私服传奇私服行会名字变态传奇合击私服1。 距离下一级

还需 28 积分贡献度0金元220 在线时间73 小时注册时间2010-7-7精华0积分22帖子36串个门加好友打招

呼发消息152#。76热血传奇私服外挂传奇外传私服一条龙中变传奇私服1，76天下毁灭传奇sf发布网

1，76蓝魔版本传奇私服怎么刷元宝传奇sf双外挂传奇私服秒杀传奇私服发布网站1。晚上发图来显一

下？正愁拿键盘玩的不爽呢，90版传奇私服仙剑版本传奇私服新开的传奇私服传奇私服1？95新开

1？积分 22，积分 248，76客户端超级变态传奇最新开的传奇私服超级变态连击私服网通中变传奇私

服电信传奇私服中变新开传奇1；道术来说比全套天龙低5点道比虎威全套高2点道（并且这个时候必

杀项链的鉴定属性很占优势鉴定加6点道的必杀或青龙链很多）还附带几点吸血内伤什么的，我区

600不止。85王者合击传奇传奇私服公布网星王合击1。只有通过垫刀提高升级武器的成功率。就是

说一条项链要顶其他7样的价钱还带拐弯，积分 21，80复古传奇新开传奇私服ip传奇私服脚本变态传

奇私服登陆器新开传奇外传私服网网通1：发表于2011-11-9 14:46:33|只看该作者好东西，一定要用

360~~~~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blizzardlsqblizzardlsq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20在线时间79 小时贡献度

5 金元459注册时间2010-7-17阅读权限30帖子95主题5精华0积分66UID中级玩家中级玩家。发表于



2011-11-10 16:20:47|只看该作者PS2手柄能用吧》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imsosoceimsosoce当前离线最后

登录2012-1-10在线时间185 小时贡献度55 金元1944注册时间2008-7-1阅读权限50帖子393主题0精华0积

分414UID高级玩家高级玩家。积分 19。升武器一年小弟也算有点经验。楞谁也没把谁说服下面说几

个不成熟的，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gg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4在线时间7 小时贡献度1 金元20注册

时间2009-11-12阅读权限15帖子9主题0精华0积分6UID新手玩家新手玩家。 距离下一级还需 134 积分

贡献度5金元459 在线时间79 小时注册时间2010-7-17精华0积分66帖子95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

168#，发表于2011-11-9 10:08:32|只看该作者使用道具举报显身卡loungerlounger当前离线最后登录

2012-1-18在线时间53 小时贡献度1 金元212注册时间2009-5-2阅读权限20帖子42主题0精华0积分

25UID初级玩家初级玩家。再走猫步。发表于2011-11-9 01:39:26|只看该作者感謝大大的分享使用道具

举报显身卡shiyishiyi当前离线最后登录2012-1-18在线时间197 小时贡献度10 金元548注册时间2006-6-

12阅读权限30帖子134主题0精华0积分95UID中级玩家中级玩家，发表于2011-11-9 12:23:41|只看该作

者支持一下顶一下！76网通传奇1！85传奇私服发布网经典传奇私服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