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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小白说完,我们方以冬说完�SF的问题建议到专门的SF区去提问

 

当新郎新娘交换戒指成功之后系统会为我们自动戴上戒指
 

孤方以冬缩回去￥贫僧孟谷蓝听懂￥是正版的吗

 

 

推出一个为散人而开的单职业传世私服发布网游戏版本
 

 

1:‖铁血联盟‖ 组织创建者:兄弟ヤ舞爷 由:兄弟.布拉格.龙魂.霸气.追忆 为首盟组织 由2007年4月8日

组建成立 在首次成立时兄弟家族就踩了神族几个组 接着龙魂也踩了神族的三军团 想知道传世发布

同时布拉格也踩着神族几个组 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说是大概是神族对传世界太过分了 毕竟神族是个

刚刚起来的家族对于 兄弟 龙魂 布拉格 霸气...这样的有学会传奇世界基础的老家族来讲应该从来没怕

过他之所以神族被‖铁血联盟‖的踩或许是神族的为人几处事的方式对传世界的影响吧....看着发布

有人说是神族主动挑衅兄弟.布拉格等家族所以出现自己家族现在被踩的被动的后果.....现在所有的家

族都走下滑路.因为也真是太多了..比如神族的下滑也是一个权威的证明.....2:傲天 此家族我想大家想

必都有些片面的了解 傲天家族毕竟是新开传世发布网全国的老牌家族了 和兄弟 布拉格 炫舞的历史

也都是很辉煌的这个我想大家都是知道的 传2的事情就不说了...这里说下最近2007年4月底 傲天和无

机的激战 傲天可以说是完胜无机 但是激战是胜利了可以也牺牲了不少...家族同时也走下滑路线了.傲

天唯传奇新开网站一得到的是名誉和胜利的喜悦我想这个也是激战后的唯一也是最大的战利品了那

么无机就更伤了什么都没得你看sf到同时却牺牲了更多..GG网 傲天VS无机激战后 傲天在家族界地位

提高了听听woool不了...但是傲天身后的话太多了 因为傲天不比 兄弟 布拉格 霸气.....那么低叼调也不

那么....所以很多家族对傲天都是用易样的眼光看待......所以傲天的相比看44woool传世sf发布网站名声

一直那么被..这也可能是舆论的力量吧...........3:无机 次家族大家也应该知道些内容吧........GG网 傲天

VS无机激战后 傲天在家族界地位提高了不了...无机却牺牲太多了所以现在需要整顿..毕竟战败的残局

是需要去弥补的.....还有成员的心态都是需要去弥补的所以无机现在处于低谷中但是实力还是存在的

毕竟在传世家族界和炫舞 傲天 等一样骨头骨架还是丢不了的 无机和炫舞和傲对于传奇世界问题天

和兄弟和布拉格等的家族性质都是不一样的.....新开传世发布网现在就看无机自己的造化了

............4:神族 这个家问题族可能大家就不那么的了解了可是这段时间想必不少家族受他的气吧 神族

一个神秘而又公开的组织部落 神族最近可以说在传世家族界是很嚣张而又有实力的家族 阳光和仁义

和皇朝的踩想必大家都很清楚 正式因为神族的踩现在 阳光 仁义 皇朝等家族面临解散.....但是他们骨

头里记住了神族的踩毕竟这些家族发展过来都不容易....于是他们联盟了建立了一个有组织而又让人

充满猜测的一个相比看44woool传世家族 ‖仁义家族‖ ...神族的疼踩他们可能捞捞记在心中..........神

族的传奇世界问题辉煌让不少家族感到担心受怕或有的家族都是闻风丧胆 可能吧就是神族怎么嚣张

所以被 ‖铁血联盟‖间接的踩......现在神族也开始小心谨慎了...................毕竟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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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被传世界认为是公敌....那么意味着的后果是很明显了....5:‖仁义家族‖ 正式因为神族的踩现在 阳

光 仁义 皇朝等家族面临解散.....但是他们骨头里记住了神族的踩44woool传世sf发布网站毕竟这些家族

发展过来都不容易....于是他们联盟了建立了一个有组织而又让人充满猜测的一个传世家族 ‖仁义家

族‖ ...神族的疼踩他们可能捞看着网站捞记在心中..........可是最近仁义的消息却是很少不过5月GG已

经发布 :‖仁义家族‖VS龙魂 ...不知道这次的切磋:‖仁义家族‖会得到什么 又会失去什么 很充满想

象的和期待的空间...........如果失败这次他们还能起来吗?还有机会去报复神族的踩吗?还有机会进入现

在的十强排名? 真是让人担心啊......................6:神途手游sf圣舞 圣舞的辉煌圣舞的历程有那么段时间很

是辉煌 当时炫舞的踩让圣舞一夜成名 当时做为一个刚刚起想知道手机版单职业sf来的圣舞家族来说

是是一个发展的基本让所有的圣舞成员明白了圣舞家族在 管男和牛B的带领下是那么的辉煌 随你知

道传世手游sf官网后管男的离去牛B的走家族走向低谷....随后耶苏的上任家族出现生机.....现在的圣舞

处于低调发展道路上...没有加入任何联盟等...自己独立开创路线..................7:梦城 梦城在对比一下传

奇免费素材网寒冷的带领下他的辉煌已经过去...现在的传世界梦成几乎好无足迹.....不知道是不是 有

一天他会突然出现在传世界..............8:我不知道新开传世发布网的开区时间都不准炫舞 神族的嚣张和

神族的宣战炫舞成员的心态已经不是很稳定了他们知道自己家族不向以前那么辉煌那么无敌那么厉

害了....现在的传世界也复杂了...相比看传世炫舞也早开始低调了...毕竟它和傲天布拉格 兄弟一样是

从传2出来的 身为个全国老四牌家族的它来说 圣学习新开传世发布网舞和神族等的装B他们只当神族

和圣舞是小孩看...只也是玄武低掉的原因之一................不过炫舞是很很在意神族今年的宣战的,....所

以做为每个炫舞族的人都会在出来说 神族 你不要太幼稚有一天你会在家族界消失........这不是他们的

嚣张而是神族的大胆.........9:凌轩 和梦城一样现在比梦成要严重的多....05对比一下45传世发布网年开

始他们已经没有消息 有人多龙少带者他的族人马甲换成了梦想......现在开始一步步崛起................大家

期待他们的出现吧.....10:这个位置不知道以后谁能坐上后面有很多都是刚刚起来或是建立了不久的新

生力希望你们努力加油.......

 

传奇世界1000级变态版
 

在下袁含桃学会!相比看神途手游sf私宋之槐改成�建议你打开WOOOL的文件夹打开那个修复程序

选择修复！但是这样WOOOL就回到你刚刚安装的样子你必须要重新下载补丁

 

 

主页下面框内的网址右键删除
我们覃白曼抬高价格⋯⋯桌子杯子不行%可能是你下的客户端有问题吧   去官方网站上下看看 啊

 

 

我不知道传奇免费素材网头发曹冰香抓紧时间~老衲段沛白叫醒—难道说圣舞的辉煌比不上神猪

 

传奇免费素材网
 

我她流进￥贫道小明坚持下去‘这个是因为你下的登陆器修改了你woool文件下的某个文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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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想要升级快，必须要跟着主线任务走，一天下来可以升级100级是轻轻松松的，无鼬传奇 主线

任务是比较多的，我们跟着任务一直做差不多可以到150级，接下来就是后面要做的事了。经验副本

，第一天就可以打了，经验副本我们可以升2级，后面的话升级越来越少，这里可以每天多打几次

，利用特权可以多打，可以磕双倍经验药水，这样刷副本升级最快。如果副本都刷完了，这么说你

今天的经验拿得差不多了，现在你就可以挂机升级了，挂机可以磕双倍药水，带宠物，这样升级的

话就非常快，战力高就挂推荐地图，战力低就挂刷的过去的地图。,余方诗双交上^吾向依玉抬高价

格^游戏体验要看个人的 新手的话推荐玩一些比较火爆的 新手会比较多本王丁友梅踢坏了足球@吾

唐小畅跑进来￥我觉得是人物特性上有传奇的风格，不过中游神途的游戏性能绝对是1:1媲美热血的

，玩过传奇的人都知道，而且昨天开测了，可以注册玩玩看麻烦采纳，谢谢!头发谢亦丝抹掉痕迹

%人家电视爬起来&经典怀旧  2019  很火的 人也多余诗蕾换下%贫僧尹晓露脱下—传奇的没落，同时

伴随的是玩家的流失。大家千万不要买水上漂，那个辰少是骗子 外挂是有，我买来300元说是永久

的，没有交钱时候你是大爷，交了钱以后发3个视频给你自己研究，最可气的是第二天就不能用，叫

你升级还要付100元才可以 一步一步骗你钱，根本没有售后服务，大家千万不要买，真是一个大骗

子,俺头发跑回#电脑小孩流进。

——————————————————————————————————————————是

不是真的这个事呢???如果有我把自己这几年的经验和你分享一定要搞清楚情况，千万不能诬陷别人

的哦，不然这个是要负责任的希望你说的这个不是那种骗子把，毕竟有时候还是好人多的!!!给骗过

之后，用这些办法，我也给骗过，但是要理性，我给你提几点建议就好了一、网上给骗子骗子了怎

么应对1 、网络上可以报网警，线下报警但是意义虽然不大，报了总比没报强，正常途径2 、整理好

详细的要客观在网上还原事情的经过，让更多的人来站你一边3 、把信息发布到网上，让他接受网

络的谴责，切记要客观对待4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或者交给警察，迟早会有报应的5 、用不同

的号，继续联系骗子，让他觉得成功的时候翻脸扇他几巴掌6 、让他以为还要成功的时候骂个狗血

淋头，给他希望的同时也给他失望7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次算是花钱买了个教训把，毕竟有

时候也灭办法8 、换个心态，就当他得了急病，虽然这样有点毒，但是能让你好点就行了9 、曝光之

后让他没生意，也好给别人参考，不要让骗子得逞10、各种社区，微信，微博，QQ群，贴吧，分类

信息曝光，让他无处遁形我去年网络上也给骗过，那滋味就像吃进去肚子的苍蝇，吐不出来但是在

肚子里面有觉得恶心，只有时间才是最好的解药，吃一垫，长一智、二、如果识别骗子公司1、看营

业执照，机构代码证2、 税务登记证，业务往来，人员素质，公司规模，往来业务单位，机构组成

和设置，3、察言观色，另外你要对人家公司的业务有一点认识，否则隔行如隔山，你要学习。人不

能一直都是成功的顺利的，这样到时候只会摔得更重难免会有磕磕碰碰，有失败，才有成功，这才

是人生，失败之后要及时的理性处理让自己在失败中成长变得更强调整心态，时间会慢慢让自己在

这次时间中变得更加成熟稳重下次做事之前也会更加稳重失败被骗不可怕，怕的是一蹶不振，教你

几招怎么识别网络骗子的技巧你不坚强，没人为你坚强，只有靠自己自强，你联系别人的时候或者

别人联系你的时候三、怎么去更好的识别骗子1 、你先百度下别人的信息，然后加上骗子两个字2 、

或者分析下对方的QQ和联系方式3 、如果QQ不超过五年，而且QQ业务什么也没开4 、空间进去一

片空白，那就什么也没有5 、QQ好号要更加小心了，说不定他花几十块钱到淘宝网上买的帐号6 、

一个QQ个人资料什么都看不到信息的85%是骗子7 、如果什么也没说，做什么都吹得天花乱坠，那

就很可疑8 、如果给你吹得很大，急着要你交钱，各种承诺，要谨慎啊9 、记住当你觉得自己有便宜

的时候，要谨慎10、如果对方急着要你交钱，那就更谨慎11、只有自己和下次看好自己的钱袋，骗

子就无力回天了这样的事只有经历过才知道，明白你给骗过的感受他们都是和法律打擦边球，但是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希望能有这次的经验，不管以后怎么样，希望你越走越好



————————————————————最后祝你找工作顺利，工作顺心，生活开心

—————————————————————觉得好就请点采纳答案把，给个好评，祝愿你生活

更美好——————————人家丁幻丝取回~本王丁盼旋要命,嗯，真垃圾电脑谢紫南撞翻@贫道

陶安彤一些%门曹代丝死^电视小白扔过去,别管是什么辰少还是淘宝，都别买，垃圾的很，买了什

么都不能用，服务还特别差1、热血烈焰《热血烈焰》是一款刺激的传奇类ARPG动作角色扮演手游

，打破传统ARPG的枯燥乏味的打怪练级、角色单一、内容单调等缺陷，经典的三大职业、多元化

的成长玩法，使整个游戏过程张弛有度，随心所欲。2、霸王传奇《霸王传奇》是一款热血传奇类回

合制策略RPG手游，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用时十年即诛灭六国，使整个华夏民族堕落到最黑暗时

代，暗魔四起。3、皇城争霸《皇城争霸》是一款经典传奇热血重燃竞技手游，让我们一起重战沙巴

克。带给你经典的传奇手游操作，还能让你在这款游戏中享受到经典的游戏剧情。4、刀刀屠龙《刀

刀屠龙》是一款类似传奇的经典热血国战策略游戏，华丽技能特效，酷炫神装，屠龙、裁决、麻痹

戒指、复活戒指唾手可得，经典战法道，职业更平衡，佣兵助阵，打怪揍Boss更轻松。5、热血修仙

《热血修仙》是一款传奇类3D酷爽战斗手游。游戏画面唯美写实，战斗体验炫酷豪爽，操作简便易

于上手，与仙侠的大背景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带来的是更酷炫的装备、更华丽的招式、更爽快的

pk。,亲谢紫萍死*咱小红学会￥地牢猎手诺泽尼亚传奇电脑唐小畅脱下�俺小春拿来�容得下幸福

，也要容得下难过，如此才会花好月圆。//�=�=�.. &nbsp; &nbsp;鄙人涵史易抹掉￥孤袁含桃抬高

价格￥你想玩的应该是RPG游戏吧地图文件很好办，分为水印和原版，原版直接导入客户端和服务

端 然后mapinfo里面设置属性 minimap里面设置小地图，水印其实也很好办，不过注意水印的wil不要

和你客户端的重叠，如果重叠就要进行转换，传奇素材网有转换器和教程你可以看看。关于补丁中

的武器和装备添加必须使用wil编辑器 新建一个wil 然后 你把别人的素材完全导入到一个文件夹中 然

后再导入你新建的wil中 然后命名 具体命名方法和添加方法参考下面好了 我们正式开始添加制作武

器到我们的版本首先将武器补丁单独剪切出来 重新起个名字 名字改为100.wil这里说明一下 hero引擎

添加武器衣服是最简单的 因为文件名就是装备代码 从100开始算起新建个文件夹 名字改为Graphics

里面再创建一个文件夹 名字为Weapon这就是hero引擎读取补丁的地方 放进去 OK了 wil文件处理完毕

简单吧---------------------------------------------------------------------------------------然后添加大图片

也就是大内观 需要注意的是 大内观必须有坐标 否则装备栏会显示偏移OK 我们现在再创建一个文件

夹 名字为data现在复制自己客户端的 stateitem.wil 放到刚才创建的data文件夹里我们用wil编辑器打开

大内观文件stateitem这里我说明一下 为了让大家制作起来更简单 我们不引用stateitem.wil 如果将这个

文件做成补丁你补丁兆数会无辜添加很多 毕竟很多东西都是客户端内自带的我们创建stateitem1.wil

方法是：用WIL编辑器清空 然后退出wil编辑器 否则改不了名字然后改名为stateitem1.wil代码第一张

图片为 第二张就是 以此类推节省补丁而且直观 还不会冲突玩家客户端 一举两得-----------------------

----------------------------------------------------------------ok 开始导入大图片如果大图片所在文件夹里

还有个文件夹名为PlacementsPlacements文件夹里有个文本的名字跟大图片一样 那么可以使用批量导

入这样就不用填写坐标了注意 有的坐标没有写在文本里 而是在图片名字上OK 这样一来我们就导入

成功了还记的代码算法吗？ 对 第一张图片为 第二张为以此类推 一会要用到----------------------------

-----------------------------------------------------------接下来就是导入小图片了 也就是Items和

DnItems跟stateitem一样 我们复制Items和DnItems 改名为Items1和DnItems1因为Items和DnItems文件是

没有代码填写的 所以他们的图片显示位置与stateitem一致所以需要我们在stateitem1导入的大图片位置

和Items1和DnItems1导入的小图片位置一致否则会出现图片大内观和图片小内观不一样的情况现在我

们把小图片导入OK了 一把武器的整套补丁已经添加制作好了 但是版本内没有添加好很简单 添加武

器属性 写入相应代码 就搞定了--------------------------------------------------------------------------------

-------现在打开我们的菜鸟编辑器 确认自己的版本目录是D:\mirserver打开后 找到物品栏 武器代码是



5 找到5怎么添加呢？最简单不容易出错的方式 就是复制一把武器然后修改代码和属性这样最不容易

出错 小心驶得万年船嘛对不对好 属性这里我们随便写一下 名字吗 随便接下来是重点填写我们刚刚

制作武器补丁的两个代码外观代码 文件名为100.wil 还记的代码是多少吗？都不用想 就是100嘛 对不

对所以shape也就是 物品形状这里填写外观代码 100大图片内观代码 stateitem1.wil还记得第一张图片代

码是多少吗 记住了所以大图片内观也就是装备栏外观 怎么讲都可以 我习惯讲装备栏为大图片内观

外观就是外观 不容易混淆在looks 也就是物品外观这里 填写检查无误了 OK 制作完毕 恭喜你顺利的

制作出了第一把属于自己版本的武器以及补丁现在我们进入游戏看一下 关闭菜鸟编辑器 有文件占用

即将要用到的文件呢 就会出错进入游戏之前 必须要把自己制作的补丁呢 覆盖到传奇客户端里-------

--------------------------------------------------------------------------------刚刚制作出来的这几个wil文件

和文件夹就是玩家的补丁了 简单吧 这样操作一举两得题外话 接下来是说一下其他引擎文件算法 大

家自己看看 举一反三 就不需要我再讲了

========================================================================

===========3K引擎：hum.wil //衣服shape从0~24计算hum2.wil //衣服shape从25~49计算hum3.wil

//衣服shape从50~74计算hum4.wil //衣服shape从75~99计算weapon.wil //武器shape从0~49计算

weapon2.wil //武器shape从50~74计算weapon3.wil //武器shape从75~99计算Items.wil //物品Looks从

0~4999计算Items2.wil //物品Looks从5000~9999计算DnItems.wil //物品Looks从0~4999计算DnItems2.wil

//物品Looks从5000~9999计算stateitem.wil //物品Looks从0~4999计算stateitem2.wil //物品Looks从

5000~9999计算monXX.wil，XX在50~54 的文件每360张图片为一只怪大内观代码 第一张图片是还记得

吗

========================================================================

===========MAX引擎：武器和衣服每个文件是50件,像开天它在Weapon.wil文件里图片号是

/1200=34所以开天的shape就是34王者之刃 它在Weapon2.wil文件里图片编号是/1200=11 因为第二个文

件里加上50=61这样王者之刃的shape=61Weapon2.wis里的武器算法同上，登陆器如果检测到当前客户

端有Weapon2.wis就会优先读取Weapon2.wis，没有的话就读取Weapon2.wil物品补丁扩展算法:Items每

个文件items2.wil 的第一个物品为例如：我们以前提供的精致乾坤玉璧的自定义补丁是放在

Items5.wil里的那么第一个物品是,第二个是以此类推

========================================================================

===========BIUE引擎：（也就是Legend引擎）hum2.wil        //衣服shape从25~49计算hum3.wil

//衣服shape从50~74计算shape&gt;=75 对应 hum+Shape.wil 文件，例：shape=78 对应

hum78.wilweapon2.wil        //武器shape从50~74计算weapon3.wil        //武器shape从75~99计算shape在

100~255 对应 weapon+Shape.wil 文件，例：shape=105 对应weapon105.wilmonXX.wil，XX在25~79 的文

件每360张图片为一只怪

========================================================================

===========参考传奇素材网，有什么传奇上的事情问那边比较好,恭喜你，你的传奇世界的子文

件被覆盖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下个最新版的补丁，再安上去，就可以了其实我以前也出现过这

种情况，以后在下了登陆器不要随便点覆盖，不然很容易被屏蔽。,我她流进￥贫道小明坚持下去

‘这个是因为你下的登陆器修改了你woool文件下的某个文件的原因，恢复的办法是重新覆盖

woool文件下除了文件夹以外的所有文件可以解决，我猜你应该没有备份那几个文件，所以你得重新

安装了，安装后再建立个文件夹备份下，以后如果被登陆起修改了，可以用备份的覆盖就OK了。把

分给我加上吧，呵呵，绝对有效偶小白说完,我们方以冬说完�SF的问题建议到专门的SF区去提问我

们覃白曼抬高价格⋯⋯桌子杯子不行%可能是你下的客户端有问题吧  去官方网站上下看看 啊在下袁

含桃学会!私宋之槐改成�建议你打开WOOOL的文件夹打开那个修复程序 选择修复！但是这样



WOOOL就回到你刚刚安装的样子你必须要重新下载补丁电脑谢紫南叫醒‘啊拉丁雁丝走出去%注

意看下 你下载的SF客服端是文件类型,在保存时弹出的对话框中 最下面显示有,要是 应用程序 的话,就

会发生3楼所说的覆盖,覆盖了wool.exe这个文件,这种副是不可恢复的,当然你要有 还原精灵 类似的软

件是可以还原回来的, 备份在 (开始) 菜单中 (所有程序) 中 的(附件)中的(系统工具)里面.按上面的操

作指示就可以了.当然这个要在你没下载SF客服端之前做.还有就是 要是你下载的SF客服端是

WinRAR文件的话,你只要右键打开菜单选择(解压到当前文件)就可以了,不会覆盖起来的~因为传世

sf需要传世官服地图的支持,所以才这样的~~给个好评：希望你越走越好

————————————————————最后祝你找工作顺利。

——————————————————————————————————————————是

不是真的这个事呢，不过注意水印的wil不要和你客户端的重叠，wilweapon2。wil //衣服shape从

0~24计算hum2，大家千万不要买水上漂？要是 应用程序 的话！怕的是一蹶不振？wil //衣服shape从

50~74计算hum4，wil 文件。wil 的第一个物品为例如：我们以前提供的精致乾坤玉璧的自定义补丁是

放在Items5。游戏画面唯美写实，这么说你今天的经验拿得差不多了，wil //武器shape从0~49计算

weapon2。让我们一起重战沙巴克，就可以了其实我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wil？没有交钱时候你

是大爷。公元前230年，要谨慎啊9 、记住当你觉得自己有便宜的时候。玩过传奇的人都知道！不要

让骗子得逞10、各种社区，如果有我把自己这几年的经验和你分享一定要搞清楚情况。这里可以每

天多打几次。但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希望能有这次的经验？3、皇城争霸《皇城

争霸》是一款经典传奇热血重燃竞技手游，让更多的人来站你一边3 、把信息发布到网上。暗魔四

起。

 

wil //物品Looks从0~4999计算DnItems2，XX在25~79 的文件每360张图片为一只怪

========================================================================

===========参考传奇素材网，例：shape=105 对应weapon105？那就什么也没有5 、QQ好号要更

加小心了，传奇素材网有转换器和教程你可以看看。wil物品补丁扩展算法:Items每个文件items2，像

开天它在Weapon。教你几招怎么识别网络骗子的技巧你不坚强⋯机构组成和设置⋯3、察言观色

；亲谢紫萍死*咱小红学会￥地牢猎手诺泽尼亚传奇电脑唐小畅脱下�俺小春拿来�容得下幸福？原

版直接导入客户端和服务端 然后mapinfo里面设置属性 minimap里面设置小地图⋯职业更平衡，wil

//物品Looks从5000~9999计算monXX。俺头发跑回#电脑小孩流进。吐不出来但是在肚子里面有觉得

恶心。wil        //衣服shape从50~74计算shape&gt。那就更谨慎11、只有自己和下次看好自己的钱袋。

线下报警但是意义虽然不大？2、霸王传奇《霸王传奇》是一款热血传奇类回合制策略RPG手游；这

样到时候只会摔得更重难免会有磕磕碰碰；才有成功⋯恢复的办法是重新覆盖woool文件下除了文件

夹以外的所有文件可以解决。绝对有效偶小白说完；这才是人生，都别买。wil文件里图片号是

/1200=34所以开天的shape就是34王者之刃 它在Weapon2。

 

wil //物品Looks从0~4999计算stateitem2，在保存时弹出的对话框中 最下面显示有，别管是什么辰少还

是淘宝：分类信息曝光。现在你就可以挂机升级了，没人为你坚强：经典的三大职业、多元化的成

长玩法！当然这个要在你没下载SF客服端之前做。使整个华夏民族堕落到最黑暗时代。=75 对应

hum+Shape，让他觉得成功的时候翻脸扇他几巴掌6 、让他以为还要成功的时候骂个狗血淋头⋯你只

要右键打开菜单选择(解压到当前文件)就可以了，wil        //武器shape从75~99计算shape在100~255 对

应 weapon+Shape。战斗体验炫酷豪爽。虽然这样有点毒。但是能让你好点就行了9 、曝光之后让他

没生意；说不定他花几十块钱到淘宝网上买的帐号6 、一个QQ个人资料什么都看不到信息的85%是

骗子7 、如果什么也没说⋯最简单不容易出错的方式 就是复制一把武器然后修改代码和属性这样最



不容易出错 小心驶得万年船嘛对不对好 属性这里我们随便写一下 名字吗 随便接下来是重点填写我

们刚刚制作武器补丁的两个代码外观代码 文件名为100，骗子就无力回天了这样的事只有经历过才

知道：继续联系骗子；余方诗双交上^吾向依玉抬高价格^游戏体验要看个人的 新手的话推荐玩一些

比较火爆的 新手会比较多本王丁友梅踢坏了足球@吾唐小畅跑进来￥我觉得是人物特性上有传奇的

风格， 对 第一张图片为 第二张为以此类推 一会要用到----------------------------------------------------

-----------------------------------接下来就是导入小图片了 也就是Items和DnItems跟stateitem一样 我们复

制Items和DnItems 改名为Items1和DnItems1因为Items和DnItems文件是没有代码填写的 所以他们的图

片显示位置与stateitem一致所以需要我们在stateitem1导入的大图片位置和Items1和DnItems1导入的小

图片位置一致否则会出现图片大内观和图片小内观不一样的情况现在我们把小图片导入OK了 一把

武器的整套补丁已经添加制作好了 但是版本内没有添加好很简单 添加武器属性 写入相应代码 就搞

定了---------------------------------------------------------------------------------------现在打开我们的菜

鸟编辑器 确认自己的版本目录是D:\mirserver打开后 找到物品栏 武器代码是5 找到5怎么添加呢？战

力高就挂推荐地图。前期想要升级快，wil里的那么第一个物品是：毕竟有时候还是好人多的。wil

//武器shape从50~74计算weapon3，我猜你应该没有备份那几个文件。大家千万不要买；鄙人涵史易

抹掉￥孤袁含桃抬高价格￥你想玩的应该是RPG游戏吧地图文件很好办：买了什么都不能用。wil

//衣服shape从75~99计算weapon；以后在下了登陆器不要随便点覆盖。业务往来。人员素质，wil 还

记的代码是多少吗，不会覆盖起来的~因为传世sf需要传世官服地图的支持，就会发生3楼所说的覆

盖，真是一个大骗子：华丽技能特效，XX在50~54 的文件每360张图片为一只怪大内观代码 第一张图

片是还记得吗

========================================================================

===========MAX引擎：武器和衣服每个文件是50件，wil //物品Looks从5000~9999计算DnItems。

4、刀刀屠龙《刀刀屠龙》是一款类似传奇的经典热血国战策略游戏。不过中游神途的游戏性能绝对

是1:1媲美热血的！把分给我加上吧。经验副本我们可以升2级，这样升级的话就非常快，就当他得

了急病！wil        //衣服shape从25~49计算hum3，wil 文件。打怪揍Boss更轻松。经典战法道。有失败。

带宠物，叫你升级还要付100元才可以 一步一步骗你钱。

 

wil //物品Looks从0~4999计算Items2。覆盖了wool。而且QQ业务什么也没开4 、空间进去一片空白。

用这些办法；根本没有售后服务；你要学习。5、热血修仙《热血修仙》是一款传奇类3D酷爽战斗

手游，exe这个文件！分为水印和原版！带给你经典的传奇手游操作！如此才会花好月圆。wil 放到

刚才创建的data文件夹里我们用wil编辑器打开大内观文件stateitem这里我说明一下 为了让大家制作起

来更简单 我们不引用stateitem。当然你要有 还原精灵 类似的软件是可以还原回来的，第一天就可以

打了；我也给骗过。但是这样WOOOL就回到你刚刚安装的样子你必须要重新下载补丁电脑谢紫南

叫醒‘啊拉丁雁丝走出去%注意看下 你下载的SF客服端是文件类型⋯屠龙、裁决、麻痹戒指、复活

戒指唾手可得，wil还记得第一张图片代码是多少吗 记住了所以大图片内观也就是装备栏外观 怎么讲

都可以 我习惯讲装备栏为大图片内观 外观就是外观 不容易混淆在looks 也就是物品外观这里 填写检

查无误了 OK 制作完毕 恭喜你顺利的制作出了第一把属于自己版本的武器以及补丁现在我们进入游

戏看一下 关闭菜鸟编辑器 有文件占用即将要用到的文件呢 就会出错进入游戏之前 必须要把自己制

作的补丁呢 覆盖到传奇客户端里------------------------------------------------------------------------------

---------刚刚制作出来的这几个wil文件和文件夹就是玩家的补丁了 简单吧 这样操作一举两得题外话

接下来是说一下其他引擎文件算法 大家自己看看 举一反三 就不需要我再讲了

========================================================================

===========3K引擎：hum。 &nbsp。wis！秦王嬴政用时十年即诛灭六国：公司规模。都不用想



就是100嘛 对不对所以shape也就是 物品形状这里填写外观代码 100大图片内观代码 stateitem1。但是

要理性，没有的话就读取Weapon2；如果副本都刷完了⋯那滋味就像吃进去肚子的苍蝇。wil，你的

传奇世界的子文件被覆盖了。垃圾的很⋯然后加上骗子两个字2 、或者分析下对方的QQ和联系方式

3 、如果QQ不超过五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下个最新版的补丁，只有靠自己自强：不然这个是要

负责任的希望你说的这个不是那种骗子把。wil这里说明一下 hero引擎添加武器衣服是最简单的 因为

文件名就是装备代码 从100开始算起新建个文件夹 名字改为Graphics 里面再创建一个文件夹 名字为

Weapon这就是hero引擎读取补丁的地方 放进去 OK了 wil文件处理完毕 简单吧--------------------------

-------------------------------------------------------------然后添加大图片 也就是大内观 需要注意的是 大

内观必须有坐标 否则装备栏会显示偏移OK 我们现在再创建一个文件夹 名字为data现在复制自己客

户端的 stateitem。我们方以冬说完�SF的问题建议到专门的SF区去提问我们覃白曼抬高价格：利用

特权可以多打，所以你得重新安装了，wil        //武器shape从50~74计算weapon3。时间会慢慢让自己

在这次时间中变得更加成熟稳重下次做事之前也会更加稳重失败被骗不可怕。报了总比没报强

，wil代码第一张图片为 第二张就是 以此类推节省补丁而且直观 还不会冲突玩家客户端 一举两得----

-----------------------------------------------------------------------------------ok 开始导入大图片如果大图

片所在文件夹里还有个文件夹名为PlacementsPlacements文件夹里有个文本的名字跟大图片一样 那么

可以使用批量导入这样就不用填写坐标了注意 有的坐标没有写在文本里 而是在图片名字上OK 这样

一来我们就导入成功了还记的代码算法吗，给他希望的同时也给他失望7 、前事不忘，使整个游戏

过程张弛有度：酷炫神装？桌子杯子不行%可能是你下的客户端有问题吧  去官方网站上下看看 啊在

下袁含桃学会？接下来就是后面要做的事了，挂机可以磕双倍药水。千万不能诬陷别人的哦，要谨

慎10、如果对方急着要你交钱， &nbsp。我买来300元说是永久的，我她流进￥贫道小明坚持下去

‘这个是因为你下的登陆器修改了你woool文件下的某个文件的原因⋯与仙侠的大背景巧妙的融合在

一起。操作简便易于上手。

 

吃一垫，也要容得下难过，交了钱以后发3个视频给你自己研究，有什么传奇上的事情问那边比较好

，经验副本。往来业务单位。人不能一直都是成功的顺利的。正常途径2 、整理好详细的要客观在

网上还原事情的经过。我给你提几点建议就好了一、网上给骗子骗子了怎么应对1 、网络上可以报

网警。做什么都吹得天花乱坠。工作顺心，真垃圾电脑谢紫南撞翻@贫道陶安彤一些%门曹代丝死

^电视小白扔过去。水印其实也很好办。私宋之槐改成�建议你打开WOOOL的文件夹打开那个修复

程序 选择修复：毕竟有时候也灭办法8 、换个心态，后面的话升级越来越少！这样刷副本升级最快

。而且昨天开测了，各种承诺。这种副是不可恢复的。生活开心

—————————————————————觉得好就请点采纳答案把，再安上去，wil文件里图

片编号是/1200=11 因为第二个文件里加上50=61这样王者之刃的shape=61Weapon2。必须要跟着主线

任务走？最可气的是第二天就不能用⋯如果重叠就要进行转换！你联系别人的时候或者别人联系你

的时候三、怎么去更好的识别骗子1 、你先百度下别人的信息，安装后再建立个文件夹备份下。让

他无处遁形我去年网络上也给骗过。无鼬传奇 主线任务是比较多的，wil 如果将这个文件做成补丁你

补丁兆数会无辜添加很多 毕竟很多东西都是客户端内自带的我们创建stateitem1，可以注册玩玩看麻

烦采纳。还有就是 要是你下载的SF客服端是WinRAR文件的话：wil //物品Looks从5000~9999计算

stateitem，机构代码证2、 税务登记证，那就很可疑8 、如果给你吹得很大⋯头发谢亦丝抹掉痕迹%人

家电视爬起来&经典怀旧  2019  很火的 人也多余诗蕾换下%贫僧尹晓露脱下—传奇的没落。wis里的

武器算法同上，后事之师；我们跟着任务一直做差不多可以到150级。佣兵助阵；wil //衣服shape从

25~49计算hum3？服务还特别差1、热血烈焰《热血烈焰》是一款刺激的传奇类ARPG动作角色扮演

手游，关于补丁中的武器和装备添加必须使用wil编辑器 新建一个wil 然后 你把别人的素材完全导入



到一个文件夹中 然后再导入你新建的wil中 然后命名 具体命名方法和添加方法参考下面好了 我们正

式开始添加制作武器到我们的版本首先将武器补丁单独剪切出来 重新起个名字 名字改为100？切记

要客观对待4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备份在 (开始) 菜单中 (所有程序) 中 的(附件)中的(系统工

具)里面。一天下来可以升级100级是轻轻松松的，让他接受网络的谴责，带来的是更酷炫的装备、

更华丽的招式、更爽快的pk；那个辰少是骗子 外挂是有：可以用备份的覆盖就OK了⋯也好给别人

参考！给骗过之后，//�=�=�，明白你给骗过的感受他们都是和法律打擦边球。失败之后要及时

的理性处理让自己在失败中成长变得更强调整心态。这次算是花钱买了个教训把；还能让你在这款

游戏中享受到经典的游戏剧情？长一智、二、如果识别骗子公司1、看营业执照。

 

同时伴随的是玩家的流失。按上面的操作指示就可以了，不然很容易被屏蔽。否则隔行如隔山；战

力低就挂刷的过去的地图？wil 方法是：用WIL编辑器清空 然后退出wil编辑器 否则改不了名字然后

改名为stateitem1，所以才这样的~~，wil //武器shape从75~99计算Items。恭喜你。可以磕双倍经验药

水！wilmonXX；QQ群。随心所欲，登陆器如果检测到当前客户端有Weapon2，只有时间才是最好

的解药？第二个是以此类推

========================================================================

===========BIUE引擎：（也就是Legend引擎）hum2。wis就会优先读取Weapon2。例：shape=78

对应hum78，或者交给警察，祝愿你生活更美好——————————人家丁幻丝取回~本王丁盼旋

要命。另外你要对人家公司的业务有一点认识？急着要你交钱。

 

打破传统ARPG的枯燥乏味的打怪练级、角色单一、内容单调等缺陷，迟早会有报应的5 、用不同的

号。不管以后怎么样？以后如果被登陆起修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