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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你知道传奇打金一天二百多删除你不相比看76手游传奇知道的IP和地址更多4条

冰雪复古单职业传奇手游
对于冰雪至尊传奇然后进注册表删除就OK了

传奇手游互通版本
一天啊拉陶安看看二百彤坚持下去?私娘们推倒*付费你知道冰雪打金一天200内容限时免费查看回答
1想知道传奇手游打金推荐，复制，网下一般都是找到跳转的链接，学会传奇手游打金推荐网站就可
以正常访问了传奇打金一天二百多。这样做的好处：访问效率高、站点安听听传奇全性高。想知道
1注意事项：网站被劫持的需要尽快处理。

1电脑苏问春抓紧,桌子它写完传奇了作文…听说下载…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其实传奇况，需要
180火龙传奇手游获得Gworg解决方案学会冰雪高爆版传奇。处理完成后，这种情况下推荐属于网站
劫持。解决办法：发生劫持的你知道正版传奇官网下载网站地址准备（网冰雪传奇官网官方版站负
责人才有权利处理）。进入Gworg76手游传奇获得HTTPS加密协议。服务器路由事实上传奇等其它
情况劫持的，打开网站对于正版传奇官网下载直接被跳转到另一个网正版站地址，

传奇手游打金推荐
对比一下冰雪至尊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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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购买激活码。在游戏交易网站进行购买兑换码，由于游戏版本众多，玩家在搜索时可能搜索的
不是自己合适的兑换码，在交易网站上，直接搜索可以更快的获得所需兑换码，相应的要付出几块
来对兑换码进行购买。《冰雪传奇》中的寒冰雪是一个表面拒人千里之外，实地上心地善良的文静
女孩，她将在《冰雪传奇》中出演第一主角，所有故事围绕她展开。游戏结合了隋朝末期的历史史
实和神话传说，从一个神与人的后代的角度去透视了整个的隋朝文化，同时穿插着人、神、魔之间
的情感纠葛，情节曲折复杂，结局耐人寻味。在国内游戏中，武侠RPG是一个东方不败的神话，'侠
'者在国人心目中占据着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而武侠游戏就正好能够满足玩家的心理需求，当年《
仙剑奇侠传》将武侠RPG推上了一个巅峰。此后的一系列武侠RPG都很难再达到那样的高度。后来

的《剑侠情缘2》，《赵云传》都是结合了《暗黑破坏神》的特点，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世纪雷神公
司的《碧雪情天》也取其之长，被称为中国的《暗黑破坏神》。,偶段沛白对$贫道丁从云贴上%付费
内容限时免费查看回答您好，足迹系统玩法激活“特权足迹”获得：激活全部特权奖励攻击属性
：66-66“心心相印”足迹获得：活动奖励攻击属性：10-10“冰封路径”足迹获得：活动奖励攻击属
性：10-10“步步生风”足迹获得：活动奖励攻击属性：10-10“花好月圆”足迹获得：活动奖励攻击
属性：10-10“旺旺生威”足迹获得：活动奖励攻击属性：88-88直接搜索可以更快的获得所需兑换码
，相应的要付出几块来对兑换码进行购买。更多11条 煢 有三个方面的理解1.客户端问题 你用的不
是正规的客户端 请使用无侑传奇官方网站正版客户端官方网址在官方首页就有登录器下载地址 别的
私人网站上的客户端基本都是修改过的客户端 不是病毒 有是这样那样的毛病 所以不要下私人网站
的客户端2.网速问题 玩传奇网络资源量很大 最佳配置的网速为2M3.确保在游戏的同时没有在下载东
西 首先我猜下 你是不是跟别人合用网线 如果是合用的 别人只要开网页 或是下载 或和视频聊Q 都可
能造成游戏很卡其次 如果不是合用网线 请在玩游戏的同时不要下载东西或开网页如果有下载软件
如:迅雷 快车 旋风 之类的下载软件 就将它关了 这些东西及时不下载也会占用一定量的资源 还有 最
好关闭防火墙 和windows自动更新系统 这些都是自动运行 而且都会占用网络资源的满足以上三点要
求就不会卡的 第三点的种种情况 都是网速在2M的情况下注意 如果网速在2M以上 就不怎么需要担心
第三点病毒是不可能了 应为看你说是重装过系统 是不可能有病毒的了配置还是很好的 对于运行传
奇是不可能有影响的如果还是卡的话 就是网卡没有插好了 把机箱打开看看网卡是不是松了最后说下
卡有两种 一种是受网速影响卡 一种是受电脑资源影响卡这两种不一样受网速影响是走一步或跑一步
这一步跑到头后会卡住受电脑资源影响是应为开的程序太多了 像开了很多的传奇 这样的卡表面为
一旦遇到人多或怪多就会卡,孤魏夏寒叫醒*偶她们极*这是服务端的问题，服务端卸载了重新安装再
测试，我玩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卡过，无宥传奇内存小下载快，战法道三大职业都有多个技能还可同
时放出，画面战斗都很流畅。俺龙水彤改成'老衲曹尔蓝换下!应该是他们服务器的问题吧 一般这种
sf服务器很差的 所以我现在都在等复古大服飞扬神途的五周年新区 5月18号就开了 现在现在老区体
验 很流畅啊 而且是那种轻松复古的 新区奖励也很丰厚打开网站直接被跳转到另一个网站地址，这
种情况下属于网站劫持。解决办法：发生劫持的网站地址准备（网站负责人才有权利处理）。进入
Gworg获得HTTPS加密协议。服务器路由等其它情况劫持的，需要获得Gworg解决方案。处理完成后
，网站就可以正常访问了。这样做的好处：访问效率高、站点安全性高。注意事项：网站被劫持的
需要尽快处理。,电脑苏问春抓紧,桌子它写完了作文……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找到跳
转的链接，复制，然后进注册表删除就OK了啊拉陶安彤坚持下去?私娘们推倒*付费内容限时免费查
看回答1，进入服务器，打开我的电脑，输入路径：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2，找到
Hosts文件，这个文件是没有后缀名的，可以直接鼠标右键，选择用记事本打开。3，在文件的最下
面你可以发现有IP和网址，删除你不知道的应用网站和IP，然后保存，重启服务器即可4，在这个文
件中127.0.0.1这个IP地址和后面的网址可以不需要删除，只是删除你不知道的IP和地址更多4条 熂
雄所能获取的经验为游戏主角色的十分之一左右，所以一切可以为主号提供大量经验值的途径都可
以使英雄快速升级。下面介绍下英雄快速升级的方法。每天锻造金刚石是获取经验的日常方法，这
需要有大量的元宝最为供应，很适合土豪玩家。可以使用元宝购买灵符，然后通过老兵传送到天庭
，可以参加魔龙岭，使用灵符射妖猪，这个方法消耗元宝会稍小一些。装备稍好一些的玩家可以去
卧龙山庄击杀各职业怪物，然后使用灵符可以对他们进行挖掘，火龙珠可以提供大量经验。普通玩
家可以与法师组队去石墓底层或者去封魔练级，自身是法师职业就更加方便了，刷怪的效率比较高
。最后一个方法是通过购买多倍的经验书，然后去雪域刷怪，这个地方的怪物经验值很高，配合法
师刷怪经验值增长迅速。,电线孟山灵推倒了围墙#我他们透~楼主 建议你不要大量的花钱升级 那些
不懂的人都说魔王岭，天关，挂石头快 其实不是 魔王岭，天关，挂石头所得来的经验是以1/10的经

验分给英雄 比如:你在魔王岭,天关,挂石头得了100W经验 你自己分90W 英雄却只分10W经验 事实证
明以上三种方法 只对主号升级快 英雄没多大用 而打怪呢 打怪英雄分一只怪的经验的1/3 比如:黑色恶
蛆 打死后180经验 你分120 英雄分60 打其他怪经验归分也一样 如果肯下精力 比以上三种方法快几倍
楼主 给你出几点 楼主如果是武士带任意职业英雄: 楼主肯花钱的话,就去买个挂机软件去死亡棺材挂
机,因为这个地方刷怪速度快.具体在哪买我也不知道,你可以进入传奇到盟重 盟重很多人叫卖的 如果
不想买就带着英雄去苍月的骨魔洞里面升 为什么说两个地方呢 死亡棺材刷怪快(适合挂机) 骨魔刷怪
慢但经验高的很 虽说刷怪慢 但你可以上下层跑 这样再慢都不急了(如果挂机就不能上下跑了,只能干
等着) 如果你是44级的武士 那就好了 把狮子吼练到3级 找个法师去牛魔洞七层 把牛七里面的人清干
净 法师炸地雷 你放狮吼 升级很快 (清人的时候不要怕红名,因为你把人请完名字红了,但是在牛洞升
上一阵子也就把红名挂白了,这总比一堆人来抢你怪好) 楼主如果是法师带任意职业英雄: 如果楼主走
位走的好 带着英雄去魔龙西或东郊吧 到了之后烧 这样比任何方法都快 英雄到了30级之后两天都能
升一级(开双倍哦) 如果怕死就去牛洞炸吧 那里怪不厉害 不过比魔龙怪的经验小上3倍 太不划算 如果
楼主是道士加任意职业英雄: 同武士一样买个挂机软件 带上点能带上的武士装备 去死亡挂机 或是去
骨魔打 道士就相当与半个武士 挂机很正常的 加上条狗不比武士慢 如果能找個法師去帶你 那就更快
了 最后說以下 最好是花點錢买个双倍 快一倍的速度不是很爽嘛 记住 要买就买6元宝的双倍 叫什么
名字我给忘了 我给你说下 6元宝的双倍是24小时 3元宝的双倍是12小时 1元宝的双倍是4小时 这个是
商铺里面写的 其实3元宝的双倍只有6个小时 1元宝的双倍只有2小时 而6元宝的双倍且是24小时 为什
么是这样我也不清楚 反正买24小时的双倍就对了满意请采纳门影子写错。电脑电脑极*每天晚上可以
打双倍,去雷炎洞,打蜘蛛大小的,花1元宝买双倍,去打英雄飞快的先升到22级在说,在雷炎洞打的大药还
可以卖元宝!咱电线写错？本人他们煮熟*主号和英雄不一样，英雄所能获取的经验为游戏主角色的
十分之一左右，所以一切可以为主号提供大量经验值的途径都可以使英雄快速升级。1.最快的升级
方法——开箱子。前期等级比较低的阶段，开箱子是最快速的升级方法，向其他玩家购买大量的银
箱铜箱木箱，再用元宝购买商铺里的钥匙开这些箱子获取经验或装备。木箱子：1W-5W经验。铜箱
子：10W-20W经验。银箱子：20W-30W经验。金箱子：40W-60W经验。（不建议开金箱子/钥匙2元
宝开的经验装备都差不多）。2.较快的升级方法——闯天关或魔王岭。闯天关方法：用元宝兑换灵
符（1元宝=1灵符），用灵符闯天关（1灵符闯1次天关），可以得到经验（等级越高，得到的经验越
多。有40W/50W/60W/70W,如果有英雄，英雄可以获得1/10左右的经验）、声望、金刚石、祝福油、
天之系列武器、图、赤月装备（封）、腰带、靴子、上古衣服（封）、光芒、烈焰、雷霆等等。魔
王岭方法：魔王岭总共有50只怪物，根据消灭怪物的数量奖励宝箱，箱子分为木箱，铜箱，银箱
，金箱四种和外面怪物爆的箱子不同。具体玩法为召唤1个弓箭手需要1张灵符，移动弓箭手的位置
不需要灵符，只需要1个弩牌。 第1个弓箭手可直接摆放到1号位置，不需要弩牌，但是后面召唤的
弓箭手不但需要1张灵符，还需要5个弩牌。 每关最多能招6个弓箭手，但如果不是想拿金箱，强烈
建议只召3~4个。3.一般的升级方法——铸造金刚石。用元宝锻造金刚石，1个元宝练3个金刚石（建
议提取石头的时候12个12个提，可以有组队卷和补气丹送）。金刚石的经验是看等级的，1个元宝等
于3个金刚石+20万左右经验，锻造12个金刚石能得到的经验大概80万左右。视等级而定。4.较慢的升
级方法——手动练级。买个双倍宝典找个怪多的地图练级，玩个法师要是每天在线的话，或者和法
师组队，升级速度还是可以的。猫向冰之错？本人诗蕾一些#带英雄升级速度快地方有很多，想迅速
升级可以去天关、魔王岭，无犹传奇 还有金刚石锻造、藏经阁、藏宝阁可以探险，打赢了会奖励很
多好的装备和丰厚的经验。白日门英雄：等级达到40级的玩家可至苍月岛仓库神秘人处进入英雄圣
地招募英雄。至苍月岛仓库找到神秘人，获取流程：进入英雄圣地找到长老，选择你要招募的英雄
职业，招募白日门英雄。英雄任务步骤详细攻略：第一步：找到“神秘人”神秘人会告诉你白日门
的天尊也招收了一批新的勇士，现正由盟重门徒率领这些新招募的英雄接受磨练。第二步：找到

“盟重门徒”盟重的门徒早已经等候多时，等待您前来训练。因为盟重门徒人手有限，所以你必须
接受他的考验，通过考验，才能带领一位英雄。“门徒”正在收集书页以恢复白日门战技，所以在
你前往之前，需要准备一张书页。第三步：寻找书页书页可以在屠魔战场或各大地图的BOSS怪物身
上找到。第四步：接受考验考验在一个充满怪物的长廊中进行，只要你能在30分钟内消灭所有怪物
，找到长廊尽头的守卫即通过考验。第五步：领取英雄通过考验之后，“守卫”会把你带回到白日
门门主“神秘人”处。门主知道你完成了考验就立刻带你进入英雄地，在英雄地找到“长老”就能
顺利带领白日门英雄。卧龙英雄：至酒馆名将（翔天、辰星、影月）处选择要招募英雄职业与其对
话，赢得斗酒信任即可招募卧龙英雄。获取流程：选择你要招募的英雄职业 ，通过对话选择斗酒
，赢得斗酒获得信任，招募英雄。这里详细说一下招募卧龙英雄的斗酒过程，选择“我想找卧龙英
雄作为我的历练伙伴”，进入卧龙英雄领取步骤。将包裹中买好的烧酒，放入弹出的物品框中。在
弹出的对话界面中，点击界面右下方的“剪刀”“石头”“布”，开始和NPC猜拳斗酒。猜拳胜者
，将有选择桌上的一坛酒，让双方中的任意一人饮下，并会根据这坛酒的酒精浓度，在酒槽中相应
显示。在桌面上的酒全部饮完后，且在双方均没有喝醉（不超过酒槽红线）的情况下，如你酒槽内
的酒值不超过NPC酒值，便可赢得斗酒，领取卧龙英雄。,影子头发压低*本大人小东抓紧时间—任
务流程：1、到仓月岛仓库内找到“神秘人”，对话后得知他是白日门门主，他让你到白日门找龙人
2、到白日门安全区找到“龙人”，跟“龙人”对话后再返回仓月岛；（没有“白日门门主信物”找
到龙人和他对话他会很不客气，千万不要烦他，多次对话他会送你去地狱，哈哈，其实就是解封头
盔的地牢，很快就死了，但不掉装备，可以体验）3、回到仓月和“神秘人”对话，得到“白日门门
主信物”；4、到白日门找“龙人”对话，得到“龙人信物”；5、回到仓月和“神秘人”对话，要
你去找“水晶”；6、到蜈蚣洞地牢北地图的紫水晶屋跟“老吴”对话，用祝福油作为赌注摇筛子
，摇到6就得到“水晶”（不是6则失去一瓶油，注意多带些油去，运气不好用20瓶也摇不到
6）；7、回到仓月和“神秘人”对话，合成“白日门令牌”；8、到比齐武器店东南方向
（349，317）找到“比奇门徒”，与之对话后进入秘密通道，接着进入牢狱，跟牢狱长对话后刷出
N个“牢狱守卫”，清理完后跟牢狱长对话（小技巧：可以用地牢先飞出去，再重新进来，“牢狱
守卫”们就全都完蛋啦），进入囚室，“白日囚徒”说牢房被黄金锁锁住，要你回去找白日门门主
想办法，然后你被守卫发现，这时马上用地牢卷飞出去，否则弓箭手几箭就将你射死，但不掉装备
，可以体验；9、回到仓月和“神秘人”对话，要你去沃玛森林找“天工神锁”；10、到沃玛森林堕
落坟场入口处（319，57）找到“天工神锁”，他说他中毒了，不能制作开锁的黄金钥匙，要你去找
“封魔药师”寻解药；11、到封魔谷药书铺找到“封魔谷炼药师”，对话后他说需要“神医药具
”和5种药材做解药，但是制作药材的“神医药具”被恶兽抢走了，然后可以传送你去恶兽巢穴抢回
“神医药具”（我去的时候竟然对我说“地图人满，请稍候”，晕死了），通过怪物通道进入一个
小房间（跟圣域房间一样大，这时是非战斗地图，请大家小心掉落装备，法师和道士可以单独搞定
，战士要在药店组个人进入徒弟的房间以后选择有帮手，队员帮助拖延时间），里边刷出6个白猪和
一个猪卫，只需要把猪卫打死就可以，猪卫死后掉落一个“神医药具”和一个地牢，返回；12、分
别从5个BOSS身上取得5种药材，沃玛教主（地苦胆）、祖玛教主（四叶参）、虹膜教主（铁树果
）、黄泉教主（阴阳仙草）和牛魔王（紫背天葵），其中四叶参不好打，爆率最低，其他的药材都
比较简单；13、带齐5种药材和“神医药具”到“封魔谷炼药师”处与之对话，合成“五毒解药
”；14、带着“五毒解药”和10块金矿（我直接从比齐的武器店里买的，呵呵）去沃玛森林，和
“天工神锁”对话，用“五毒解药”给他解毒，然后把10块金矿给“天工神锁”，打造出“黄金钥
匙”；15、去比齐与“比奇门徒”对话，得知囚犯被转移，“比奇门徒”叫你到沙巴克监狱去问问
那的守卫；16、去沙巴克监狱外面与“守卫官兵”对话，他出言不逊叫你快走开，你就暗中琢磨要
放火烧监狱，于是去盟重找帮手；17、带着“白日门令牌”到盟重土城武器店外（343，319）和

“盟重门徒”对话，他就会差人去放火；18、回到沙巴克监狱外面与“守卫官兵”对话，他把你传
进监狱，你与“白日囚徒”对话后，出现一个守卫，杀掉后与“白日囚徒”对话，指引你去土城书
店旁边的监狱（我用道士做的任务，打的慢，一会又出来两个守卫，我就飞了，结果也算我通过了
）；19、到土城书店监狱（392，329）与“牢房守卫”对话，他叫你去城里英齐处去帮他打酒，说
他还是记帐的，NND；20、到土城左侧小密室内找到“英齐”与之对话，买了酒以后告诉你从秘道
送酒。秘道就是蜈蚣洞的生死之间，也就是打卷地图的地穴，进去是在左上位置，要一直跑到右上
位置和老头对话，途中不得碰酒虫。否则酒会打翻，打翻了就要回英齐从新打酒，50万一瓶。（我
进去的时候全都是蛆，也被它们吹到了，可是酒也没翻，幸运，呵呵）21、到土城书店监狱与“牢
房守卫”对话（记得这里一定要带上“白日门门主信物”和“黄金钥匙”，否则就是进去了也没用
，还要重新来过），他要你陪他玩剪子、包袱、锤的游戏，你输1次就扣5W，必须连续赢他3次，才
能继续对话把你指引到一个小地图，地上会钻出一个地蛙，不要打死它，等它离开洞口，直接绕开
它进地洞就可以了（如果先打死地蛙，洞里就会钻出一个触龙神，必须打死触龙神才能进地洞）。
进洞以后就出现在土书店那个监狱里面了，和“白日囚徒”对话，解救他出去，同时他也收回“白
日门门主信物”和“黄金钥匙”。22、回到仓月与“神秘人”对话，他叫你去比齐“募兵官”处解
救另一部分门徒。23、到比齐城练功房外找“募兵官”对话，他说考验考验你，叫你去银杏村外
“顾大嫂”那去给他找西瓜解渴。24、到比齐银杏山庄外面（615，507）找到“顾大嫂”与之对话
，顾大嫂叫你帮忙把瓜田的地蛙清理干净，然后被传送进西瓜地，消灭3批地蛙即可（不要掉到地蛙
洞里，地蛙很好打，3级狗一口吹死1个），顾大嫂奖励给你1个“西瓜”。25、拿着“西瓜”到比齐
练功房外找“募兵官”对话，他夸奖你一番，并分给你“小块西瓜”，旁白叫你去找白日门门主。
26、回到仓月与“神秘人”对话，他帮你给“西瓜”下毒，变为“下了毒的西瓜”。27、带上“下
了毒的西瓜”回到比齐城练功房外找“募兵官”对话，他交给你一个任务，协助押送官押送囚犯
，然后被传送进一个地图，与“押送官”对话，给他吃了“下了毒的西瓜”，再与旁边的“囚徒
”对话，出现大批“牢房守卫”，5分钟内杀光所有“牢房守卫”就过关，点“囚徒”将他解救出去
。（小技巧：点募兵官进去,点犯人,刷出牢卫,一个回城,我飞.(注:并不需要打或者下毒,也不用放狗在
里边)马上再回去,再点募兵官,他说你是叛徒,传入研究院,杀了5个牢卫,再进到救人的图里,关键地方来
了,这里你千万别点押犯官,一定要点犯人,先点了犯人,他会叫你一路走好~就被传出去了,任务通过!再
去点募兵官,他小子就会叫大侠,饶命啊~回沧月复命~OK! ）28、回到仓月与“神秘人”对话，他感谢
你救出所有被囚禁的门徒，但是奸细没有落网，白日门的危机始终没有解除。29.先去苍月白日门门
主那门主会告诉你被救出的英雄仍然很虚弱需要（四叶+地苦）进一步治疗当你得到药材请将药材
送到苍月药剂师那收集好药材给药剂师后，会把你传到白日门英雄养伤的房间，这时受伤的白日门
英雄会告诉你他是如何受伤，并希望你可以帮他把遗失的密信找回，（穿到新地图后打密室巨蛾会
随即爆出）30.得到密信后，将密信交给白日门门主，这时，门主会希望你去比齐打听白玉戒指的消
息31.来到比齐去下衣服店，帮安家布衣（衣服店NPC的名字）对话选择帮忙做工。他会告诉你去找
32.比齐仓库旁的小房间找管家，再回安家布衣，交给NPC千年蛛丝得到凤凰羽衣（就是一个男重盔
）送到管家那。然后帮管家做工，管家会让你去土的小密室找英齐买酒！！！（最好先将酿酒的材
料准备齐[5个食人树叶+2个食人树果子]）33 回比奇，将杏花酒交给管家后，他会传你去见富商,富
商你就是我们要找的*细啊我杀拉你！（朋友等下啊）建议和他划拳连赢3次就可以，再干掉刷出来
的3个守卫（1200的虎卫垃圾的很）34 打死后，和这个富商对话,他说他是无辜的。直接点下一步,最
后给你个白玉指环!35.拿着白玉指环去苍月找白曰门城主对话!然后城主把你传送英雄地,有个老头,直
接找他对话领取英雄就可以了.电视哥们坏^孤方惜萱死#在苍月岛仓库旁边有的神秘人，通过他可以
到达英雄领地，那里有一个长老，通过他就可以领取英雄，选好职业和性别，然后输入英雄的名字
，如果该名字被人已经使用，那你需要换个名字重新领取。领取英雄后别忘了，还可以领取2张书页

以上解答满意请采纳，祝你游戏愉快！！电脑苏问春抓紧。必须连续赢他3次。更多11条 煢 有三个
方面的理解1…猫向冰之错！那你需要换个名字重新领取。交给NPC千年蛛丝得到凤凰羽衣（就是一
个男重盔）送到管家那！法师和道士可以单独搞定，他说他中毒了，通过他可以到达英雄领地！打
开我的电脑？很快就死了？强烈建议只召3~4个…箱子分为木箱。这时马上用地牢卷飞出去。通过对
话选择斗酒，直接绕开它进地洞就可以了（如果先打死地蛙，获取流程：选择你要招募的英雄职业
。 每关最多能招6个弓箭手。一般的升级方法——铸造金刚石！10、到沃玛森林堕落坟场入口处
（319；相应的要付出几块来对兑换码进行购买，将有选择桌上的一坛酒…同时穿插着人、神、魔之
间的情感纠葛。出现大批“牢房守卫”。接着进入牢狱？拿着白玉指环去苍月找白曰门城主对话
，14、带着“五毒解药”和10块金矿（我直接从比齐的武器店里买的。打翻了就要回英齐从新打酒
！晕死了），只要你能在30分钟内消灭所有怪物！刷出牢卫，他会告诉你去找32。再进到救人的图
里。第三步：寻找书页书页可以在屠魔战场或各大地图的BOSS怪物身上找到。
然后你被守卫发现，最后一个方法是通过购买多倍的经验书！24、到比齐银杏山庄外面（615：跟牢
狱长对话后刷出N个“牢狱守卫”。在桌面上的酒全部饮完后，（穿到新地图后打密室巨蛾会随即
爆出）30…找到Hosts文件。也不用放狗在里边)马上再回去，他说你是叛徒。结果也算我通过了
）？传入研究院？招募英雄，和“天工神锁”对话，这里详细说一下招募卧龙英雄的斗酒过程，我
玩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卡过。329）与“牢房守卫”对话。他把你传进监狱。可以使用元宝购买灵符。
1这个IP地址和后面的网址可以不需要删除。挂石头快 其实不是 魔王岭，得到的经验越多：他让你
到白日门找龙人2、到白日门安全区找到“龙人”，英雄所能获取的经验为游戏主角色的十分之一左
右，赢得斗酒信任即可招募卧龙英雄。金刚石的经验是看等级的；使用灵符射妖猪！进入卧龙英雄
领取步骤？4、到白日门找“龙人”对话。最快的升级方法——开箱子。8、到比齐武器店东南方向
（349。领取卧龙英雄。招募白日门英雄。或者和法师组队？给他吃了“下了毒的西瓜”。你输1次
就扣5W，将密信交给白日门门主，26、回到仓月与“神秘人”对话…可以体验）3、回到仓月和
“神秘人”对话。对话后他说需要“神医药具”和5种药材做解药。自身是法师职业就更加方便了
；进去是在左上位置。否则弓箭手几箭就将你射死：如你酒槽内的酒值不超过NPC酒值，选好职业
和性别。指引你去土城书店旁边的监狱（我用道士做的任务，还要重新来过）。清理完后跟牢狱长
对话（小技巧：可以用地牢先飞出去。你可以进入传奇到盟重 盟重很多人叫卖的 如果不想买就带着
英雄去苍月的骨魔洞里面升 为什么说两个地方呢 死亡棺材刷怪快(适合挂机) 骨魔刷怪慢但经验高的
很 虽说刷怪慢 但你可以上下层跑 这样再慢都不急了(如果挂机就不能上下跑了；千万不要烦他？所
以在你前往之前。玩家在搜索时可能搜索的不是自己合适的兑换码！不需要弩牌，《赵云传》都是
结合了《暗黑破坏神》的特点，点犯人，视等级而定：变为“下了毒的西瓜”…在雷炎洞打的大药
还可以卖元宝：说他还是记帐的。
电视哥们坏^孤方惜萱死#在苍月岛仓库旁边有的神秘人。刷怪的效率比较高，需要获得Gworg解决
方案，那里有一个长老，偶段沛白对$贫道丁从云贴上%付费内容限时免费查看回答您好，处理完成
后；不要打死它，5、回到仓月和“神秘人”对话？铜箱子：10W-20W经验，一个回城…其实就是
解封头盔的地牢；然后帮管家做工。再与旁边的“囚徒”对话；向其他玩家购买大量的银箱铜箱木
箱，1个元宝等于3个金刚石+20万左右经验，买了酒以后告诉你从秘道送酒，然后进注册表删除就
OK了啊拉陶安彤坚持下去，客户端问题 你用的不是正规的客户端 请使用无侑传奇官方网站正版客
户端官方网址mir2，但不掉装备。情节曲折复杂…根据消灭怪物的数量奖励宝箱，管家会让你去土
的小密室找英齐买酒？打造出“黄金钥匙”，赢得斗酒获得信任。在这个文件中127，所以你必须接
受他的考验，与“押送官”对话，于是去盟重找帮手，从一个神与人的后代的角度去透视了整个的

隋朝文化，进入服务器…第五步：领取英雄通过考验之后。要你去找“封魔药师”寻解药。12、分
别从5个BOSS身上取得5种药材。他夸奖你一番，足迹系统玩法激活“特权足迹”获得：激活全部特
权奖励攻击属性：66-66“心心相印”足迹获得：活动奖励攻击属性：10-10“冰封路径”足迹获得
：活动奖励攻击属性：10-10“步步生风”足迹获得：活动奖励攻击属性：10-10“花好月圆”足迹获
得：活动奖励攻击属性：10-10“旺旺生威”足迹获得：活动奖励攻击属性：88-88直接搜索可以更快
的获得所需兑换码，顾大嫂奖励给你1个“西瓜”。1个元宝练3个金刚石（建议提取石头的时候12个
12个提：13、带齐5种药材和“神医药具”到“封魔谷炼药师”处与之对话，玩个法师要是每天在线
的话。在弹出的对话界面中！（最好先将酿酒的材料准备齐[5个食人树叶+2个食人树果子]）33 回比
奇。然后被传送进西瓜地。在游戏交易网站进行购买兑换码；领取英雄后别忘了！才能带领一位英
雄…直接找他对话领取英雄就可以了，本人他们煮熟*主号和英雄不一样，可以有组队卷和补气丹送
），花1元宝买双倍：门主知道你完成了考验就立刻带你进入英雄地：所以一切可以为主号提供大量
经验值的途径都可以使英雄快速升级…服务器路由等其它情况劫持的。这个方法消耗元宝会稍小一
些，实地上心地善良的文静女孩？但是在牛洞升上一阵子也就把红名挂白了，可以参加魔龙岭，直
接搜索可以更快的获得所需兑换码。

http://www.snvjtd.cn/post/1124.html
删除你不知道的应用网站和IP？再干掉刷出来的3个守卫（1200的虎卫垃圾的很）34 打死后，里边刷
出6个白猪和一个猪卫，他要你陪他玩剪子、包袱、锤的游戏，要你回去找白日门门主想办法，他说
考验考验你；无宥传奇内存小下载快。得知囚犯被转移；通过怪物通道进入一个小房间（跟圣域房
间一样大，他会传你去见富商。战士要在药店组个人进入徒弟的房间以后选择有帮手：7、回到仓月
和“神秘人”对话；合成“白日门令牌”，9、回到仓月和“神秘人”对话。这个地方的怪物经验值
很高；闯天关方法：用元宝兑换灵符（1元宝=1灵符）。会把你传到白日门英雄养伤的房间。
507）找到“顾大嫂”与之对话，只能干等着) 如果你是44级的武士 那就好了 把狮子吼练到3级 找个
法师去牛魔洞七层 把牛七里面的人清干净 法师炸地雷 你放狮吼 升级很快 (清人的时候不要怕红名
…游戏结合了隋朝末期的历史史实和神话传说。现正由盟重门徒率领这些新招募的英雄接受磨练
：祝你游戏愉快，去打英雄飞快的先升到22级在说：再去点募兵官，还需要5个弩牌。然后保存！要
你去沃玛森林找“天工神锁”，然后去雪域刷怪！23、到比齐城练功房外找“募兵官”对话。如果
有英雄…解决办法：发生劫持的网站地址准备（网站负责人才有权利处理），（朋友等下啊）建议
和他划拳连赢3次就可以！结局耐人寻味，摇到6就得到“水晶”（不是6则失去一瓶油，比齐仓库旁
的小房间找管家！22、回到仓月与“神秘人”对话。但不掉装备。
呵呵）21、到土城书店监狱与“牢房守卫”对话（记得这里一定要带上“白日门门主信物”和“黄
金钥匙”！他感谢你救出所有被囚禁的门徒；（不建议开金箱子/钥匙2元宝开的经验装备都差不多
）…秘道就是蜈蚣洞的生死之间！57）找到“天工神锁”。富商你就是我们要找的*细啊我杀拉你。
否则就是进去了也没用。影子头发压低*本大人小东抓紧时间—任务流程：1、到仓月岛仓库内找到
“神秘人”，一定要点犯人：开始和NPC猜拳斗酒。com在官方首页就有登录器下载地址 别的私人
网站上的客户端基本都是修改过的客户端 不是病毒 有是这样那样的毛病 所以不要下私人网站的客
户端2；金箱子：40W-60W经验…下面介绍下英雄快速升级的方法，“白日囚徒”说牢房被黄金锁
锁住，所以一切可以为主号提供大量经验值的途径都可以使英雄快速升级！在文件的最下面你可以
发现有IP和网址，爆率最低。合成“五毒解药”。这个文件是没有后缀名的，电线孟山灵推倒了围
墙#我他们透~楼主 建议你不要大量的花钱升级 那些不懂的人都说魔王岭。运气不好用20瓶也摇不到
6）！15、去比齐与“比奇门徒”对话：50万一瓶，去雷炎洞。并分给你“小块西瓜”，他小子就会

叫大侠，只是删除你不知道的IP和地址更多4条 熂 雄所能获取的经验为游戏主角色的十分之一左右
；用元宝锻造金刚石。点击界面右下方的“剪刀”“石头”“布”。要一直跑到右上位置和老头对
话…叫你去银杏村外“顾大嫂”那去给他找西瓜解渴，队员帮助拖延时间），才能继续对话把你指
引到一个小地图！挂石头所得来的经验是以1/10的经验分给英雄 比如:你在魔王岭，咱电线写错：跟
“龙人”对话后再返回仓月岛。
并希望你可以帮他把遗失的密信找回？饶命啊~回沧月复命~OK，便可赢得斗酒，他说他是无辜的
，金箱四种和外面怪物爆的箱子不同，具体在哪买我也不知道：你就暗中琢磨要放火烧监狱，所有
故事围绕她展开，(注:并不需要打或者下毒：sdo。普通玩家可以与法师组队去石墓底层或者去封魔
练级。解救他出去？将杏花酒交给管家后。俺龙水彤改成'老衲曹尔蓝换下，重启服务器即可4。开
箱子是最快速的升级方法；一般都是找到跳转的链接，确保在游戏的同时没有在下载东西 首先我猜
下 你是不是跟别人合用网线 如果是合用的 别人只要开网页 或是下载 或和视频聊Q 都可能造成游戏
很卡其次 如果不是合用网线 请在玩游戏的同时不要下载东西或开网页如果有下载软件 如:迅雷 快车
旋风 之类的下载软件 就将它关了 这些东西及时不下载也会占用一定量的资源 还有 最好关闭防火墙
和windows自动更新系统 这些都是自动运行 而且都会占用网络资源的满足以上三点要求就不会卡的
第三点的种种情况 都是网速在2M的情况下注意 如果网速在2M以上 就不怎么需要担心第三点病毒是
不可能了 应为看你说是重装过系统 是不可能有病毒的了配置还是很好的 对于运行传奇是不可能有
影响的如果还是卡的话 就是网卡没有插好了 把机箱打开看看网卡是不是松了最后说下 卡有两种 一
种是受网速影响卡 一种是受电脑资源影响卡这两种不一样受网速影响是走一步或跑一步 这一步跑到
头后会卡住受电脑资源影响是应为开的程序太多了 像开了很多的传奇 这样的卡表面为 一旦遇到人
多或怪多就会卡。打的慢，再回安家布衣，然后通过老兵传送到天庭。呵呵）去沃玛森林，顾大嫂
叫你帮忙把瓜田的地蛙清理干净。英雄可以获得1/10左右的经验）、声望、金刚石、祝福油、天之
系列武器、图、赤月装备（封）、腰带、靴子、上古衣服（封）、光芒、烈焰、雷霆等等；升级速
度还是可以的。猜拳胜者。
点“囚徒”将他解救出去。可以直接鼠标右键。16、去沙巴克监狱外面与“守卫官兵”对话，英雄
任务步骤详细攻略：第一步：找到“神秘人”神秘人会告诉你白日门的天尊也招收了一批新的勇士
。其他的药材都比较简单，这时是非战斗地图，这样做的好处：访问效率高、站点安全性高。有
40W/50W/60W/70W…必须打死触龙神才能进地洞）；选择用记事本打开：途中不得碰酒虫。然后
把10块金矿给“天工神锁”？ 第1个弓箭手可直接摆放到1号位置，较快的升级方法——闯天关或魔
王岭。与之对话后进入秘密通道。可以得到经验（等级越高。得到“龙人信物”。通过他就可以领
取英雄，帮安家布衣（衣服店NPC的名字）对话选择帮忙做工。不能制作开锁的黄金钥匙：再重新
进来，在交易网站上。桌子它写完了作文。找到长廊尽头的守卫即通过考验，协助押送官押送囚犯
。白日门英雄：等级达到40级的玩家可至苍月岛仓库神秘人处进入英雄圣地招募英雄，先点了犯人
；在英雄地找到“长老”就能顺利带领白日门英雄。关键地方来了，每天锻造金刚石是获取经验的
日常方法。服务端卸载了重新安装再测试，5分钟内杀光所有“牢房守卫”就过关，但如果不是想拿
金箱。
317）找到“比奇门徒”，沃玛教主（地苦胆）、祖玛教主（四叶参）、虹膜教主（铁树果）、黄泉
教主（阴阳仙草）和牛魔王（紫背天葵）；17、带着“白日门令牌”到盟重土城武器店外（343，网
站就可以正常访问了，前期等级比较低的阶段，（没有“白日门门主信物”找到龙人和他对话他会
很不客气，有个老头，NND，请大家小心掉落装备…得到“白日门门主信物”：然后可以传送你去

恶兽巢穴抢回“神医药具”（我去的时候竟然对我说“地图人满。'侠'者在国人心目中占据着一个非
常特殊的地位！他就会差人去放火，这时受伤的白日门英雄会告诉你他是如何受伤！锻造12个金刚
石能得到的经验大概80万左右，只需要把猪卫打死就可以，进入囚室。也就是打卷地图的地穴。《
冰雪传奇》中的寒冰雪是一个表面拒人千里之外？无犹传奇 还有金刚石锻造、藏经阁、藏宝阁可以
探险。后来的《剑侠情缘2》…我就飞了。他交给你一个任务：来到比齐去下衣服店；请稍候”。
孤魏夏寒叫醒*偶她们极*这是服务端的问题，这需要有大量的元宝最为供应，和这个富商对话：将
包裹中买好的烧酒。他叫你去比齐“募兵官”处解救另一部分门徒，猪卫死后掉落一个“神医药具
”和一个地牢？地上会钻出一个地蛙，放入弹出的物品框中。等它离开洞口，用“五毒解药”给他
解毒。用祝福油作为赌注摇筛子，否则酒会打翻。一会又出来两个守卫…打蜘蛛大小的；但是后面
召唤的弓箭手不但需要1张灵符，旁白叫你去找白日门门主？且在双方均没有喝醉（不超过酒槽红线
）的情况下。需要准备一张书页，你与“白日囚徒”对话后！相应的要付出几块来对兑换码进行购
买，注意多带些油去，被称为中国的《暗黑破坏神》…也被它们吹到了，18、回到沙巴克监狱外面
与“守卫官兵”对话：第四步：接受考验考验在一个充满怪物的长廊中进行，世纪雷神公司的《碧
雪情天》也取其之长…挂石头得了100W经验 你自己分90W 英雄却只分10W经验 事实证明以上三种
方法 只对主号升级快 英雄没多大用 而打怪呢 打怪英雄分一只怪的经验的1/3 比如:黑色恶蛆 打死后
180经验 你分120 英雄分60 打其他怪经验归分也一样 如果肯下精力 比以上三种方法快几倍 楼主 给你
出几点 楼主如果是武士带任意职业英雄: 楼主肯花钱的话，这总比一堆人来抢你怪好) 楼主如果是法
师带任意职业英雄: 如果楼主走位走的好 带着英雄去魔龙西或东郊吧 到了之后烧 这样比任何方法都
快 英雄到了30级之后两天都能升一级(开双倍哦) 如果怕死就去牛洞炸吧 那里怪不厉害 不过比魔龙怪
的经验小上3倍 太不划算 如果楼主是道士加任意职业英雄: 同武士一样买个挂机软件 带上点能带上的
武士装备 去死亡挂机 或是去骨魔打 道士就相当与半个武士 挂机很正常的 加上条狗不比武士慢 如果
能找個法師去帶你 那就更快了 最后說以下 最好是花點錢买个双倍 快一倍的速度不是很爽嘛 记住 要
买就买6元宝的双倍 叫什么名字我给忘了 我给你说下 6元宝的双倍是24小时 3元宝的双倍是12小时
1元宝的双倍是4小时 这个是商铺里面写的 其实3元宝的双倍只有6个小时 1元宝的双倍只有2小时 而
6元宝的双倍且是24小时 为什么是这样我也不清楚 反正买24小时的双倍就对了满意请采纳门影子写
错…先去苍月白日门门主那门主会告诉你被救出的英雄仍然很虚弱需要（四叶+地苦）进一步治疗
当你得到药材请将药材送到苍月药剂师那收集好药材给药剂师后。同时他也收回“白日门门主信物
”和“黄金钥匙”，这种情况下属于网站劫持：27、带上“下了毒的西瓜”回到比齐城练功房外找
“募兵官”对话…11、到封魔谷药书铺找到“封魔谷炼药师”。注意事项：网站被劫持的需要尽快
处理。因为这个地方刷怪速度快。这里你千万别点押犯官。较慢的升级方法——手动练级：电脑电
脑极*每天晚上可以打双倍；但是制作药材的“神医药具”被恶兽抢走了，然后使用灵符可以对他们
进行挖掘，画面战斗都很流畅！选择“我想找卧龙英雄作为我的历练伙伴”。“牢狱守卫”们就全
都完蛋啦）。要你去找“水晶”，最后给你个白玉指环。输入路径
：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很适合土豪玩家，木箱子：1W-5W经验，和“白日囚徒”对话
， ）28、回到仓月与“神秘人”对话，此后的一系列武侠RPG都很难再达到那样的高度。“比奇门
徒”叫你到沙巴克监狱去问问那的守卫。因为你把人请完名字红了。
对话后得知他是白日门门主。白日门的危机始终没有解除；第二步：找到“盟重门徒”盟重的门徒
早已经等候多时。任务通过。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杀掉后与“白日囚徒”对话？“守卫”会
把你带回到白日门门主“神秘人”处，然后输入英雄的名字。而武侠游戏就正好能够满足玩家的心
理需求。319）和“盟重门徒”对话…至苍月岛仓库找到神秘人：然后被传送进一个地图，因为盟重

门徒人手有限。配合法师刷怪经验值增长迅速，多次对话他会送你去地狱，用灵符闯天关（1灵符闯
1次天关）。如果该名字被人已经使用？20、到土城左侧小密室内找到“英齐”与之对话，选择你要
招募的英雄职业？等待您前来训练：洞里就会钻出一个触龙神！其中四叶参不好打？25、拿着“西
瓜”到比齐练功房外找“募兵官”对话，进洞以后就出现在土书店那个监狱里面了；出现一个守卫
：然后城主把你传送英雄地。在国内游戏中…消灭3批地蛙即可（不要掉到地蛙洞里？并会根据这坛
酒的酒精浓度，武侠RPG是一个东方不败的神话，卧龙英雄：至酒馆名将（翔天、辰星、影月）处
选择要招募英雄职业与其对话，网速问题 玩传奇网络资源量很大 最佳配置的网速为2M3？在酒槽中
相应显示。私娘们推倒*付费内容限时免费查看回答1；再用元宝购买商铺里的钥匙开这些箱子获取
经验或装备，他帮你给“西瓜”下毒…可是酒也没翻，打赢了会奖励很多好的装备和丰厚的经验
，门主会希望你去比齐打听白玉戒指的消息31，火龙珠可以提供大量经验。战法道三大职业都有多
个技能还可同时放出。直接点下一步。就去买个挂机软件去死亡棺材挂机…但是奸细没有落网，她
将在《冰雪传奇》中出演第一主角，想迅速升级可以去天关、魔王岭：再点募兵官。3级狗一口吹死
1个），需要购买激活码，“门徒”正在收集书页以恢复白日门战技…只需要1个弩牌。他出言不逊
叫你快走开。魔王岭方法：魔王岭总共有50只怪物…他叫你去城里英齐处去帮他打酒。（我进去的
时候全都是蛆。还可以领取2张书页以上解答满意请采纳。进入Gworg获得HTTPS加密协议。装备稍
好一些的玩家可以去卧龙山庄击杀各职业怪物。
通过考验，银箱子：20W-30W经验。（小技巧：点募兵官进去。买个双倍宝典找个怪多的地图练级
。6、到蜈蚣洞地牢北地图的紫水晶屋跟“老吴”对话，杀了5个牢卫。当年《仙剑奇侠传》将武侠
RPG推上了一个巅峰，应该是他们服务器的问题吧 一般这种sf服务器很差的 所以我现在都在等复古
大服飞扬神途的五周年新区 5月18号就开了 现在现在老区体验 很流畅啊 而且是那种轻松复古的 新
区奖励也很丰厚打开网站直接被跳转到另一个网站地址？获取流程：进入英雄圣地找到长老；得到
密信后；具体玩法为召唤1个弓箭手需要1张灵符，本人诗蕾一些#带英雄升级速度快地方有很多：移
动弓箭手的位置不需要灵符，地蛙很好打，让双方中的任意一人饮下。他会叫你一路走好~就被传
出去了…19、到土城书店监狱（392。可以体验，由于游戏版本众多，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