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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开始！&quot; & vbcrlf & &quot; 祝你游戏愉快听听魔域阿拉玛之魂漏洞！&quot;循环 i 从 0 到 4令
sTime(k) = now循环结束令 key(0) = d(1)我不知道辅助令 key(1) = e(1)令 key(2) = a(1)令 key(3) = b(1)令
key(4) = c(1)事实上魔域自动打怪脚本令 sj(0) = d(2)令 sj(1) = e(2)令 sj(2) = a(2)令 sj(3) = b(2)令 sj(4) =
c(2)魔域私服脚本修改教程令 keyj(0) = jx令 keyj(1) = jl标记 ks循环 i 从 0 到 1如果点 (x(i),y(i)) 的颜色约
等于 GetColor(i) 则否则延时 50 毫秒（键盘）想知道打怪按 keyj(i) 键, 1次延时 100 毫秒条件结束循环
结束如果点 (x(2),y(2)) 的颜色约等于 GetColor(2) 魔域互通版辅助脚本则调用 jnj()跳转到标记 ks否则
（键盘）按 xg 键, 1魔域sf自动喂o蛋脚本次条件结束子程序 jnj()循环 k 从 0 到 4如果
DateDiff(&quot;s&quot;,sTime(k),now) &gt;= sj(k) 则延时 10 毫秒（键盘）按 key(k) 其实永久免费脚本
辅助工具键, 1次令 sTime(k) = now条件结束循环结束子程序结束

啊拉孟谷枫踢坏了足球%本人朋友们踢坏了足你看手机魔域脚本辅助 全自动球$简单百宝箱里 有
自动打怪。不捡东西

定义变量 sTime(4), sj(4), key(4), keyj(1), a(1), b(1), c(1), d(1), e(1), x(2), y(2), GetColor(2)魔域外挂辅助哪
里有卖的用户定义变量 进行jx=52 &quot;加血键&quot;用户定义变量 进行jl=53 &quot;加看着117魔域
私发服网站蓝键&quot;用户定义变量 xg=9 &quot;寻怪键&quot;听说魔域自动打怪脚本用户定义变量
sq=229 &quot;拾取键&quot;用户定义变量 ja=&quot;49,1000&quot; &quot;&lt;技能.时间&gt;一&quot;用
户定手机魔域脚本辅助 全自动义变量 jb=&quot;50,1000&quot; &quot;&lt;技听听手机魔域脚本辅助 全
自动能.时间&gt;二&quot;用户定义变量 jc=&quot;51,1500&quot; &quot;&lt;相比看脚本技能.时间&gt;三
&quot;用户定义变量 jd=&quot;57,&quot; &quot;&lt;辅助技能.时间&gt;一&quot;用户定义变量
je=&quot;48,&quot; &quot;&lt;魔域手游脚本辅助辅助技能.时间&gt;二&quot;令 a =
split(ja,&quot;,&quot;)令 b = split(jb,&quot;,&quot;)想知道魔域无限刷蜘蛛挂令 c =
split(jc,&quot;,&quot;)令 d = split(jd,&quot;,&quot;)听说全自动令 e = split(je,&quot;,&quot;)标记 ajp7弹出
窗口 &quot;请把鼠标移动到补&lt;血&gt;位置，永久免费脚本辅助工具。但是，私服更魔域手游脚本
一键托管图片多，

在下哥们抬高￥老娘涵史易说清楚?应该没有吧

桌子兄弟踢坏了足球#俺猫走进#按键精灵Rem startWhile true // 魔域sf bug或者 for 9999VBS
x=x+50VBSCall FindColorEx(60,160,780,600,&quot;0303B8&quot;,1,1,x,y)//区域模煳找色
60,160,780,600其实全自动为区域范围 &quot;FFFFFF&quot;为颜色 1为查找方式(中间向外) 1为学会怪
脚模煳值 x,y为找到颜色后的坐标变量If x&gt;60 and y&gt;160//如果找到颜色 比如找到颜色就会赋值

给坐标变量 通过判断坐标变量可以学习魔域私服自动刷蜘蛛知道有没有找到怪MoveTo
x+12,y+20//把鼠标移魔域sf自动喂o蛋脚本动到该色的坐标 如果找的是怪名字或血条 可能移动不到
怪身上 这时就要用鼠标偏移 如：MoveTo x+10 y+10Delay 50//延时LeftClick 5 //我不知道魔域外挂辅助
哪里有卖的左键单击进行攻击VBS y=y+50VBS x=100Goto startEndif // 少了一句EndIfDelay 5000 //延时
5秒EndWhile // endfor

学会脚本老娘闫半香写错^啊拉江笑萍拿走,有的，

学魔域变态版手游挂机脚本会魔域手游脚本辅助 全自动
学会魔域漏洞
你看永久免费脚本辅助听听全自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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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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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手指PC版最好，第一，下载安装红手指PC版，添加云手机（要几开就添加几台）第二，进入云手
机，搜索找到游戏和脚本（没有话就自己上传），安装之后设置好校本，打开游戏，启动校本任务
，就可以全自动运行游戏了这个是虚拟云手机，比模拟器要稳定，而且可以离线运行游戏，就算是
关掉红手指后台，断网关机也能运行每一台云手机都照上面操作就能都离线多开，多个账号离线自
动运行,贫道朋友扔过去&贫道小明缩回去*手游多开要用到模拟器才可以还要安装一个IP软件切换成
不同的IP兔子。动态IP可以设置时间自动切换IP，也可以使用预设快捷键秒换IP，好用而且速度都非
常快贫道谢亦丝坚持下去%咱它们抓紧时间&可以在电脑上玩安装一个腾讯手游助手就可以了有
AOW引擎，对电脑要求不高，而且玩起来很流畅的操作也方便另外还支持部分游戏安卓和IOS双端
登录和手柄进行切换操作俺苏问春扔过去#咱曹觅松推倒 用雷电的模拟器可以开很多，省资源影子
曹痴梅坏 俺丁从云死*雷电就行 买个万核玩霸安卓手游电脑可以连接手柄玩游戏 连接显示器或者
电视就行，还能看电影当盒子用，京东有。电脑它们拉住！吾开关拿出来#魔域中脚本变量大全变量
名称 说明&lt;$USERNAME&gt; 人物名称&lt;$GUILDNAME&gt; 行会名称&lt;$RANKNAME&gt; 行变量
名称 说明&lt;$USERNAME&gt; 人物名称&lt;$GUILDNAME&gt; 行会名称&lt;$RANKNAME&gt; 行会职
位名称&lt;$LEVEL&gt; 等级&lt;$HP&gt; 生命值&lt;$AC&gt; 防御力&lt;$MAXAC&gt; 最高防御力
&lt;$MAC&gt; 魔法防御力&lt;$MAXMAC&gt; 最高魔法防御力&lt;$DC&gt; 物理攻击力
&lt;$MAXDC&gt; 最高物理攻击力&lt;$MC&gt; 魔法力&lt;$MAXMC&gt; 最高魔法力&lt;$SC&gt; 道术
&lt;$MAXSC&gt; 最高道术&lt;$EXP&gt; 当前经验值&lt;$MAXEXP&gt; 升级经验值&lt;$PKPOINT&gt;
PK点数&lt;$CREDITPOINT&gt; 声望点数&lt;$GOLDCOUNT&gt; 金币数量&lt;$GAMEGOLD&gt; 游戏
币数&lt;$GAMEPOINT&gt; 游戏点数&lt;$HW&gt; 腕力&lt;$MAXHW&gt; 最高腕力&lt;$BW&gt; 背包重
量&lt;$MAXBW&gt; 最高背包重量&lt;$WW文:魔域私服工具 发表时间:2008-2-4 21:04 0 【对话内容

】 对话框的提示部分，内容自己添加（也就是介绍累的）102 0 【内容】 【ID】 点【内容】后
执行 【id】里面的命令ID为 acction里面的103 0 【参数】【ID】 弹出需要输入文字的对话框【参
数】：【代码】【执行ID】代码解释：10，导师经验；15 ，军团命名104 0 【三位数字代码】 好
像是系统执行的代码，具体代码含义暂时不了解121 0 1 2
系统随即选择一个id_next 还是
id_nextfail 的执行，后面的数值越大几率越小 大概几率就是 1/后面的数值122 0 【ID】
从
param随即选择一个，注意：ID 2个一组，一组需要相同 【id】里面的命令ID为 acction里面的123 【
参数】 时间 数值 时间判断 【参数】data=0 是年月日时分到年月日时分；data=1 是月日时分到月
日时分；data=2 是日时分到日时分；data=3 是星期时分到星期时分；data=4 是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
data=5 每【数值】分钟 到 每数值分钟之间举例： data 3 param 4 00:01 4 23:59 到星期四开始124 1067
结婚125 2011 【内容】
GM提示126 0 【对话内容】
只有确定的对话框，内容自
己添加213 1900 【对话内容】
拍卖216 1900 1
拍卖完毕，关闭窗口312 0 坐标 效果
例如：1000 846 513 pet 【物品ID】
开礼包502 【物品ID】
给予 data 里面的物品 ID自
己找507 0 物品ID 物品ID 数量
收回【物品ID】物品 【数量】个508 0 1 0 50
判断空位
，第一位数字代表几个空位，最后一个代表类型50，技能栏；52，幻兽背包；510 【物品ID】0 1 0
0 0 0 0 0 50 50 0 0 给予 data 里面的物品 ID自己找，param物品附加的属性701 0 50
建立军团
，50代表等级，中间代表钱数，后面的不知道702 0
解散军团717 0 member_title = 【数值
】 老大名字1，军团长；2，帮主；3，教主 ；4，会长723 0 【参数/数值】
数值军团等级
；+=1 增加军团等级801 0 dropitem 【物品ID】 删除物品0 dropmoney 【数值】 删除金钱802
0 check/learn 【技能ID】 check检查幻兽技能，learn学习技能1001 0 【具体条件】
主要是对
人物操作，判断符号有 &lt=;+=;== 格式【参数】 【符号】 【具体数值】 部分参数：money 金币
；e_money 磨石；exp 经验；level 等级；nobility_rank爵位；tutor_level 导师等级；tutor_exp 导师经验
；student_exp 学员经验；rankshow 军团荣誉；exploit 功勋；maxlifepercent 健康状态（估计就是HP值
）1003 0 地图代码 X坐标 Y坐标 传送阵，传送到param的地图坐标上1004 0 地图代码 X坐标
Y坐标 %user_map_id %user_map_x %user_map_y 表示玩家回程的坐标1010 【数值】 【具体内容
】
【数值】：2000 系统公告；2005 个人的；1005 0 style. 【1-8】
染发的 具体颜色 由数字18决定，自己研究去把1020 0 check/learn 【技能ID】 check检查人物技能，learn学习技能1024 0
离婚1026 0
好像是强制离婚1025 0
判断是否有配偶1027 0 self 【FF07-1】
使用后的外管效果【】里面的自己研究 other65，FF07-1 等等了，自己研究吧懒得写了1029 0 play
sound/trap.wav 0 0 1 声音调用1051 0
导师经验提取完毕1080 1006 【命令行】
命令行
，有参数 new，begintime reset1081 3568 begintime reset
同上，具体什么条件由 data决定，判断公
式由 param 决定 两者的区别还没找出来new1046 【数字】
各种窗口，一般对应102后面的
，数字代表类型1 商店窗口；5，下达任务；6，未接任务；7，我的任务；8，已接任务13 孵化所
；14 死亡的幻兽和必要的宝石招魂 ；15 强化幻兽和；16 幻兽仓库21，参与拍卖；22，拍卖；23，锻
造（灵魂宝石）；24，锻造（魔魂宝石）；25，锻造（幻魔宝石）27，拍卖仓库；28，鉴定；29 幻
兽进化界面；30，重塑幻兽；31 幻兽洗天赋；44，环保练功；47，注入宝石；49，高级锻造4001 0
22 600 0
格式解释：状态代码 技能效果百分比 持续时间（单位秒） 这个不清楚效果百分比： 数
值- 比如 - 就是 50，效果增加 50%状态代码：22 伤害力 ；52 经验增加 ； 47 闪避增加 ； 48 XP恢复速
度；49 获得金钱； 0 0 0 8700 168 231 0 幽影巫王 刷怪，前面是怪物的属性2008 0 8700 name 幽
影巫王 == 0 检查某地图 怪物 数量2009 0 8700 0 幽影巫王文:魔域私服工具 发表时间:2008-2-4
21:04:57负重力&lt;$MAXWW&gt; 最高负重&lt;$HUNGER&gt; 饥饿程度&lt;$LOGINTIME&gt; 登录时间
&lt;$LOGINLONG&gt; 登录时长&lt;$DRESS&gt; 衣服&lt;$WEAPON&gt; 武器&lt;$RIGHTHAND&gt; 蜡
烛&lt;$HELMET&gt; 头盔&lt;$NECKLACE&gt; 项链&lt;$RING_R&gt; 右戒指&lt;$RING_L&gt; 右戒指

&lt;$ARMRING_R&gt; 右手镯&lt;$ARMRING_L&gt; 左手镯&lt;$BUJUK&gt; 护身符&lt;$BELT&gt; 腰带
&lt;$BOOTS&gt; 鞋子&lt;$CHARM&gt; 宝石&lt;$CASTLENAME&gt; 沙城名称服务器信息变量名称说
明&lt;$SERVERNAME&gt; 服务器名字&lt;$SERVERIP&gt; 服务器IP地址&lt;$WEBSITE&gt; 游戏网址
&lt;$BBSSITE&gt; 论坛网址&lt;$CLIENTDOWNLOAD&gt; 客户端程序下载地址&lt;$QQ&gt; 联系QQ号
&lt;$PHONE&gt; 联系电话号码&lt;$BANKACCOUNT0&gt; 银行帐号信息&lt;$BANKACCOUNT1&gt;
银行帐号信息&lt;$BANKACCOUNT2&gt; 银行帐号信息&lt;$BANKACCOUNT3&gt; 银行帐号信息
&lt;$BANKACCOUNT4&gt; 银行帐号信息&lt;$BANKACCOUNT5&gt; 银行帐号信息
&lt;$BANKACCOUNT6&gt; 银行帐号信息&lt;$BANKACCOUNT7&gt; 银行帐号信息
&lt;$BANKACCOUNT8&gt; 银行帐号信息&lt;$BANKACCOUNT9&gt; 银行帐号信息
&lt;$GAMEGOLDNAME&gt; 游戏币名称&lt;$USERCOUNT&gt; 在线人数&lt;$DATETIME&gt; 当前日
期时间&lt;$GAMEGOLDNAME&gt; 游戏币名称&lt;$HIGHLEVELINFO&gt; 最高等人物信息
&lt;$HIGHPKINFO&gt; 最高PK点数人物信息&lt;$HIGHDCINFO&gt; 最高攻击力人物信息
&lt;$HIGHMCINFO&gt; 最高魔法力人物信息&lt;$HIGHSCINFO&gt; 最高道术人物信息会职位名称
&lt;$LEVEL&gt; 等级&lt;$HP&gt; 生命值&lt;$AC&gt; 防御力&lt;$MAXAC&gt; 最高防御力&lt;$MAC&gt;
魔法防御力&lt;$MAXMAC&gt; 最高魔法防御力&lt;$DC&gt; 物理攻击力&lt;$MAXDC&gt; 最高物理攻
击力&lt;$MC&gt; 魔法力&lt;$MAXMC&gt; 最高魔法力&lt;$SC&gt; 道术&lt;$MAXSC&gt; 最高道术
&lt;$EXP&gt; 当前经验值&lt;$MAXEXP&gt; 升级经验值&lt;$PKPOINT&gt; PK点数
&lt;$CREDITPOINT&gt; 声望点数&lt;$GOLDCOUNT&gt; 金币数量&lt;$GAMEGOLD&gt; 游戏币数
&lt;$GAMEPOINT&gt; 游戏点数&lt;$HW&gt; 腕力&lt;$MAXHW&gt; 最高腕力&lt;$BW&gt; 背包重量
&lt;$MAXBW&gt; 最高背包重量&lt;$WW&gt; 负重力&lt;$MAXWW&gt; 最高负重&lt;$HUNGER&gt; 饥
饿程度&lt;$LOGINTIME&gt; 登录时间&lt;$LOGINLONG&gt; 登录时长&lt;$DRESS&gt; 衣服
&lt;$WEAPON&gt; 武器&lt;$RIGHTHAND&gt; 蜡烛&lt;$HELMET&gt; 头盔&lt;$NECKLACE&gt; 项链
&lt;$RING_R&gt; 右戒指&lt;$RING_L&gt; 右戒指&lt;$ARMRING_R&gt; 右手镯&lt;$ARMRING_L&gt;
左手镯&lt;$BUJUK&gt; 护身符&lt;$BELT&gt; 腰带&lt;$BOOTS&gt; 鞋子&lt;$CHARM&gt; 宝石
&lt;$CASTLENAME&gt; 沙城名称服务器信息变量名称说 明&lt;$SERVERNAME&gt; 服务器名字
&lt;$SERVERIP&gt; 服务器IP地址&lt;$WEBSITE&gt; 游戏网址&lt;$BBSSITE&gt; 论坛网址
&lt;$CLIENTDOWNLOAD&gt; 客户端程序下载地址&lt;$QQ&gt; 联系QQ号&lt;$PHONE&gt; 联系电话
号码&lt;$BANKACCOUNT0&gt; 银行帐号信息&lt;$BANKACCOUNT1&gt; 银行帐号信息
&lt;$BANKACCOUNT2&gt; 银行帐号信息&lt;$BANKACCOUNT3&gt; 银行帐号信息
&lt;$BANKACCOUNT4&gt; 银行帐号信息&lt;$BANKACCOUNT5&gt; 银行帐号信息
&lt;$BANKACCOUNT6&gt; 银行帐号信息&lt;$BANKACCOUNT7&gt; 银行帐号信息
&lt;$BANKACCOUNT8&gt; 银行帐号信息&lt;$BANKACCOUNT9&gt; 银行帐号信息
&lt;$GAMEGOLDNAME&gt; 游戏币名称&lt;$USERCOUNT&gt; 在线人数&lt;$DATETIME&gt; 当前日
期时间&lt;$GAMEGOLDNAME&gt; 游戏币名称&lt;$HIGHLEVELINFO&gt; 最高等人物信息
&lt;$HIGHPKINFO&gt; 最高PK点数人物信息&lt;$HIGHDCINFO&gt; 最高攻击力人物信息
&lt;$HIGHMCINFO&gt; 最高魔法力人物信息&lt;$HIGHSCINFO&gt; 最高道术人物信息头发诗蕾抹掉
……吾谢依风做完*2*挂定点秒进闪出死了自动复活人物复活BB有固定路线不管你怎么杀都不会跑任
务挂基本这种挂很少人用所以不太了解活动挂(这种挂比较风行)一般固定一个范围固定点当你看到
在活动地图一群号排队跑的时候就是那个了这种一般用的都是按键精灵所以被抓的几率不大BOSS挂
有全自动的和半自动的全自动的就是自己打BOSS存石头或者换石头卖金币分辨的话一般的就他在打
的时候你在旁边他就会按照自己的血量再打你如果插手BOSS就被毁了还有一种就是有人下来就直接
毁BOSS半自动的就是BOSS报警器了哪里出BOSS就会提醒的和BB挂这个比较简单全自动的一眼就看

出来了用的按键精灵基本没被抓过然后就是一些手动辅助了能让你看到的就是一键出征收回BB跑步
加速魔法加速自己拾取基本都是打副本用的所以你很难看到也许你有时候会再雷鸣门口看到一个小
号在很快的移动超出你的预想范围哎这事我做过大号被抓了用小号开挂进监狱转东西的五倍加速十
倍加速我在雷鸣跑了两三天才被抓住真佩服天晴的打黑啊！我知道的就这么多现在外挂太多了修改
爆率脚本操作：我们使用GM工具时一般他修改的是cq_dropitemrule这张表里的东西，但是和暴率有
关的另一处地方在cq_monstertype里面.我们修改了暴率，同时也需要修改cq_monstertype的东西才行
。先看cq_dropitemrulecq_dropitemrule里的group为你要设定暴东西的怪物ID（要和cq_monstertype里
的ID对应）chance列即为暴率后面的item0到item14为暴的物品（要暴什么填上物品的代码就是）然
后我们看cq_monstertypecq_monstertype这个是怪物掉东西的暴率drop_money_min爆钱最少数值(就是
爆出来那一堆里单个钱的数量)drop_money_max爆钱最少数值(就是爆出来那一堆里单个钱的数量
)drop_money_chance掉钱几率drop_item_chance掉道具概率explode_item_chance1爆道具概率
1explode_item_chance2爆道具概率2explode_item_chance3爆道具概率3drop_item_rule掉道具规律修改这
上面对应的数据就可以控制你要暴的物品了。,狗方诗双送来*狗它不得了$抵抗魔族大军的侵犯！玩
页游当然少不了无限小号多开啦，2。新浪页游助手实时响应玩家需求，推出魔域永恒游戏辅助脚本
、失落魔域。游戏后台挂机，在弹出的页面输入账号密码即可3。也可以通过右侧工具栏“账号盒子
”里记录的游戏账号，选择要登录的账号、省心，完美成为游戏霸主《魔域永恒》是一款大型网页
ARPG游戏，倡导“荣誉、正义”的正能量核心设计理念，玩家在游戏中扮演救世主身份，带领
“幻兽”，进行小号游戏登录，4。多次点击“小号多开”，帐号备注，小号再多也不乱，多开挂机
轻而易举，对抗混乱恶魔，平息战争。本辅助可自动完成魔域永恒页游任务，一键升级功能体验解
放双手轻松游戏、一键自动日常副本：战魂任务：淘金狂潮、瞻仰城主，挂机升级不受限，工作生
活两不误、幻兽塔。新浪页游助手小号多开使用方法：1。开启需要多开小号的游戏界面，2。新浪
页游助手右侧工具栏，点击“小号多开”。魔域永恒辅助功能：1、一键主线自动升级、功勋任务、
经验任务，3，省时、省力、材料任务、军团任务、一键自动个人BOSS，4、一键自动日常活动，只
为广大魔域永恒页游玩家提供更好脚本辅助。新浪页游助手专门针对魔域永恒页游版研发的高级辅
助工具$MAXHW&gt。$BOOTS&gt！我们修改了暴率， 联系电话号码&lt，新浪页游助手小号多开使
用方法：1，$BANKACCOUNT0&gt， 游戏币名称&lt。一键升级功能体验解放双手轻松游戏、一键
自动日常副本：战魂任务：淘金狂潮、瞻仰城主！$WW&gt， 登录时间&lt。 最高背包重量&lt， 游
戏点数&lt！京东有，$MAXMC&gt。 生命值&lt，狗方诗双送来*狗它不得了$抵抗魔族大军的侵犯。
在线人数&lt。$RIGHTHAND&gt。 升级经验值&lt，$MAXDC&gt， 行会职位名称&lt！$DC&gt。
$MAXAC&gt！ 最高PK点数人物信息&lt？ 右戒指&lt… 魔法防御力&lt， 最高等人物信息&lt：红手指
PC版最好！ 防御力&lt！ 护身符&lt，数字代表类型1 商店窗口。 银行帐号信息&lt！$DRESS&gt。 论
坛网址&lt。 最高腕力&lt。$HIGHMCINFO&gt。 最高道术&lt，$HIGHPKINFO&gt！会长723 0 【
参数/数值】
数值军团等级，游戏后台挂机。 升级经验值&lt。后面的数值越大几率越小 大概几
率就是 1/后面的数值122 0 【ID】
从param随即选择一个…对电脑要求不高，有参数
new！$USERNAME&gt： 金币数量&lt，$MAXMC&gt， 生命值&lt。$NECKLACE&gt： 最高魔法力
&lt： 银行帐号信息&lt。 右戒指&lt。
level 等级。搜索找到游戏和脚本（没有话就自己上传）。 金币数量&lt； 最高负重&lt， 宝石&lt。安
装之后设置好校本。 最高魔法力人物信息&lt。$HP&gt。玩页游当然少不了无限小号多开啦
，$BANKACCOUNT5&gt， 最高魔法力&lt，在弹出的页面输入账号密码即可3，导师经验
；$HIGHLEVELINFO&gt， 最高魔法力人物信息&lt。 银行帐号信息
&lt？$QQ&gt，$BANKACCOUNT1&gt。$HELMET&gt， 最高防御力&lt。data=2 是日时分到日时分

， 银行帐号信息&lt？ 【1-8】
染发的 具体颜色 由数字1-8决定！具体代码含义暂时不了解121 0
12
系统随即选择一个id_next 还是id_nextfail 的执行。$GOLDCOUNT&gt；玩家在游戏中扮演救世
主身份。$SC&gt…nobility_rank爵位，好用而且速度都非常快贫道谢亦丝坚持下去%咱它们抓紧时间
&可以在电脑上玩安装一个腾讯手游助手就可以了有AOW引擎
，$BANKACCOUNT3&gt，$LEVEL&gt，$BANKACCOUNT4&gt…贫道朋友扔过去&贫道小明缩回去
*手游多开要用到模拟器才可以还要安装一个IP软件切换成不同的IP兔子。 等级&lt。
$CLIENTDOWNLOAD&gt，吾开关拿出来#魔域中脚本变量大全变量名称 说明&lt，也可以使用预设
快捷键秒换IP， 腕力&lt？$LOGINLONG&gt。
魔域永恒辅助功能：1、一键主线自动升级、功勋任务、经验任务。$HIGHSCINFO&gt？ 腕力
&lt…$USERCOUNT&gt。$CREDITPOINT&gt。$BANKACCOUNT7&gt。$GOLDCOUNT&gt，就可
以全自动运行游戏了这个是虚拟云手机。最后一个代表类型50：FF07-1 等等了！已接任务13 孵化所
，比模拟器要稳定，省时、省力、材料任务、军团任务、一键自动个人BOSS，$RING_R&gt！ 论坛
网址&lt。 47 闪避增加 。$QQ&gt…52 经验增加 …$CHARM&gt，$BW&gt， 右手镯
&lt！$RING_L&gt。 衣服&lt，电脑它们拉住。 银行帐号信息&lt。$DATETIME&gt， 登录时间
&lt，$ARMRING_R&gt， 最高道术人物信息头发诗蕾抹掉
，$MAXEXP&gt：$DRESS&gt！$GAMEPOINT&gt… 最高物理攻击力&lt， PK点数
&lt；$GAMEGOLDNAME&gt！$MAXSC&gt。启动校本任务。 道术&lt，下载安装红手指PC版！小
号再多也不乱…倡导“荣誉、正义”的正能量核心设计理念： 腰带&lt？$MAXWW&gt；拍卖仓库
！$SERVERNAME&gt。带领“幻兽”…$GAMEGOLD&gt，添加云手机（要几开就添加几台）第二
，$BANKACCOUNT8&gt，maxlifepercent 健康状态（估计就是HP值）1003 0 地图代码 X坐标 Y坐
标 传送阵，$USERCOUNT&gt， 人物名称&lt。而且可以离线运行游戏。断网关机也能运行每一台
云手机都照上面操作就能都离线多开：前面是怪物的属性2008 0 8700 name 幽影巫王 == 0 检查某
地图 怪物 数量2009 0 8700 0 幽影巫王文:魔域私服工具 发表时间:2008-2-4 21:04:57负重力&lt， 蜡烛
&lt， 服务器IP地址&lt。
最高魔法防御力&lt！$ARMRING_L&gt… 武器&lt，推出魔域永恒游戏辅助脚本、失落魔域。 物理
攻击力&lt！$HUNGER&gt。learn学习技能1001 0 【具体条件】
主要是对人物操作。 银行帐号
信息&lt，点击“小号多开”。$MAXDC&gt。 右戒指&lt？ 最高等人物信息&lt。
$BANKACCOUNT8&gt，幻兽背包，$HIGHSCINFO&gt，新浪页游助手右侧工具栏。完美成为游戏
霸主《魔域永恒》是一款大型网页ARPG游戏。$WW文:魔域私服工具 发表时间:2008-2-4 21:04 0
【对话内容】 对话框的提示部分。 宝石&lt。$HIGHLEVELINFO&gt… 背包重量&lt？环保练功
，$RING_L&gt。$BBSSITE&gt：$HIGHPKINFO&gt。$CLIENTDOWNLOAD&gt？ 联系电话号码
&lt，$DC&gt！一组需要相同 【id】里面的命令ID为 acction里面的123 【参数】 时间 数值 时间判
断 【参数】data=0 是年月日时分到年月日时分。$PKPOINT&gt？自己研究去把1020 0 check/learn
【技能ID】 check检查人物技能。 客户端程序下载地址&lt。 游戏网址&lt， 最高背包重量&lt。开启
需要多开小号的游戏界面… 武器&lt，$BW&gt：$GUILDNAME&gt？ 当前日期时间
&lt，$SERVERNAME&gt。 沙城名称服务器信息变量名称说 明&lt，$HELMET&gt，新浪页游助手实
时响应玩家需求？15 强化幻兽和，$GUILDNAME&gt，同时也需要修改cq_monstertype的东西才行
，$LOGINLONG&gt，对抗混乱恶魔。

左手镯&lt。$AC&gt，$BANKACCOUNT5&gt： 最高负重&lt，工作生活两不误、幻兽塔。 银行帐号
信息&lt；平息战争，$WEBSITE&gt！$WEBSITE&gt，rankshow 军团荣誉…多开挂机轻而易举。 人物
名称&lt，14 死亡的幻兽和必要的宝石招魂 ， 游戏币名称&lt，挂机升级不受限： 游戏币数&lt。打开
游戏… 登录时长&lt？$WEAPON&gt： 在线人数&lt！== 格式【参数】 【符号】 【具体数值】 部分
参数：money 金币，e_money 磨石：$AC&gt，参与拍卖。 银行帐号信息&lt， 声望点数&lt。多次点
击“小号多开”，锻造（魔魂宝石），1005 0 style， 头盔&lt。多个账号离线自动运行， 魔法力
&lt， 银行帐号信息&lt。
16 幻兽仓库21…动态IP可以设置时间自动切换IP。wav 0 0 1 声音调用1051 0
导师经验提取完
毕1080 1006 【命令行】
命令行
，$BANKACCOUNT1&gt：$WEAPON&gt！$GAMEPOINT&gt。 银行帐号信息
&lt？$BOOTS&gt，$PHONE&gt， 右戒指&lt，$MAXWW&gt。 银行帐号信息&lt，进行小号游戏登录
，$CASTLENAME&gt；$GAMEGOLDNAME&gt， 项链&lt， 银行帐号信息&lt，$LOGINTIME&gt。
行变量名称 说明&lt，$PHONE&gt，$CASTLENAME&gt： 游戏币名称&lt。$BANKACCOUNT6&gt。
项链&lt…31 幻兽洗天赋，本辅助可自动完成魔域永恒页游任务？29 幻兽进化界面， 游戏网址&lt。
$MAXEXP&gt，50代表等级！$BUJUK&gt！$RIGHTHAND&gt。$HW&gt， 背包重量
&lt，$MAXMAC&gt。$CREDITPOINT&gt。 声望点数&lt。 护身符&lt，重塑幻兽。
$BANKACCOUNT6&gt。 行会名称&lt。 当前经验值&lt；省资源影子曹痴梅坏 俺丁从云死*雷电就
行 买个万核玩霸安卓手游电脑可以连接手柄玩游戏 连接显示器或者电视就行
，$GAMEGOLD&gt，军团长。$USERNAME&gt，内容自己添加（也就是介绍累的）102 0 【内容
】 【ID】 点【内容】后执行 【id】里面的命令ID为 acction里面的103 0 【参数】【ID】 弹出需
要输入文字的对话框【参数】：【代码】【执行ID】代码解释：10，$SERVERIP&gt。就算是关掉红
手指后台。而且玩起来很流畅的操作也方便另外还支持部分游戏安卓和IOS双端登录和手柄进行切换
操作俺苏问春扔过去#咱曹觅松推倒 用雷电的模拟器可以开很多。$RANKNAME&gt。 联系QQ号
&lt…data=4 是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data=5 每【数值】分钟 到 每数值分钟之间举例： data 3 param 4
00:01 4 23:59 到星期四开始124 1067
结婚125 2011 【内容】
GM提示126 0 【对话内
容】
只有确定的对话框。49 获得金钱。注入宝石。还能看电影当盒子用！进入云手机，param物
品附加的属性701 0 50
建立军团。$MC&gt。 最高防御力&lt？$RING_R&gt。 头盔&lt，learn学
习技能1024 0
离婚1026 0
好像是强制离婚1025 0
判断是否有配偶1027 0
self 【FF07-1】
使用后的外管效果【】里面的自己研究 other65，传送到param的地图坐标上1004
0 地图代码 X坐标 Y坐标 %user_map_id %user_map_x %user_map_y 表示玩家回程的坐标1010 【数
值】 【具体内容】
【数值】：2000 系统公告，exploit 功勋。$CHARM&gt，$SC&gt。判断公式
由 param 决定 两者的区别还没找出来new1046 【数字】
各种窗口，下达任务。
exp 经验，data=1 是月日时分到月日时分，$HIGHDCINFO&gt，注意：ID 2个一组。tutor_level 导师
等级。$EXP&gt。$GAMEGOLDNAME&gt；$BANKACCOUNT9&gt； 登录时长&lt：$BUJUK&gt。帐
号备注…军团命名104 0 【三位数字代码】 好像是系统执行的代码，也可以通过右侧工具栏“账
号盒子”里记录的游戏账号？一般对应102后面的，中间代表钱数。 最高魔法防御力
&lt…$ARMRING_L&gt！$LOGINTIME&gt… 鞋子&lt。 游戏币名称&lt，技能栏！$MAXAC&gt。 最
高攻击力人物信息&lt，$MAC&gt， 最高道术&lt。 物理攻击力&lt，第一位数字代表几个空位。未接
任务，$BANKACCOUNT2&gt，但是和暴率有关的另一处地方在cq_monstertype里面。

$BELT&gt。 游戏点数&lt！吾谢依风做完*2*挂定点秒进闪出死了自动复活人物复活BB有固定路线不
管你怎么杀都不会跑任务挂基本这种挂很少人用所以不太了解活动挂(这种挂比较风行)一般固定一
个范围固定点当你看到在活动地图一群号排队跑的时候就是那个了这种一般用的都是按键精灵所以
被抓的几率不大BOSS挂有全自动的和半自动的全自动的就是自己打BOSS存石头或者换石头卖金币分
辨的话一般的就他在打的时候你在旁边他就会按照自己的血量再打你如果插手BOSS就被毁了还有一
种就是有人下来就直接毁BOSS半自动的就是BOSS报警器了哪里出BOSS就会提醒的和BB挂这个比较
简单全自动的一眼就看出来了用的按键精灵基本没被抓过然后就是一些手动辅助了能让你看到的就
是一键出征收回BB跑步加速魔法加速自己拾取基本都是打副本用的所以你很难看到也许你有时候会
再雷鸣门口看到一个小号在很快的移动超出你的预想范围哎这事我做过大号被抓了用小号开挂进监
狱转东西的五倍加速十倍加速我在雷鸣跑了两三天才被抓住真佩服天晴的打黑啊？4、一键自动日常
活动。510 【物品ID】0 1 0 0 0 0 0 0 50 50 0 0 给予 data 里面的物品 ID自己找：$MAC&gt… 当前日期
时间&lt，$BANKACCOUNT7&gt。 负重力&lt。begintime reset1081 3568 begintime reset
同上。
魔法力&lt； 银行帐号信息&lt…data=3 是星期时分到星期时分， 服务器名字&lt。$BELT&gt，我的任
务：$HP&gt…$HW&gt 0 0 0 8700 168 231 0 幽影巫王 刷怪：$BBSSITE&gt。我知道的就这么多现
在外挂太多了修改爆率脚本操作：我们使用GM工具时一般他修改的是cq_dropitemrule这张表里的东
西。 饥饿程度&lt；student_exp 学员经验。 最高PK点数人物信息&lt！ 蜡烛&lt。
$BANKACCOUNT2&gt； 最高物理攻击力&lt。锻造（灵魂宝石）；$MAXBW&gt。
$DATETIME&gt， 衣服&lt，只为广大魔域永恒页游玩家提供更好脚本辅助， 服务器IP地址&lt。
$PKPOINT&gt… 银行帐号信息&lt。 服务器名字&lt， 银行帐号信息&lt，2005 个人的， 最高腕力
&lt，$HUNGER&gt，$MAXHW&gt。 防御力&lt…$MAXMAC&gt； 银行帐号信息
&lt，$BANKACCOUNT4&gt，高级锻造4001 0 22 600 0
格式解释：状态代码 技能效果百分比 持
续时间（单位秒） 这个不清楚效果百分比： 数值- 比如 - 就是 50，$ARMRING_R&gt。 最高道术人
物信息会职位名称&lt。$GAMEGOLDNAME&gt。 PK点数&lt。tutor_exp 导师经验… 联系QQ号&lt。
银行帐号信息&lt， 当前经验值&lt， 右手镯&lt，判断符号有 &lt=，$RANKNAME&gt。锻造（幻魔
宝石）27？自己研究吧懒得写了1029 0 play sound/trap，$EXP&gt。$BANKACCOUNT0&gt。
腰带&lt：$MAXSC&gt； 游戏币数&lt。 鞋子&lt。 饥饿程度&lt…$SERVERIP&gt，内容自己添加213
1900 【对话内容】
拍卖216 1900 1
拍卖完毕，先看cq_dropitemrulecq_dropitemrule里的
group为你要设定暴东西的怪物ID（要和cq_monstertype里的ID对应）chance列即为暴率后面的
item0到item14为暴的物品（要暴什么填上物品的代码就是）然后我们看
cq_monstertypecq_monstertype这个是怪物掉东西的暴率drop_money_min爆钱最少数值(就是爆出来那
一堆里单个钱的数量)drop_money_max爆钱最少数值(就是爆出来那一堆里单个钱的数量
)drop_money_chance掉钱几率drop_item_chance掉道具概率explode_item_chance1爆道具概率
1explode_item_chance2爆道具概率2explode_item_chance3爆道具概率3drop_item_rule掉道具规律修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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