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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1 简介 

天际边三国霸业 MOD 开发工具是一款在 Windows 操作系统环境下使用的，应用于天际

边三国霸业 windows 版 3.1.3 以上版本的模组的开发制作程序，由天际边工作室同步出品。

为了方便广大玩家开发制作天际边三国霸业模组。 

 

1.2 安装说明 

 解压  

 

 

双击这两个任意一个均能打开程序： 

 

 

如果出现未安装.NET 环境的提示，请安装.NET Framework 2.0 环境 

 

二、界面 

2.1 主界面 



 

 

在这个主界面上包含有 11 个选项卡，在打开 LIB 或 MOD 文件后可启用。 

 

在上方也有菜单可以选择。 

 

11 个选项卡具体为 

 基本设置 

 扩展设置 

 文本设置 

 武将 

 城池 

 道具 

 战斗设置 

 战斗技能 

 武将头像 

 战斗图片 

 战斗地图 

 

三、基本流程 

0.关于 MOD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 MOD 文件是基于原版的 LIB 文件的，在制作时，因通过替换

原版 LIB 资源和导出 MOD 的方式进行制作。 



其次，我们的 MOD 文件与原版的区别在于，原版有 LIB 及 RLB 两种文件包含数据，而 MOD

的所有资源文件均在 MOD 文件中包含 

最后，MOD 文件不仅可以在 windows 环境下加载，在 android 及 IOS 等环节下也支持。 

 

1.打开 LIB 或 MOD 

 如果是新建 MOD,可以通过打开 LIB 的形式进行 

 

如果已有 MOD，可通过打开 MOD 开始 



 

 

如果需要制作包含彩色版的 MOD,并且之前未在 MOD 中保存过 RLB 资源（第一次，打开的

是 LIB 或者 这次打开的之前保存的 MOD 未包含 RLB 彩色图片），则，勾选这个选项 



 

然后打开 RLB 文件载入彩色版资源 

 

稍等几秒，便加载完成 



2 此时，可以设置一些 MOD 的基础信息（如果之前已经设置过，则会自动加载） 

注意 如果要 MOD 支持彩色版 ，这里也要勾选之 

 

勾选后，左侧图片类型才允许设置彩色 

 

选中后，所有导入导出的动画、图片均为彩色版格式，反正则为黑白版 



 

 

3 切换不同选项卡，根据需求导入导出修改设置数据 

4 完成操作后，保存 MOD 



 

 

这样就完成了整个 MOD 的制作。 



四、资源制作 

4.1 基本设置 

基本设置的界面如下显示： 

 

其中 MOD 名称、版本 时期设置在第一次从 LIB 修改时需要自行增加 

 

 MOD 名称：用于显示在标题栏中 

 MOD 版本：用于显示在标题栏中，以及作为版本区分 

 MOD 版本序号：递增数字，用于区分版本 

 时期设置：在游戏开始时可选择时期。 

时期名称 仅用于后面选项卡的数据区分，在游戏中无显示； 

起始年份 则在游戏中启用（范围为-2000～5000）； 

图片导入导出 的为选择时期时按键后激活的图片（背景图片见 左侧的时期画面）

 
 黑白版 彩色版 

图片大小 参考原图，可调整 参考原图，可调整 

图片格式 单色 BMP JPEG 

 

 支持彩色版：用于确定 MOD 是否支持彩色版 



 开头动画：即游戏开始时的动画 

 

一共 9 张，在导出时选择文件夹即可导出；导入时需要按顺序一张张选择，按顺序从

1->2->3->4-->5-->6mask->6->7mask->7。此处的 mask 是纯黑白图片，黑色为透明部分，

白色为不透明显示部分，然后与非 mask 图片搭配确定显示部分 

 黑白版 彩色版 

图片大小 参考原图，可调整 参考原图，可调整 

图片格式 单色 BMP JPEG 

 开头界面：即游戏开始界面 

 

 黑白版 彩色版 

图片大小 参考原图，可调整 参考原图，可调整 

图片格式 单色 BMP JPEG 

 

 时期界面：时期选择背景图 

 
 黑白版 彩色版 

图片大小 参考原图，可调整 参考原图，可调整 

图片格式 单色 BMP JPEG 

 

 制作群组：制作组界面 

 

 黑白版 彩色版 

图片大小 参考原图，可调整 参考原图，可调整 

图片格式 单色 BMP JPEG 

 

 存档界面：存档、读档界面 



 

 黑白版 彩色版 

图片大小 参考原图，可调整 参考原图，可调整 

图片格式 单色 BMP JPEG 

 

 大地图：游戏内大地图背景图 

 

 黑白版 彩色版 

图片大小 192×144 960×720 

图片格式 单色 BMP JPEG 

 

 势力图：游戏开始前势力显示背景图 

 

 黑白版 彩色版 

图片大小 参考原图，可调整 参考原图，可调整 

图片格式 单色 BMP JPEG 

 

 路线图：游戏类城市路线图 

 

 黑白版 彩色版 

图片大小 参考原图，可调整 参考原图，可调整 

图片格式 单色 BMP JPEG 

 

保存设置：在修改 MOD 名称、版本、时期信息等之后请点击此按钮保存之 



4.2 扩展设置 

界面如下显示： 

 

包括城池设置、AI 设置、指令消耗、AI 指令几率等设置，在修改后请点击保存设置按钮保

存之 

 

 城池设置 

设置城池的联通情况。选定城池序号后，通过勾选方向并输入该方向的联通城池序号及

距离来确定城池联通性 

设置城池坐标及战斗地图序号。选定城池序号后，可输入城池坐标 X(0~11)、Y(0~9)来设

定最终显示的位置；设置战斗地图编号对应的地图可参照后面的“战斗地图”选项卡内

容 

 AI 设置 

勾选高攻击概率用于设定 MOD 中 AI 敌人是否会频繁发起战争 

勾选 AI 武将自动升级用于设定每次策略结束 AI 武将是否会自动随机增加等级 

勾选攻击空城用于设定 AI 势力是否会主动攻击无归属城池 

 指令消耗 

可设置不同的内政、外交、军备等指令执行时消耗的武将的体力数值及城池中的金钱数

量 

 AI 指令几率 

可设置每回合结束不同性格君主随机发出内政或外交指令的几率 

此处注意 设置内政几率 50 则表示有 50%几率产生内政指令 设置外交几率 80 则表示

在 50%几率后未产生内政指令后再有 80%几率产生外交指令（即 50%×80% = 40%产生外交

指令，剩余 10%产生军备指令） 



4.3 文本设置 

界面如下显示： 

 

选中列表中的某项后，在下方文本框中修改，再点击更新按钮更新数据，最后点击保存设置

按钮保存之 

注意有些文本中包含空格，这些空格可能起到了占位的目的  

注意请尽可能不改变字符串长度，以免发生意外 

4.4 武将 

界面如下显示： 



 

选定时期后，可通过选择序号来修改武将的属性等信息。 

注意有时候修改姓名后可能出现归属列表不更新的情况，请使用 重新载入列表按钮刷新之 

每次修改时期时请先点击保存当前时期数据按钮 

注意：如果需要批量修改，请先使用 Excel 模板导出按钮导出数据格式，再编辑 Excel 文件，

再导入 Excel 文件。Excel 文件内容如下图： 

 



所有数据除名称外均由数字构成，归属代表归属的武将序号，性格序号含义参照附录，兵种

序号含义参照附录，道具：0-无道具 1+代表道具序号；特殊搜索者为武将序号，城池为所

在城池序号 

武将数量上限为每个时期 200 个 

4.5 城池 

界面如下显示： 

 

选定时期后，可通过选择序号来修改城池的属性等信息。 

注意有时候修改名称后可能出现归属列表不更新的情况，请使用 重新载入列表按钮刷新之 

每次修改时期时请先点击保存当前时期数据按钮 

注意：如果需要批量修改，请先使用 Excel 模板导出按钮导出数据格式，再编辑 Excel 文件，

再导入 Excel 文件。Excel 文件内容如下图： 



 

所有数据除名称外均由数字构成，归属 0-在野 1+代表归属的君主武将序号 

城池数量上限为每个时期 38 个。注意不同时期的归属信息可以不同，但是名称、位置等信

息应该是不变的 

4.6 道具 

界面如下显示： 

 

选定时期后，可通过选择序号来修改道具的属性等信息。 

注意有时候修改名称后可能出现归属列表不更新的情况，请使用 重新载入列表按钮刷新之 



每次修改时期时请先点击保存当前时期数据按钮 

注意：如果需要批量修改，请先使用 Excel 模板导出按钮导出数据格式，再编辑 Excel 文件，

再导入 Excel 文件。Excel 文件内容如下图： 

 

所有数据除名称外均由数字构成，目标兵种 255-默认（无改变） 其他值参见附录兵种列表 

特殊搜索者属于武将序号，所在城池为城池序号。   

武将数量上限为每个时期 33 个.与城池一样，每个时期的道具名称等信息应该是一致的，归

属及所在城池、出现年份等可以不同。 

 

4.7 战斗设置 

界面如下： 



 

战斗设置包含地形影响战斗力、各兵种技能、地形影响战斗力、初始坐标、攻击范围等设置。 

 

 地形影响战斗力 

该表是一个二维数组，表示了战斗时不同的兵种处在不同的地形上的战斗力（攻击）消

减的倍数。比如第一行第三列代表骑兵在山地地形下攻击力削减为 3 倍 （即 /8）.，又

比如第三行第四列代表弓兵在森林里的攻击力削减为 2 倍（即 /4）.（注意这个地形是

攻击方所在地形，而不是被攻击方的地形） 

 各兵种技能 

该设置决定了不同兵种拥有的技能。选择兵种后，选择右侧列表中技能，再选择仅能下

拉框中的位置，再点击更新按钮完成技能的替换操作。 

 地形影响战斗力 

该设置也是个二维数组，表示了战斗时不同的兵种处在不同的地形上的移动力的影响。 

移动力以（225-下拉框中的值）决定。比如水兵在水中，该值为 131，代表加成为

（225-131=94） 

 初始坐标 

根据战斗时进攻方与被进攻城池的大地图联通方向不同，有 8 个不停方向的类型，选定

类型后，再选择不同序号（0 为主将，共 0-9 计 10 个武将）的所在位置进行勾选 

 攻击范围 

根据不同兵种，确定以该兵种为中心的 5×5 范围内的攻击点位置（3，3）为中点即武

将所在。 

 

4.8 战斗技能 

界面如下显示： 



 

本功能用于设置战斗中技能的效果，选择序号后修改其他属性，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设置按

钮，具体解释如下： 

 施展目标：0-对敌方有效 1-对我方有效 

 技能对目标状态的影响：释放技能后敌人特殊状态的变更 

 对兵力的基本伤害：计算技能攻击消耗兵力的参数 

 对粮草的基本伤害：计算技能攻击消耗粮草的参数 

 消耗技能点：武将释放技能时消耗的技能点数 

 天气效果：在不同天气下施展技能的效果 0-无法施展 100 最大 

 敌人所在地形效果:技能施展目标（敌人）所处地形对技能效果的影响  0-无法施展 100

最大 

 我方所在地形效果:技能释放武将（我方）所处地形对技能效果的影响  0-无法施展 100

最大 

 敌人兵种加成：技能施展目标（敌人）的兵种对技能效果的影响  0-无法施展 100 最

大 

4.9 武将头像 

界面如下显示： 



 

本功能用于修改武将的头像。可通过选定不同的时期，选定序号来导出原图并用修改后新图

替换，同时也支持批量导出原图功能。 

4.10 战斗图片 

界面如下显示： 

 



本功能用于修改战斗中出现的一些图片和动画 

 

 战斗人物图片：这里替换的是在战斗地图界面显示的可移动到武将图标，根据不同兵种

或类别（8 种）、不同类别（攻击方-左、防守方-右）、图号（1，2）、图型（遮盖、数据）

一共有 8×2×2×2=64 张。 

 

上图显示的就是车兵（战国争霸 MOD 中替换了玄兵）的 8 张图片 

 

 黑白版 彩色版 

图片大小 16×16 80×80 

图片格式 单色 BMP JPEG 

 

 天气图片：共 6 种天气。这里显示的是每次回合结束后显示的第 N 天的背景天气图 

 

 黑白版 彩色版 

图片大小 参考原图，可调整 参考原图，可调整 

图片格式 单色 BMP JPEG 

 

 技能动画：选定技能后可导入导出动画。注意每个动画 2 张图片。导入时需要按顺序执

行 2 次 

 

 黑白版 彩色版 

图片大小 参考原图，可调整 参考原图，可调整 

图片格式 单色 BMP JPEG 

 

 战斗动画：根据不同的兵种或者所处环境，可修改不同的战斗动画效果。注意导入时会

根据不同的类型重复不同次数，导入时请遵循顺序导入、遮盖 MASK 在前的原则。 



 

如上图因先导入 18_1_mask 再导入 18_1,接着是 18_2_mask,以此类推。 

 

 黑白版 彩色版 

图片大小 参考原图，可调整 参考原图，可调整 

图片格式 单色 BMP JPEG 

 

 战斗地图图块：是用于战斗地图的背景图片，共 46 张，请按需替换 

 

如上图就是彩色版的效果 

 黑白版 彩色版 

图片大小 16×16 80×80 

图片格式 单色 BMP JPEG 

 

4.11 战斗地图 

界面如下显示： 



 

选择地图编号后，可通过点击右侧的图块，然后点击左侧地图对应位置，替换原图达到修改

的目的。修改后用保存按钮即可保存。 

 

五、常见错误及说明 

暂无，请反馈给我们：wstjb.emall@gmail.com   

 

 

附录 

君主性格列表 

#define CHARACTER_PEACE  4 /*和平*/ 

#define CHARACTER_JUSTICE  3 /*大义*/ 

#define CHARACTER_DUPLICITY 2 /*奸诈*/ 

#define CHARACTER_CRAZY  1 /*狂人*/ 

#define CHARACTER_RASH  0 /*冒进*/ 

 

mailto:wstjb.emall@gmail.com


武将性格列表 

#define CHARACTER_LOYALISM 4 /*忠义*/ 

#define CHARACTER_IDEAL  3 /*大志*/ 

#define CHARACTER_AVARICE 2 /*贪财*/ 

#define CHARACTER_DREAD  1 /*怕死*/ 

#define CHARACTER_TEMERITY 0 /*卤莽*/ 

 

兵种列表 

0 骑兵 

1 步兵 

2 弓兵 

3 水兵 

4 极兵 

5 玄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