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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ko 社区服务器 

简介 

猫服成立于 2019.4.2 日，一开始是由一群热爱 Bhop

的玩家组建而成，由服主黑猫创建原名为 Nicotine 的

服务器，后经过不断发展壮大，和另一位服主南城的

加入，成为今天的 Neko 社区。社区的本意是为大家

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平台，能体验到不一样模式所带

来的乐趣。服务器运营是由服主出资和玩家捐赠所组

成的，我们不是一个土豪社区，只能尽力带给大家最

好的游戏体验。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服务器官网 http://www.nicotine.vip/ 

VIP 购买 http://fk.nc0.top 

服务器捐赠及捐赠奖励 http://jz.nc0.top 

QQ 总群 739902016 

 

服务器论坛 http://bbs.nc0.top 

内有各种服务器问题解决方案 

http://www.nicotine.vip/
http://fk.nc0.top/
http://jz.nc0.top/
http://bbs.nc0.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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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组，加入组内后游戏有额外积分奖励

https://steamcommunity.com/groups/nekoservers 

Neko 社区接受服务器租赁需求，并提供客制化服务器

的服务，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制作服务器，详情联系南

城(Q1248286827) 

 

 

 

 

 

 

 

 

 

 

 

https://steamcommunity.com/groups/nekoser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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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规则总则 

1. 服务期内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禁止使用侮辱

国家，或国家领导人的名称或头像发现则永封 

2. 服务器不欢迎任何作弊玩家，包括各种脚本，鼠标宏等发

现即永封 

3. 请不要在服务器里随意口吐芬芳，朋友玩笑我们可以理解，

但如果恶意骂人，口吐芬芳，阴阳怪气被举报经核实封禁

3 天 7 天 30 天不断累积 

4. 恶意行为：挂机，TK 队友，干扰正常游戏，被举报经核

实视情节封禁 3 天 7 天 30 天不断累积 

5. 请不要在服务期内引战其它社区，或在其它社区诋毁猫服，

发现经核实 30 天起步第二次永久 

6. 服务期内禁止发广告发现 7 天起步，第二次永久 

7. 禁止卡麦，制造噪音，放 BGM，1 天 3 天 7 天不断累积 

8. 服务器内请不要吵架，发现并被举报双方一并封禁 3 天，

7 天 30 天不断累积 

9. 服务器不欢迎没有素质的玩家，如被认定没有素质将会永

封 

10. 服务器内出现各种问题，可以去相应 QQ 群内寻找管理员

或 OP 

11. 若想进行举报，请控制台输入 status 



 

Neko 社区服务器 

 

寻找被举报人，整行复制发给对应服务器的管理员，并尽

量录一段证据，手机拍摄或录屏都可以，能让我们的管理

看清楚就行。 

12. 若想进行服务器问题反馈 Bug 提交或建议可以反馈 

快速反馈: 

https://github.com/Neko-community-developer/Neko-

server-issues 

正常反馈: 邮箱 nekoadmin@88.com 

低速反馈：私聊 QQ1308734055 或 1248286827 

我们会认真听取玩家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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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 

Q:进服速度慢，出现大红块娱乐类服务器 

A:因包含额外人物 model，商店!store 材质等，竞技类服务

器包含战队手套插件，都需要下载文件方可正常运行使用，

所以玩家进服时会下载一些文件，受限于文件下载服务器的

种种因素，或出现情况不一的文件下载失败，地图下载失败

等，【部分娱乐服可以通过输入/hide 来隐藏他人模型】 

可以通过下载材质包解决问题 

①综合材质下载地址为： 

http://down.nicotine.vip/1all-model/all-model.zip 

②竞技服战队手套材质下载地址： 

http://down.nicotine.vip/1all-model/glove-model.

zip 

下载解压后出现类似的文件夹 

 

将其复制粘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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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steamapps\common\Counter-Strike Global 

Offensive\csgo  

 

Q:MISSING MAP 

A: 重置 DNS，host 设置或挂 CSGO 国服加速器（UU 国服免

费） 

以上两种方案均无法解决则为服务器下载端问题，请将地图

名上报给管理员 

Q: 我相当服务器管理 

A: 管理需要玩家拥有永久 VIP，熟悉所申请模式的规则，在

服务期内游玩一定时间，道德品质高，有素质，在服务器内

没有严重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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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 介绍 

1. VIP 有专属免费人物皮肤 

  

2. VIP 在部分服务器可以进行投票延长地图 

3. VIP 可以索要满十 Demo 

4. VIP 可以在满十服选择队长（.capt） 

5. VIP 拥有投票踢人权限（乱用权限将取消踢人权限资格） 

6. VIP 可以更改头衔颜色（/vip 进行设置） 

7. 服务器预留通道 

8. 购买 VIP 专属人物皮肤 

9. SVIP 可以使用彩色字体(/vip 进行设置) 

10.年费 VIP 可进入 VIP 专享群 

11.VIP 可以更换武器贴纸 

12.满十拥有独特段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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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常用指令 

rtv 投票换图 

!ws 更换武器皮肤（选择所有武器皮肤可以调成各种骚皮肤

哟）也可以调贴纸 具体使用教程可以去服务器论坛看 

 

!glove 更换手套 

!knife 更换刀模 

!seed 更改武器编号（极品淬火不是梦） 

!wsa xxx 替换皮肤为 xxx（快速检索，不用再 ews 菜单慢慢

找了） 

附淬火编号：  

FN57 690  爪子刀正面全蓝 905 背面全蓝 417  穿肠刀 567  系绳匕首 403 456  

锯齿爪刀正面全蓝 923背面全蓝 575  AK47P1蓝顶 661  短剑 398  M9刺刀 601  

暗影双匕 468  707  弯刀 917  折叠刀 670  骷髅匕首 316  流浪者匕首 103 

海报弯刀正面全蓝 403 背面全 557 刺刀 555  蝴蝶刀 494  熊刀正面全蓝 575  

背面全蓝 928  鲍伊猎刀 182  折刀 839  求生匕首 103  猎杀者匕首 510     

淬火沙鹰 

6445 全金 4658 蓝顶蓝屁股全金 3280 枪身半蓝蓝弹壳仓 2504 蓝屁股 

7195 蓝弹壳仓蓝屁股 7069 蓝弹壳仓蓝屁股全金 6730 50 蓝 7319 80 蓝 

6993 80蓝 7435 金色 3778 金色 2441 蓝屁股全 465 纯金 

4814 手柄全蓝枪身全金 5695 80 蓝 4934 蓝枪头蓝屁股蓝弹夹仓 

750 后半全蓝 507 蓝顶蓝枪头 

淬火 M4A4  

12 全金 3742 蓝顶 1557 蓝枪身 1829 全金 667 蓝枪头金枪身 

6346 枪身 80蓝 

淬火 M4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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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7 蓝握把 1390 半蓝握把金消音 87 半蓝枪身蓝链接金屁股金握把金消音 

661 蓝链接蓝上半枪身半蓝消音 7129 蓝链接蓝枪口 5819 纯蓝弹夹 

2386 半蓝枪身蓝枪柄金消音 1594 蓝弹夹 70 蓝消音 1618 蓝手把 80 蓝枪身 

1459 蓝枪柄蓝弹夹槽金消音 4057 蓝链接蓝枪口金弹夹 1181 蓝握把 

淬火 AWP 

8131 纯金 3071 蓝握把 6671 蓝握把半蓝屁股 2 528 蓝屁股  

8018 蓝屁股蓝手柄金枪身  7952 金枪身蓝枪头  6182 蓝枪柄 

5526 蓝屁股蓝握把 694 蓝枪柄蓝握把 1154 蓝屁股金枪身 963 全金 

5105 蓝枪身 6491 蓝屁股 6540 蓝弹夹槽  7889 蓝弹夹槽蓝屁股

5074 蓝弹夹槽 4060 蓝握把 5424 蓝屁股蓝弹夹槽  1359 蓝屁股金枪身 

淬火 AUG 

7557 蓝屁股 323 金枪身蓝握把 496 蓝枪身 7101 蓝屁股 2756 蓝握把 

6017 后半 80蓝 4802 70 蓝 1227 枪身蓝 7980 蓝弹夹槽弹壳仓 

7732 蓝屁股 

淬火 MP9 

4479 蓝屁股 7808 蓝屁股 8035 蓝屁股金枪身蓝握把 3068 蓝屁股蓝枪柄 

7372 蓝顶 7983 全金 6500 蓝顶 550 蓝链接纯金 4391 蓝顶 

1800 金屁股金握把金枪柄蓝顶蓝枪身 638 金顶蓝枪头 135 蓝顶蓝枪柄 

393 蓝屁股金枪身 2163 蓝链接金枪身 

淬火 UMP45 

7195 金枪身蓝握把 5062 蓝顶蓝下半金枪身 4528 半蓝枪身 1483 纯金 

2012 蓝屁股 7636 蓝屁股 4959 80 蓝  

淬火 USP  

740 蓝枪头金枪身金消音 

/vip 使用卡密激活 VIP、试用 VIP 

!store 打开服务器商店（可以更换人物皮肤） 

!skin 浏览人物皮肤 

!hz 更换头像前的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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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op/Surf 服务器规则与指令介绍 

QQ 群 1075129246 

Bhop 与 Surf 是利用起源引擎的独特性质进行加速，完成地

图记录完成时间的竞速模式，是孰能生巧的模式。入门简单

精通难，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到刷记录与其他人竞争的快感与

乐趣。 

1. 请遵守服务器总则 

2. 脚本鼠标宏，发现即清记录与永封 

3. 请不要在有人跳图时随意拉票换图，封禁 1 天 3 天 7 天 

4. 不要恶意卡地图 Bug 刷记录，若无意不小心用 Bug 刷了记

录请报告 OP 管理删除记录，若故意则封禁 1 天 3 天 7 天 

5. 若出现无起点终点地图，请等待几分钟，若无管理员出现

请自行 RTV 投票换图 

 

!r 回起点 

!b 回奖励关起点 

!end 去主关终点 

!bend 奖励关终点 

!goto 传送到其他玩家 

!showkeys 按键显示 

!bwr 奖励关记录 

!wr 主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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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看 rank 排名 

!hide 隐藏人物模型 

!glock   !usp  !knife 获得格洛克 usp 刀 

!nc/!p 飞行 建议绑键控制台输入 bind x  "sm_nc/p” x 是

你想绑的键 

!style 换模式 

!ssj 显示跳跃数据（聊天栏） 

!jhud 显示跳跃数据 （屏幕中心） 

!strafetrainer/!sft 加速训练插件，指针指在中间为最佳加速 

!tas 使用 tas 训练模式 

!st 显示 triggers 

!null 解除或绑定 null，有被 bhop bash 反作弊插件检测风险，

null 为按键不冲突即你按着 A 再按 D 则自动松开 A 

!replay 播放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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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z 服规则及指令 

1.服务器内开任何外挂、加速脚本等不正当的第三方软件，

一经发现直接永久封号、清除数据处理（null 和一键大跳可

以用） 

2.在服务器内讨论或研究各种外挂、脚本的，一经发现一律

禁言 3 天 

4.服务器内禁止恶意卡起点、终点按钮等导致他人无法正常

跳图的行为，一经发现，封禁 3-7 天 

7.服务器内玩家正常跳图时，禁止随意进行 rtv、冲票等对他

人不利的行为，如果恶意 rtv 导致冲票成功换图。将视情节

严重进行处理（除非大部分人都同意换图） 

8.当服务器中只有两人（或只需 1 票即可成功发起 rtv 时），

在对方明确表示不需要换图时，如果仍恶意投票导致地图更

换，将视情节严重封禁恶意换图的玩家（1-3 天） 

9.服务器中的 VIP 合理使用延长地图时长的权利，如果恶意

将地图延长 3 个 100 分钟导致别的玩家无法正常进行游戏的，

将视情节严重进行处理 

 

rtv：发起更换地图投票 

!ext：延长当前地图时间 

timeleft：查看本张地图剩余时间 

!tp：切换第三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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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ror：切换镜像模式（可看人物模型自由视角） 

!pb：查看自己本张地图的历史最快纪录 

!top:查看本张地图的世界纪录、本服务器的最快存点、裸跳

纪录等 

!stopsound：停止播放地图 bgm 

!menu：呼出存点读点菜单 

!mhud：呼出按键显示、当前速度等信息 

!nv/!nvg/!nvs：打开夜视仪 

!vip：查看 vip 菜单 

!store/!shop：查看商店菜单 

!credits：查看自己拥有的商店积分 

!nominate/!yd：打开预定地图菜单 

!knife：打开换刀界面 

!glove：打开换手套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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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类服务器规则指令介绍 

QQ 群 966032462 

满十对局战绩查询：http://stats.nicotine.vip/ 

1. 请遵守服务器总则 

2. 挂机退出游戏将面临 30 分钟的封禁处罚，若出现 5v3 5v2

等情况时放弃比赛被封禁可以寻找管理员解封 

3. 请不要使用 m_yaw 999 的指令，会被服务器反作弊系统判

定为陀螺，管理员会根据反馈信息进行封禁，不予解封 

4. 若对局中发现有不正常游戏行为（作弊嫌疑，恶意游戏行

为）可以在 Q 群内，呼叫管理员 OP 前往查看 

5. 禁止恶意刷分行为，发现则清零外加 7 天封禁不断累积 

 

.r 准备 

.unready 取消准备 

.pause 暂停 

.unpause 取消暂停 

.capt  VIP 选择队长 

.rand 随机队长 

Rank 查看自己排名 

Top 查看排行榜 

 

http://stats.nicotine.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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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服规则 
QQ 群：982655164 

1. 请遵守服务器总则 

2. 禁止恶意拖平，无限逃跑，违反者第一次处死并警告，再

犯每次封禁 60 分钟，多次屡教不改 3 天起步不断累积 

3. 禁止卡传送点，滑坡点，梯子，楼梯及其他狭小地形，第

一次处死并警告，再犯每次封禁 60 分钟，多次屡教不改

3 天起步不断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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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手则 

1. 区分管理权限与 OP 权限，OP 权限大于管理权限 

2. 目前管理员封禁只有!ban 权限没有!addban 权限，两者区

别在于!ban 只能 ban 服务器里的人!addban 可以 ban 退游

戏的人，如遇到需要 ban 退游戏的人的情况，请报告在管

理群内，OP 们会进行处理 

3. ban 人要有理由据，证据至少是截图，自行留存，ban 人

时需在管理群内报告 

4. 管理员没有解封权限，误 ban 或需解封请在管理群说明缘

由，由 OP 处理 

5. 乱 ban 人，经核实发现将取消管理资格 

6. 如需要查看服务期内聊天记录请报告南城 

7. 若遇到难以处理或存在歧义的情况，可在管理群内进行讨

论处理 

8. !admin 里指令请自行斟酌如何使用 

9. 请仔细了解猫服准则，出现问题或纰漏请及时上报 

10. 管理员是猫服的形象，希望各位管理重视个人素质形象，

请认真对待每一份举报 

11. 管理员违反服务器准则，将受到加倍惩罚，并进行警告，

两次警告后取消管理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