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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欢迎使用易企玩 H5游戏定制平台，在这里，你可以免费使用模版，替换素材，生产一
个新的 H5游戏用户企业的微信推广，链接永久免费使用，更有强大的数据支撑、奖项核销
系统等，下面的操作指南能助你更快上手！

一、注册登录

 登录易企玩首页（http://www.17koko.com/）右上角“登录”按钮可以进入注册及登录页
面，通过邮箱注册即可成为易企玩会员，注册后登录就可开始游戏 DIY定制。

注：目前找回密码的功能还没有上线，若密码遗忘可联系 QQ：3153840251（易企玩帮助中
心）进行密码重置。

http://www.17kok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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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版选择

 模版超市中有游戏分类，可选择合适自己的游戏类别，鼠标移至模版图像，会显示模板

二维码，扫一扫可体验游戏（游戏模板定期更新，敬请期待）。

1、模版介绍 疯狂抢啤酒

 模板描述：考反应能力游戏，点击屏幕伸出左手抢得啤酒即可加分。

 游戏界面可替换元素：10个 可 DIY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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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版介绍 小鸡向前冲

 模版描述：考察视觉估值能力，长按屏幕控制竹竿长度，跨过障碍。

 游戏界面可替换元素：5个 可 DIY程度：★★★★☆

3、模版介绍 FlappyBird

 模板描述：考反应能力游戏，点击屏幕控制像素小鸟高度，避开水管。

游戏界面可替换元素：4个 可 DIY程度：★★★★☆

4、模版介绍 寻找房祖名

 模板描述：考验用户的细心和手速，在众多的柯震东中寻找唯一的房祖名。

 游戏界面可替换元素：3个 可 DIY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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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模版介绍 别踩白块儿

 模板描述：考验手速，别踩到白色的方块儿。

游戏界面可替换元素：2个 可 DIY程度：★★★☆☆

6、模版介绍 2048

 模板描述：考思维逻辑能力，划动屏幕控制方块方向，相同的方块碰撞生产新的方块。

游戏界面可替换元素：12个 可 DIY程度：★★★★★

7、模版介绍 交换图片

 模板描述：考验观察和记忆力，点击两个方块替换图片，拼出原图即可通关。

游戏界面可替换元素：14个 可 DIY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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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模版介绍 作死喵星

 模板描述：考验反映力的趣味性游戏，喵星人与汪星人的对战，动画效果较多。

游戏界面可替换元素：2个 可 DIY程度：★★★★☆

9、模版介绍 躲避陨石

 模板描述：看你的反映是否敏捷，点击屏幕移动 UFO，避开四处飞窜的陨石块。
游戏界面可替换元素：8个 可 DIY程度：★★★★☆

10、模版介绍 奔跑吧，小兄弟

 模板描述：金钟国在追赶，奔跑吧，陈赫！游戏中的人物、背景可替换，趣味性十足！

游戏界面可替换元素：7个 可 DIY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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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模版介绍 天上掉月饼

 模板描述：重力感应游戏，控制月兔的左右移动，接住天上掉下来的食物获得分数。

游戏界面可替换元素：12个 可 DIY程度：★★★★★

三、游戏编辑

 点击模版下面的“免费定制”按钮进入游戏编辑界面

1、信息录入

 免费定制游戏首先需要录入游戏信息

 模版名称及模版描述：为默认项无法编辑，不会在完成后的链接中体现。

 游戏名称（必填）：录入本游戏的名称；

 游戏描述（非必填）：填写本游戏的相关描述，便于游戏管理；

 缩略图（非必填）：用于游戏转发或分享朋友圈时显示，格式要求为 JPG或 PNG格式，
分辨率为 200×200（若不选择，将默认为系统自带图标);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必填）：可选择该游戏的使用时间（完成后游戏下架时也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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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录入完成后点击“开始定制”进去游戏编辑页面，顶部菜单栏为操作流程，共分为：

开始界面、游戏界面、结束界面、排行界面、通用素材、游戏设计并发布六个步骤。流

程状态中：黄色为已完成状态，白色为目前编辑状态，灰色为尚未编辑状态。

2、游戏界面编辑

 编辑界面两侧为“上一步”“下一步”按钮：编辑结束可点击界面右侧的“下一步”按

钮进入下一步骤，“上一步”按钮可重新编辑已完成页面。



易企玩（小游戏 DIY）操作指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易企玩 H5游戏定制 第一平台

10

 素材替换：编辑区左侧为效果预览区，右侧为素材编辑及上传区。每一步骤的编辑方式

类似，例如：开始界面中点击相应的“啤酒”，弹出窗口，点击“+”可把准备好的素
材上传至素材库中，点击上传好的素材，即可成功替换游戏元素。如下图，成功替换了

啤酒元素：

注：替换素材前，建议点击手机左侧的“所有素材下载”或每个素材弹窗中的“素材下

载”按钮，查看原生素材，修改起来更加便捷哦！

 动画素材替换(例如小鸡向前冲、奔跑吧小兄弟模版)：
步骤一：先下载该原生素材，素材中，参考线框内为每帧动画范围，标号为帧数及顺序。

步骤二：根据原生素材中的参考线及顺序进行素材修改，每一帧的图像不要超出参考线范围。

步骤三：替换素材，注意完成后新的图片需要与原生素材保持一样的分辨率，并去掉参考线

及标注。如下：

原生素材：

替换素材：

 全部素材复原：在预览区手机左侧，可以把游戏内所有页面的素材一键恢复为默认状态

 素材建议尺寸：在每个素材底部有建议尺寸大小，若尺寸或比例差异较大，会导致画面

异常或影响用户体验。

 游戏名称：点击游戏名称可以直接录入游戏

元素及图片分辨率保持一致 去掉参考线及序号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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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收集用户信息：默认为收集，点击“是否收集信息”按钮，可改变为不收集，此功

能为游戏结束后是否需要玩家填写“姓名”及“手机号码”的功能开关，可根据项目需

要选择是否启用。

 关注我们按钮：此按钮在游戏结束界面出现，可以替换按钮素材或“设为空”，如使用

该按钮，记得点击左下角的“设置连接”可以控制该按钮的跳转地址，可用于引导用户

关注公众帐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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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设置并发布：此步骤用于游戏在微信中转发以及朋友圈转发时看到的文案，可以在

编辑栏中直接录入，录入完毕后保存即可完成游戏页面的全部编辑。

四、发布管理

 点击“游戏管理”可查看所有已经制作完成的游戏，可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编辑或修改。

包括上架与下架、修改游戏、数据详情、奖项设置、删除功能。

1、发布、下架、删除与修改

 游戏发布：制作完成的游戏链接默认状态为尚未发布，需要手动点击“发布”按钮后，

链接可以正常使用，点击发布后，会出现“点我查看”的按钮，点击后可查看游戏链接

并生成二维码，通过手机扫描便可直接使用本游戏。

注：发布状态下不能对链接进行重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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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下架：可对已经发布的游戏进行下架，下架后游戏链接无法再进行访问（包括已转

发出去的链接），下架后可以对链接进行重新编辑和修改。

注：下架状态无法查看游戏链接

 删除游戏：删除所编辑的游戏，删除后讲无法找回该游戏内容及全部数据，需谨慎操作。

 游戏修改：“保存资料”可重新录入本游戏的游戏信息；“保存并修改游戏”可保存当

前页面的资料，且重新进入游戏的编辑页面，对之前编辑过的游戏元素进行再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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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奖品设置

 如您的游戏需要设置奖品，可以在发布前对游戏进行奖品的设置，根据游戏分数段设置

奖品，点击“奖品设置”，出现以下弹窗：

 分数指引：由于每个模版的游戏形式和积分方式不一，游戏难度也不同。这里小编为大

家提供了该模版的分数参考，实际情况还需根据项目的奖品数等实际情况结合来设置，

建议完成游戏后可先试玩体验后再确定设置。

 分数区间：根据不同分数段可获得的奖品来填写，默认为低分至高分的填写规则，注意

分数不要重复哦！

 添加规则及删除：点击“添加规则”，可以新增分数段和新的奖品；“删除”可以去掉
该条获奖规则

 奖品：点击奖品可进入我的卡卷编辑中心，在这里可以“新增卡卷”或选择以前使用过

的卡卷来作为奖品（卡卷是有时间的已经过期的卡卷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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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卡卷：点击新增卡卷可进入新增卡卷编辑页面，在这里可以编辑卡卷名称、卡卷图

标、卡卷有效期、兑奖细则（兑奖细节信息，将在用户获奖后我的卡卷的详情页面中体

现，下面会在奖品核销中详细介绍）

 卡包链接设置：（我们给用户提供的附加自定义功能定制的游戏）DIY游戏后，如设
置了奖品，玩家会在游戏的开始和结束页面有一个“券”的浮动标识，可以进入“我的

卡卷”及“我要兑奖”功能。

* 点击“我的卡卷”：默认跳转 17koko卡卷中心，可以查看该玩家在易企玩平台获得
的所有奖品卡卷列表，此处的卡包链接设置便可以编辑该跳转地址。企业用户可以在这

里填写自己公众号的链接引导关注，并在自己公众号的菜单下设置“我的卡卷”菜单，

把我们默认的卡包链接用于跳转。从而起到让玩家需要领券，必须要先关注公众号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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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好奖品，和奖品数量后，即可完成奖品设置，如下：

3、奖品核销

 在游戏中设置好了奖品后，玩家如何兑奖，企业怎么核销奖品呢？下面详细介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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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家端-兑奖：玩家在玩完游戏到达奖品制定分数后，可以选择兑奖，兑奖以该玩家最
高分数为准，一个玩家只可兑奖一次。

 玩家端-我的卡卷：玩家兑奖后可以进入我的卡卷，查看所有在易企玩平台获得的卡卷，
点击卡卷可进入卡卷详情页，卡卷详情页中的二维码即为兑奖信息，该页面还有对应的

游戏链接、兑奖细则（上面介绍的卡卷编辑页面中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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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端-设置核销人员：点击卡卷中心，可以进入核销人员设置，这里企业管理人员可
为核销员工设置帐号、密码、核销游戏权限、备注信息，点击添加后完成设置，把帐号

密码给到对应的核销人员。

注：卡卷中心还可进入卡卷库、直接核销奖品、查看奖品核销记录，可以自行查看。

 企业端-核销人员：企业核销人员拿到玩家提供的二维码后，直接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
进行扫描，首次扫描后将跳转登录页面。用上述设置的帐号密码登录后即可进入核销页

面，再次扫描二维码（或直接填写兑奖码）可以对奖品进行核销，核销后，用户端的该

奖品进入“已使用/已过期”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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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游戏数据管理

 查看按钮：点击查看按钮，可进入游戏管理页面，在此页面可以查看该游戏链接的数据

情况，其中包括游戏数据、游戏测试、排行榜、获奖列表等。

 游戏数据：游戏数据列表中可以查看该游戏链接的点击量、转发量以、分享数量、已发

奖品数量。

 游戏测试：对链接修改后可查看测试二维码

 玩家排行榜：可查看该游戏的所有玩家信息和排行榜情况，并且可以删除该用户数据

五、使用管理

1、企业管理

 在企业管理界面中，可对企业帐号的资料、密码信息、营业执照信息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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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规范

 DIY游戏链接为免费使用，暂无使用期限及数量上限；
 后期将加入审核功能，对游戏的元素和使用进行审查，如发现不符合使用规范或涉及违

反国家规定的互联网标准，我们将对链接进行强制下架或封号处理；

3、关于我们

 如需更强大、更深度定制或有任何意见及建议，欢迎与我们取得联系（TEL：400-9966-216
QQ：916008008）或在“关于”菜单中提交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业的团队为你量身
定制具有企业特色的游戏！

* 本产品最终解释权归深圳星云微讯科技有限公司所有

http://wpa.qq.com/msgrd?v=3&uin=916008008&site=qq&menu=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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