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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10市场概况



Windows 10市场概况

Windows 10最新数据证明全新的机遇到来

◇Win10稳坐全球第一大桌面操作系统
• Win10市场份额增长到了57.34%
• 在美国市场，Win10份额已经超越Win7
• Win10政府版正式进入中国政采市场

◇ Win10月活跃设备数首次突破10亿
• 普及情况良好，6个月内骤增1亿
• Win10活跃用户持续增长
• 企业向Win10系统转换，未来仍有大幅增长

• 2020年3月17日，微软官方宣布全球拥有10亿多台月活跃设备运行Windows 10，遍及全球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 微软公布2020年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截止3月31日，营业收入36.3亿美元收入，同比 增长15%，每月有近9000万Xbox Live活跃用户 。



Miracle Games 是谁 ？



MIRACLE GAMES 全球化布局

MG北京总部：
北京奇游灵动科技有限公司

MG南阳分公司：
南阳奇游互娱科技有限公司

MG北美分公司：
MIRACLE GAMES INC

MG青岛分公司：
青岛奇游灵动科技有限公司

MG香港分公司：
MIRACLE GAMES LIMITED



MIRACLE GAMES 行业成就及领导者地位

发展迅速的新兴潜力

• 微软官方全球ISV顶级合作伙伴之一
• 入选 Microsoft BizSpark创业企业成长计划
• 入选 Microsoft ID@Xbox开发者成员计划
• 国内首批认证 MicrosoftHoloLens应用开发商（包括腾讯、游族、乐逗等）
• 获粤商创投、广州君海联合千万级A轮战略投资
• 金翼奖 MG 荣膺年度最具影响力游戏分发平台
• 金凤凰奖 MG创始人 荣膺年度中国游戏产业十大新锐人物



Miracle Games 能做什么？



为开发者开放更丰富的服务

• 免费提供技术支持服务，降低开发者移植成本

• 汇聚大量的技术专家成员，包括微软全球最具
• 积累了全球超过7335万海量用户

• MG SDK提供完善的账号体系

• MG SDK提供功能齐备的社交体系

• 集成微软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服务

研发提升赋能 用户增长赋能价值技术专家

• 提供安卓、iOS、H5、Web、Win32等应用程

序快捷移植Win10 UWP版本对应的解决方案

Miracle

Games

营收增长赋能 产业服务赋能• 集成谷歌广告、MG广告以及众多广告主资源，

让更多的开发者获取更多的广告收益MG SDK

提供完善的账号体系

• 汇聚1200家的开发者合作

• 获得微软的长期支持

• 具有明显的产业链组成特征

• 举办了多次GWGC开发者全球峰会• 打造全球游戏发行平台

• 提供完善的运营服务与全球化的支付体系



Miracle Games 产品介绍



MIRACLE GAMES：开发者一站式解决方案

工具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
有超过50项知识产权

广告
交叉推广

Miracle Games 平台

平台账号体系独代
联运
CPS

游戏

电商

展现
完善的社交服务体系

广告服务平台

全球支付体系

应用商店

研发商

CPC
CPI
CPS

Win10&安卓用户



MIRACLE GAMES 产品：全球化社区SDK



MIRACLE GAMES 产品: MG SDK

便捷的社交服务: MG平台账号体系

•

•

•

•

•

•

•

•

•

•

•

无缝集成全球40多家SNS平台登陆系统

支持MG全球海量用户直接登陆

支持邮箱、短信验证

超强稳定性，具备千万级全球数据处理能力

支持百亿级消息推送，精准定向推送功能

几十行代码轻松接入，方便快捷

支持游客登陆，自动本地保存用户信息

支持中、英文等多语种界面，根据用户IP地址自动切换语种

支持Win10、H5、安卓多平台

支持C#、C++等多种开发环境

支持Cocos2d-x、Unity3D、H5主流引擎、Flash等多引擎

了解更多☞https://www.mguwp.net/social.html

https://www.mguwp.net/social.html


MIRACLE GAMES 产品: MG SDK

多样的支付体系：部分签约支付合作伙伴

• 经过多年的发展，安全、便捷、

透明的MG支付SDK，累积超

过1000万人次使用，服务的

全球开发者超过1000家，与

全球众多知名金融机构及电商

平台达成合作，成功对接中国

3个电子口岸，支持全球6大主

流结算币种，全球跨境支付服

务网络逐步成型。

了解更多☞https://www.mguwp.net/pay.html 我们专注的每一面，都是为了给你更好的支付体验

https://www.mguwp.net/pay.html


MIRACLE GAMES 产品: MG SDK

多样的支付体系：全球支付服务网络

• 集成全球90%以上的主流第三方支付渠道

•

•

•

•

•

欧盟资质认证，财务更合规

支持全球6大主流结算币种，实时汇率，真正0汇损

增加有效的防刷机制，避免过高的坏账风险

支持Win10、H5 、安卓等多终端跨平台

根据用户所在国家ip，推送用户当地最便捷，最频繁的
支付方式

了解更多☞https://www.mguwp.net/pay.html 我们专注的每一面，都是为了给你更好的支付体验

https://www.mguwp.net/pay.html


MIRACLE GAMES 产品: MG SDK

精准的数据分析

应用实时数据统计 全球市场数据分析 全球用户画像组合

秒级监控应用各项数据，例如注册，活跃，

支付收益等，支持实时数据，按国家，地

区，时间统计分析

全球国家及地区数据排序统计分析，高效

快速了解应用更加符合哪些国家用户喜好，

帮助开发者有效拓展不同国家市场

提供完善的用户属性及特性，了解用户基

础属性及行为喜好，有效筛选出高质量用

户，大幅提升产品收益

了解更多☞https://ad.mguwp.net/platform.html

https://ad.mguwp.net/platform.html


MIRACLE GAMES 产品: MG SDK

广告平台

更高的广告收益 多样的广告形式 丰富的广告资源 高效的结算体系

以收益最大化策略为
向导，最大化广告变

现收益

覆盖主流样式，独创原
生广告

游戏、电商、品牌覆
盖各类优质广告主

雄厚的资金支持和完
善的智能数据审核

MG广告平台通过集成微软广告、谷歌广告、FB广告以及众多广告主资源，同时提供丰富的广告样式为微软应用商店广告的流量主提供最

优质的商业化解决方案，帮助开发者提升广告服务价值，能让更多的创作者获得更多的广告收益。

了解更多☞https://ad.mguwp.net/

https://ad.mguwp.net/


MIRACLE GAMES 产品: 开发者管理后台



MIRACLE GAMES 产品：成熟的广告服务

Miracle Games AdSense
MG广告平台作为最实用最简洁、最完善的广告平台系统，最大化提高开发者广告收益，现阶段每月数以百计开发者加入广告平台，

是全球最大的Windows广告平台，同时支持安卓和iOS系统。

日点击量10W+日展示量 1000W+

• MG广告投放额度：5000万美金/年

• MG合作形式：CPI

日安装量 5000+ • 接入方式：SDK/API等方式开发者 1100+

MG广告实现“PC+平板+移动”三端全覆盖

MiracleGames

AdSense



MIRACLE GAMES 产品：成熟的广告服务

Google AdSense

MG 40%

开发者 60%



MIRACLE GAMES 产品：成熟的广告服务

多样的广告形式

对联广告

积分墙

开屏广告

推送广告

插屏广告

banner广告



MIRACLE GAMES：广告投放合作模式

分成比例

CPM
Google AdSense

CPC

MG

开发者60% MG40%

1.0元

0.8元 DAU>10000

MG广告 CPI 0.5元 DAU<10000

DAU<5000

CPI阶梯计价方式



MIRACLE GAMES 产品：应用商店

MG应用商店（WWW.MGUWP.COM）致力于打造支持Win10、安卓、iOS、H5跨端全球化通用应用分享平台，同时聚集大

批多年MG忠实用户、微软粉丝，代表着新一代的最前沿，最有效，最安全，更稳定，跨平台的优质分发市场与用户社区。

应用分发平台

应用分类

应用排行

应用首发

应用专题

精品推荐

社区论坛

H5游戏

个人中心

个人积分

MG平台币

http://www.quwp.com/


GWGC开发者联盟

Windows全球开发者联盟（GWGC）成立于2014年，由MG发起

并成立，隶属于动漫游戏国际化工作委员会的分支机构，坚持政府

MG引导，融合MG流量、数据与生态优势，协同产业链上下游资源，

致力打造一站式服务体系，为各类极致创新应用开发者提供全方位

孵化支持，成就梦想！

核心

价值

开发者

服务开发者

互动交流 分享学习 资源整合 产业孵化 全球推广 社区SDK 全球支付 众创空间 投资/融资

了解更多☞https://www.mguwp.net/gwgc/home.html#page3

https://www.mguwp.net/gwgc/home.html#page3


产品接入流程



产品接入流程

注册MG开发者后台
客服洽谈

通过审核引导注册 查看接入文档

测试嵌入问题
提交微软商城更新

或发布
产品资源申请 下载SDK，嵌入SDK

用
户
更
新

审核推荐

审核通过 用户导入

交叉推广换量广告平台获取收益 管理应用



技术说明



技术说明

• 支持的平台：Win10 UWP，安卓，Flash网页，Win32应用程序，HTML 5

• 支持的游戏类型：

➢ Cocos2d-x 2.3.8以上……………………………………..WP8.0，Win10，安卓

➢ Unity3D 5.2以上……………………………………………WP8.0，Win10，安卓

➢ Direct3D+Silverlight……………………………………..WP8.0，Win10

➢ Html5+Silverlight………………………………………….WP8.0，Win10，安卓

➢ Win32……………………………………………………………Win10 UWP

➢ Flash网页游戏…………………………………………………Win10 UWP

➢ 虚幻4……………………………………………………….……..Win10 UWP

• 支持的语言：C#，C++

• 支持的语种：zh-cn，zh-tw，en-us，其它自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