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软领先技术

助力MG成为最具特色的游戏发行推广平台

北京奇游灵动科技有限公司

MIRACLE GAMES INC    



目录

01

02

03

04

05

06

概要

基于azure的云技术解决方案

MG SDK

MG开发者统计分析管理平台

MG技术文档中心

开放，创新，智能



概要01



概要

• 完全基于微软Azure云构建全球游戏体验，借助Microsoft技术及Azure丰富的云服务，

MG可以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游戏体验的创新上，为广大用户推出更多优秀的

作品

• MG SDK充分使用了微软所提供的各项支持与服务，整合了评级和评论、WNS推送

通知服务、微软支付、微软认知服务及人工智能等各种API接口，给用户带来最好的

游戏体验

• MG技术文档中心经过多年Windows10 UWP应用开发技术沉淀，针对不同引擎不同

终端的应用提供快速移植Windows10 UWP版本对应的解决方案，并免费提供技术支

持服务，大幅降低开发者移植成本

• MG开发者统计分析管理平台借助Power BI强大的交互式数据可视化工具，帮助开发

者将应用内数据转化为可视化图形，更加高效、直观的发现问题，助力业务成长



基于azure的云技术解决方案

助力MG成为全球领先社交及发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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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在 Azure 上的 MG 社交及发行平台架构

2016年开始使用微软云Azure

目前奇游灵动的MG 社交及发行平台
完全部署在 Azure 上

所用的技术和服务包括：

• 虚拟机
• SQL Server 数据库
• MySQL 数据库
• CDN 服务
• 存储服务
• AD 域控
• 虚拟网络
• Cortana
• Translator

MG 社交及发行平台大量运用了Azure的云技术解决方案，包括各种 Linux 发行版、SQL SERVER、Azure 
Database For Mysql、 Azure Cosmos DB等。 Azure 的高可用性、安全性、开放性以及诸多独具特色

PaaS 层的功能都是MG选择 Azure 的关键因素



Azure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 微软Azure在性能、功能、可靠性、安全性、灵活性、技术支持等各方面的能力全球

领先，系统运行7年来，真正做到了0故障

• 利用 Azure 全球网络的高可用性、灾难恢复和备份，无需担心基础结构

• Azure的全球区域数多于其他任何云提供商，这种规模使得游戏离玩家更近，并减少

了延迟，从而实现快速响应的游戏体验，为MG打造全球化支撑，快速响应服务提供

了基础

• 微软Azure独具特色的PaaS层功能，可以让我们将精力更加专注在业务层面，同时也

极大提升了平台用户的游戏体验



MG SDK

为UWP开发者提供一站式服务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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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 SDK 产品功能

为开发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支持7种语言，支持第三方登录、游客

登录、邮箱&短信验证等

账号体系

永久免费提供游戏中心、数据统计、交

叉推广、社交功能

社区SDK

帮助开发者提供变现渠道

广告平台

微软支付

一键接入SDK

产品功能自由选择

自助管理后台一键登录管理所有产品功能

首页(应用列表)

社区管理

助手应用

广告平台

运营管理

支付管理

SDK接入帮助

公告管理

个人信息

提供用户数据自助管理运营应用

安全、便捷、透明

MG SDK以第三方形式永久免费提供给全球UWP开发者使用，让开发者充分利用SDK提供的多种
功能以及微软所提供的各项支持与服务，在大幅降低了开发者的开发成本的同时，也为游戏玩家带

来更好的用户体验



MG SDK 账号体系

MG平台账号体系积累了全球超过8000万微软商店用户，让UWP
开发者共享全球海量用户的同时，也为游戏提高用户新增及活跃提
供强有力的保障。同时，MG 在 UWP 生态中创造并找到了多种

获取高质量用户的方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开发者

 无缝集成全球40多家SNS平台登录系统

 支持MG全球海量用户直接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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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游客登录，自动本地保存用户信息

 支持中、英、德、法、意、俄、韩等多语种界面,根据用户IP地址自动切换语种

 支持WP、Win10、H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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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 SDK 微软账号登录



MG SDK 微软支付



MG SDK 广告平台

MG广告平台为微软应用商店广大的流量主提供最优质的商业化解决方案，多样的广告形式、顶级的广告素材，
以及全球化的创意广告内容，帮助开发者提升广告服务价值，能让更多的开发者获得更多的广告收益

 全球化的创意广告内容

 顶级的广告素材

 更具有竞争力的变现收益

 多种广告形式

 100%的广告填充率



MG SDK 社交

完整社交服务体系

MG社交引擎提供给开发者完整的游戏运营和社交化的工

具，开发者可以快速实现游戏社交化，帮助游戏开发者

快速在游戏中内建完整的社交平台。通过自定义游戏内

玩家社区，最大化提升玩家黏着度的同时，还为开发者

提供了解用户需求的最佳渠道。

特色功能

支持自定义社区版块、社区皮肤、自由回复等

好友互动交流系统，支持好友PK、邀请好友、关注、私信

支持全球40多家SNS平台分享功能，进行口碑传播，获取新用户

支持发布公告，并可以精准推送相关公告给玩家

游戏活动在线运营工具，实时推送礼包给玩家

提供7*24小时游戏内客服工具，让开发者能够真正与玩家进行直接交流

提供内建语音交流平台，玩家不必跳出游戏可以直接语音聊天

MG SDK为开发者提供了功能齐备的社交体系，包括资讯公告、私信、客服、荣誉排行榜等功能，同时MG 
SDK也集成微软Translator翻译服务、Cortana人工智能等解决方案，帮助开发者的应用最大化提升用户黏

着度的同时，还为开发者提供了解用户需求的最佳渠道



广泛支持各种开源技术

微软桌面应用转换器（Desktop App Converter） 认知服务（Translator）

评级和评论用户的满意度 WNS推送通知服务活动提醒及告知

MG SDK大量运用了Azure的开源技术解决方案及集成微软的各项支持与服务API接口，减少了开发者的学习
成本及负担，在享受微软技术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积极推动了开发者和最终用户对微软技术的体验



MG SDK 技术规范



MG技术文档中心

7年沉淀，轻松发布您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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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开发者文档中心

作为MG核心内部服务，多年Win10 UWP应用开发技术沉淀，针对不同引擎
不同终端研发的应用，我们提供开发者将安卓、iOS、H5、Web、Win32等
应用程序快捷移植Win10 UWP版本对应的解决方案，并免费提供技术支持服

务，大幅降低开发者移植成本



MG SDK 接入流程

1、注册开发者并创建应用

打开开发者后台，完成注册后，登录MG开发者管理中心在应用列表创建应用获取

APPKEY。

注意：为了避免个人离职造成应用交接不方便的问题，建议开发者使用企业邮箱或

者公共邮箱进行注册。

2、移植Win10 UWP版本

Untiy移植Windows 10版本

Cocos移植Windows 10版本

Html5移植移植Windows 10版本

3、下载并集成SDK

下载并集成SDK

4、游戏发布上线

待游戏无问题且提交微软审核通过后，即可游戏发布上线，玩家可在Win10微软商

店中下载游戏

http://dev.mguwp.net/
https://doc.mguwp.net/app.html
https://doc.mguwp.net/migrate2.html
https://doc.mguwp.net/migrate7.html
https://doc.mguwp.net/h5store.html
https://doc.mguwp.net/uwpsdkupdate.html


版本移植

Unity移植UWP Cocos移植UWP

Flash移植UWP Html5移植UWP



版本移植

微软桌面应用转换器、MSIX打包工具，帮助开发者将Win32、.NET桌面应用快捷的转换成Windows 10平台下的通
用应用（UWP APP），并发布到微软官方应用商店，极大缩短开发者移植UWP版本的周期，降低开发者移植的成本

微软桌面应用转换器（Desktop App Converter） 微软MSIX打包工具



UWP开发者社区

MG汇聚了大量的技术专家成员，包括微软全球最具价值技术专家（MVP），各大主流引擎的技术专家等，
我们相信，技术无边界，用想象力引领新变革



MG开发者统计分析管理平台

助力业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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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开发者统计分析管理平台

MG开发者统计分析管理平台为开发者提供专业、易用、可依赖的大数据产品，实现用户画像、海量数据可
视化、数据分析挖掘等综合服务。接下来，MG将逐步应用Microsoft Power BI交互式数据可视化工具，

为用户提供更加直观的数据展示，更高效的指导产品运营



MG开发者统计分析管理平台



后续开发计划

• PowerBI应用

• 提供更加直观、高效的数据展示

• 帮助开发者做出更明智的业务决策

• AIOps初步

• 对用户的活跃、付费、留存等行为进行聚合分析，挖掘关键业务指标，帮助运营做出优化的建议

• 分析运维数据，发掘潜在的系统安全和合规问题，为企业的信息安全保驾护航

• 建设分布式全球同服游戏体验



创新总是面临挑战，让我们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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