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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H5小游戏
策划一场成功的营销活动

\ 〃 \

\ ..

凡科互动



案例
凡季4

FAISCO.COM

金逸影院
2017年7月份一一2018年3月份
8个月24场互动活动,

2017.09.07
浏览量:5058 

分享人数:1.8千

平均每10天诞生一个有效活动（千人级别以上）

2017.01.05
浏览量:2.3W+ 

分享人数：1.6W+

2018.08.03
浏览量:9.2W+ 

分享人数：3.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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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用互动游戏策划活动?

链接用户与品牌■
主动与用户发生关系

实现引流    •
线上一一公众号、APP、商城
线下一一门店、景点、峰会、展馆

实现传播
品牌曝光、产品宣传

产生效益
降低活动成本 
玩家变消费者

广 州 凡 科互联 网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Guangzhou FAISCO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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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活动的策划思路与运营流程
当我们在谈活动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

1.1活动的策划
1.2活动的运营

广州凡科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FAISCO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1.1活动的策划■主题
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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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题

制造让用户参与活动的理由

0
节日型

传统节日、促销节日

事件型

行业热点、流行事物

创意型

新鲜感、体验感

冏 月 4 2018年5月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間六 周日

1 2 3 4 5 6

国际曲士乐日 芳动节 古力剛生日 世界新闻自 青年节 立夏 荷兰足球甲…

还有2项… 还有倾… 还有2项,. 还有倾… 还有彼, 还有2项…
7 8 9 10 11 12 13

红十李日 朕合国纪愈.. 世界防治肥.. 节

还有5项 还有颐… 还有2项...
14 15 16 17 18 19 20

央视菌个白… 国际家寇日 联欧洲 全国助律日 玉方博吃谆三 法国足球甲 稣K学校…

还有撅… 还有2项… 还有2项… 还有4项…
21 22 23 24 25 26 27

小滴 生物多样性 世界预防中… 世界向人体…

还有硕.. 还有2项…
28 29 30 31

联会国继持 世界元J8日 JLS15 楊暮生日

广州凡科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FAISCO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1.1活动的策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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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方案

What
主题

Why
目的

r
Mien 1

k口」冋 i

Where
哪里

How
形式

How 
much 
预算

以凡科主办的“狗年答题赢百万好礼”活动为例

What-主题：狗年答题赢百万好礼

Why-目的：品牌传播

When-时间：2018.02.08-2018.03.04

Where-哪里：线上微信平台

Who-谁：举办者与参与者（凡科、返利网、OFO小黄车、 

同程旅游、凌雄租赁），对象（微信用户）

How-形式：微传单答题+互动游戏抽奖

How much-预算:物料费、宣传费等

广州凡科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FAISCO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1.2活动的运营
2^^4|FAISCO.COM

筹备期

物、事、人

宣传期

预热与推广

调控期

行动与调整

资源整合 

事项计划 

人员分工

免费:自有媒体 付

费：投放、帮推

执行与应急
方向变更、细节调整

Q>||数据监控

看传播力度：覆盖量、浏览量 

看用户热度:参与量、转发量 

看转化效果：核销量、兑奖量

回顾活动步骤 

积累活动经验

广州凡科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FAISCO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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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游戏如何实现效益?
活动目的达成与效益实现的办法

2.1  品牌传播一一吸引客户
2.2  公众号涨粉一一沉淀客户
2.3  平台引流一一转化客户

02

广 州 凡 科互联 网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Guangzhou FAISCO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2.1品牌传播■吸引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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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做品牌传播?I：：

产品曝光、提升知名度、塑造品牌形象

品牌传播形成什么效益?

吸引潜在客户

形成裂变式传播，低成本带来强大的曝光量 

形成一传十，十传百的口碑效益

问题：广告一般都是单向传播，用户没有参与感？

〈返回关闭 康宁二十年，爱你…

产品的真实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我和我 家庭的

故事。

以“微传单,传播为例
浏览：77811          分享:11151



2.1品牌传播■吸引客户
凡科

FAISCO.COM

品牌的植入要点 通过互动游戏与用户接触,将品牌信息植入活动过程来影响用户心智

植入要点①：自定义游戏背景&部件

游戏原型 自定义后 自定义后 广州凡科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FAISCO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2.1品牌传播■吸引客户
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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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頰

功单位：

WWt:   http：//

包Log。:  诲•跡

请上尙P9、bmp、png、gift诲的图片

咬片:  蝌人・自叙

+ 片

请上尙pg、bmp. png、giff試的图片

丑:                                     I
飼名称:  关淮们

.,上5

分享内容（没有获奖有成绩的玩家）            +插入

玩家名称以游戏成绩的成绩傲赠雄，你敢来挑战Ta赢取丰厚奖

植入要点②：
完善高级设置一企业信息

植入要点③： 自定
义微信分享内容

植入要点④： 开启并编辑
广告页

广州凡科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FAISCO Network Technologv Co.Ltd



2.2公众号涨粉■沉淀客户
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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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功能：粉丝专属 解决活动涨粉中的流程复杂、门槛高的问题

路径@ :扫码关注，从公众号进入游戏
 路径②:扫码关注，退出公众号返回游戏

1、玩家点击参与后,弹出公众号二维码 2、识别二维码关注，在公众号中迸入游戏 3、玩家关注后进入游戏,可正常参与 广州凡科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FAISCO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2.3平台引流-转化客户
凡科

FAISCO.COM

平台引流的做法 奖品刺激，搭建兑奖引流的路径

①引流至微商城、APP等线上平台

awea详情

f&fesaaa动》］

〈返回洽洽年味小蹈?年刮好礼…

螭帅得了

洽治微商城30元抵扣券

> v3Oo» 券

电商优惠 
券/礼品 网页核销 跳转平台 

链接

②引流至门店、展会等线下场所

〈返回  年赏好礼，当燃京东  •••

吨嬷得了

砂奖

零门槛888元优惠券

swes详情

线下核销
提示门店 

地址
Network

门店优惠券 
/微信卡券/ 

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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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互动游戏有什么玩法?
互动游戏的玩法大全与套路揭晓

3.1  互动游戏大全
3.2  互动功能与设置秘诀
3.3  微传单与互动游戏结合

广州凡科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FAISCO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3.1互动游戏大全
凡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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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节•不整你整谁 
清明插柳

给最美劳动者颁奖 
采花抢礼献母亲 双
11扫货大作战 邀请
好友装扮圣诞树 集

元旦祝福

拼团抽豪礼 全
民砍价

集福赢好礼 好
友推广赢大奖 
邀好友拆礼盒 

铁人三项
邀好友种树

奔跑抢好礼
疯狂挠红包

萌宠爱消除 天
掉金币送大礼 

极限跳跃抢大奖
吃鸡大比拼 全

民冲顶答题

接近50种节日主题游戏 
每周玩转互动

社交传递 形成裂
变式传播

多种类游戏 竞赛
得分更刺激

投票 
签到 

大转盘 
九宫格 
砸金蛋 
摇一摇 
刮刮乐

简单粗暴
周期型活动最佳

广 州 凡 科互联 网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Guangzhou FAISCO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3.2互动功能
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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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核销功能

公众号核销---
用户发送兑奖码至后台，自动核销奖品

线下核销 -----(

用户至IJ店出示二维码或兑奖码,员工验证核销

网页核销 ------
用户根据网页提示进行兑奖操作，如：下载APP

核销员如何登录线下兑奖页面？

如何批星核销兑奖码？

为什么在凡科后台核销记录跟微信公众平台的记录对不上?

为什么核奖品?

请问核销稣十么意思？

如何给一个活动配置核销员？

我想让我的员工核销，又不想让他们操作我的活动，该怎么设置？

核销奖品如何操作？

广州凡科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FAISCO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3.2互动功能
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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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口令红包

浏览人数：899133  参与人数：796829  获奖人数：4011  分享人数：52743

〈返回"泰山保险杯"全省安…・・・

活豌搠 排行榜  軸鄭3 X

活动奖品

微信姓：微信红包

浏览人数：36685  参与人数:30536

〈返回双十年化妆品转融奖…

活嚇明
我的奖品  x

: 88^0^ 红包 二《^ ： 
10^J^ 红包 三《^ : 5 信红包

: isvim信红包
六等奖：20it无g优專券

奖品花费:5414
参与人数：79.6829万

获奖人数:14302 分享人数:13262

奖品花费:3679
单日涨粉:2.8万
单个粉丝成本约:0.13

（红包领取示意图）

2、査看卡券

4.发送口令码到公众与



3.2设置秘诀
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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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奖品派发 2.中奖概率与奖品数量

① 按排名派发             ①前期：较高的中奖概率，部分数量奖品。小奖品为主，大奖保留
② 抽奖派发             ②中期：降低中奖概率，补充剩余奖品，开大奖
③ 参与送券             ③后期：降低中奖概率，不补充数量让奖品消耗完，或奖品清零
④ 报名后派发

3.好友推广

① 分享奖励：转发分享后当天获得额外N次抽奖机会
② 邀请奖励：每邀请一个好友参与当天获得额外一次

抽奖机会。

注意：活动需要物质奖励来激发用户兴趣，奖 

品准备也有小技巧!
① 大奖刺激，做噱头
② 小奖调动，维持热度
③ 虚拟奖品兑奖更方便（话费、优惠券、红包）
④ 奖品与品牌、产品挂钩有助于品牌传播

广州凡科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FAISCO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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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微传单与互动游戏结合

微传单+互动小游戏
凡科〃狗年答题赢百万好礼"
CCTV10 ”神奇的材料” 金逸影
院"何以解忧唯有豹富”

神奇的材料3月13. 《神奇的材料》答•，

MtEK

答题旬

已有1004入・加活动

3月13日下午15:07 央
视科教象道，敬调观卷！

《返回关闭 神奇的材料3月13..

■ ■益的新略))-神奇的嗣
料

5 冃 D 日 i 15=07



附:互动游戏的自检分析卡

用户自检分折卡

凡季4
FAISCO.COM

首次关注:
首次关注是否开启关注时回复

首次关注是否有活动伺关引导性的内容, E蚀n文本,游眺图文点击即可逬入游观

① 检查

② 试玩

③ 发布

自定义菜单:
自定蟀单是否有互动类的游戏,做有吸引力的公众驱台

自定戏单是否有过期的营销推广活油,应及时下掉

是否定期使用互动游蘇定期做活动

是否清楚f詞 7WW以更好的开展活动

④推广 互动游加 是否清楚活动中奖模式（匕濒先到先得模式，述是抽奖模式等）以避免造成粉丝斷

⑤兑奖

活动推广:

是否兑奖过程上嫩顺利，是否在公众率台公布中奖名单 活动

开始前是否做过内容測试

是否有发动的员工*边朋友转发游戏到微信群

是否有很勞徵4甜群可以在f舌动时派上用场

公众号基础粉丝数量

是否有门店，可以做门店推广
是否会做一些付费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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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活动有什么推广途径?
活动的推广途径与注意要点

4.1  推广渠道大全
4.2  推广注意要点

广州凡科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FAISCO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4.1推广渠道大全

微信平台 自有渠道 付费渠道

① 公众号发布
② 合作方助推
③ 员工转发社群、好友

线上：
① 官方微博、门户网站、APP
② 论坛、贴吧、QQ社区、自媒体平台

线下：
① 门店二维码、传单、海扌艮展架
② 产品包装、购物袋印刷二维码
③ 员工主动宣传、指引

① 微博推广
② 社群投放
③ 媒体广告
④ 大V、网红推
荐

广州凡科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FAISCO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4.2推广注意要点
凡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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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精准定位■人群

② 精准投放■推广

③ 精准路径-转化

可覆盖人群

F目标 
用户

问：我把游戏发布出去了，为什么没人来玩?

答:活动离不开推广，平台也是一种推广资源，
在已有的粉丝基础上做活动，激励旧粉丝带
来新粉丝

全渠道&精准

广州凡科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FAISCO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THE END
〃微信用户已达1 0亿，这里每天都在诞生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