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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了个羊》小游戏爆火，背后的小程序游戏生意经令人关注

开发成本千元“换张皮”躺赚？
专家：小游戏设计初衷为打造成爆款赚快钱，但成功概率很低 此类小游戏靠广告来营收
仿佛在一夜之间，号称通关率只有 0.1%的小游戏《羊了个羊》火遍大
江南北，玩家们一个个摩拳擦掌，想要证明自己是千里挑一的“天选之
人”，只可惜在游戏的特殊设置下，大都功败垂成。
“第二关太难了”
“ 游戏设置不合理”
“ 涉嫌抄袭”……尽管《羊了个
羊》一直“绯闻缠身”，且不少玩家在体验数十次、上百次后直呼“上
当”，可依旧有很多年轻人趋之若鹜，想要加入“羊群”。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找来
游戏产业分析师以及心理咨询师，共同一探究竟。

长垣警方相继抓获
3 名犯罪嫌疑人
你玩过《羊
了 个 羊》没 ，有
何感受？
来聊聊吧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首席记者 韩忠林 实习生 张嘉琦

在睡梦中“通关”，有人一天玩近百次
9 月中旬，#羊了个羊#突然登上微博热搜，成风靡全
国的微信小游戏。
《羊了个羊》走红前，在山东工作的河南
小伙小赵就接触了这款游戏，却卡在第二关的最后一
点。
“每一次都觉得自己下次就能过关，不甘心，所以反复
尝试。”准备放弃之际，小赵用了网友分享的外挂，十分轻
松就加入了”羊群“（通关后才能加入）。
“感觉靠自己不可
能通关。
”
开挂玩了两天，
小赵已然觉得《羊了个羊》索然无
味。
“如果能重来，
我应该不会点开这个游戏吧。
”
洛阳小伙余波也深感被游戏套住，
“ 有一天玩到凌
晨五点，然后睡觉做梦我过关了。”尝试了几天之后，余

波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通关。
“游戏公司做这游戏，就是
为了接广告赚钱，肯定越难过关越好。”因为不当“韭
菜”，余波按照网上的攻略，改了代码，把第二关改成第
一关，顺利加入羊群，为地区第五名添砖加瓦。他在朋
友圈分享说，
“过不去就靠科技呗！以后不会再玩了。”
“只有 0.1%的人能过关，
我要成为这 0.1%。
”
在读研究
生还未开学的河南姑娘小鱼看来，
《羊了个羊》好不好玩、
内容是什么并不重要，她只是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千里挑
一的“天选”之人。最多的那天，小鱼玩了 99 次，用了 8~9
个小时。
“这是一种休闲娱乐方式，
怎么算浪费呢？
”

很多小游戏，开发成本只有千元
《羊了个羊》突然出圈并非个例，最近几年，时常会
有小游戏横空出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走红。
游戏产业分析师张书乐告诉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
者，类似《羊了个羊》
《合成大西瓜》
《2048》这种三消游戏
（三个相同图案连在一块可消除），从上世纪 80 年代游戏
机游戏盛行开始，就一直是长盛不衰的休闲游戏类型。
三消游戏最大的特征是无需持续游戏，属于轻度游
戏且带有休闲性。
“玩法简单、上手能玩，自然就‘江山代
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个月’。”
张书乐介绍，类似《羊了个羊》这样的小程序游戏，
主要成本在于创意，即游戏设定。如果不计算过审测试
时间、因平台限制返工，研发制作只要 2~3 名程序员，花
费 1~2 天工夫。
“ 很多小程序游戏开发费用，成本只有千
元。”另外，张书乐介绍，小游戏的制作就是重度游戏‘降

维’，将过去一些需要客户端的手游、PC 网游，通过‘换
皮’的方式来吸引用户。
每当有《羊了个羊》这样的小游戏走红，很多网友都
会觉得，游戏公司凭借低成本廉价游戏，赚得盆满钵满。
张书乐称，小游戏“随便弄一下就能圈钱”是假象，
“小游戏设计的初衷是，一旦有爆款就赚十天半个月的
快钱。”但小游戏真正能够成为爆款的概率极低，没有流
量的小游戏尽管成本低，回本难度也比较大。
此外，类似《羊了个羊》这种形式简单、体验单一的
小游戏，大都只能依附于流量平台。游戏公司想要吸引
用户进入小游戏，往往需要在各种大平台推广，这部分
成本不低。
“ 大部分小游戏没有版号，只能靠广告来营
收。”游戏公司在大平台通过广告引流，然后用游戏内广
告赚钱，两相抵消后的营收空间极为有限。

娱乐满足趋于碎片化，小游戏造成开心放松的假象
《羊了个羊》走红后，很多年轻人趋之若鹜，这反映
出怎样的心理现象呢？
河南省教育厅关工委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家教指导
部副主任王海勇认为，
《羊了个羊》按照区域排名的设
置，人为在虚拟空间做了关于个体和集体的“绑架”，让
玩家获得自我价值感。但游戏本身纯粹是消遣娱乐。
“其实这种小游戏和碎片化信息是一样的。”小游戏
只需要很小的投入就能获得当下的满足。这说明人们
对娱乐的满足也越来越碎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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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红亨垣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马俊乾与你方房屋买卖
合同仲裁案【（2021）郑仲案字第 1592 号】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21）
郑仲裁字第 1592 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公告送达
河南红亨垣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薛付兰与你方房屋买卖
合同仲裁案【（2021）郑仲案字第 1594 号】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21）
郑仲裁字第 1594 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公告送达
河南红亨垣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朱学坤与你方房屋买卖
合同仲裁案【（2021）郑仲案字第 1595 号】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21）
郑仲裁字第 1595 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小游戏制造了一种放松的假象。”事实上，玩家不
一定是真正的快乐，只是完成了当下的感官刺激。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国家级心理治疗师
杨勇超认为，
《羊了个羊》的爆火跟每个人的客观现实有
一定关系。青少年学生、年轻人有一定时间保障，没有
生活压力，所以玩的比例较高。另外，很多游戏设置让
玩家想通过挑战显示能力或获取成就感，
“ 寻找自己的
闪光点”，就会放不下游戏。例如，玩《羊了个羊》宣传通
关率低，通过了就更能突出“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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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讯（记者 宋红胜 通
讯员 杨明）自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开展以来，长垣市公安局严厉打击各类违法
犯罪行为。近日，长垣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一
周内抓获 3 名犯罪嫌疑人。
9 月 15 日，某公司职员报警称，崔某私刻
公司印章用于与其他公司签署劳务分包合
同。民警将崔某传唤至刑警大队，崔某如实
供述了其私刻公司印章的犯罪事实。
9 月 16 日，长垣市居民郭某朋友苗某以
卖房为由诈骗其 40 万元。接警后，民警根据
受害人提供的信息立即开展侦查，于 9 月 22
日将其抓获归案。经审讯，犯罪嫌疑人苗某
如实供述了其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
9 月 19 日，刑警大队接长垣市人民法院
移交阮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卷宗后，民
警经分析研判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落脚点，
次日将其抓获。经审讯，阮某如实供述了其
应偿还席某凤钱款但拒不执行的犯罪事实。
目前，3 名犯罪嫌疑人均被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长垣市公安局赵堤派出所

开展
“百日行动”大排查
专项整治行动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讯（记者 宋红胜 通
讯员 张爱）自
“百日行动”
开展以来，
长垣市公
安局赵堤派出所重拳打击突出违法犯罪行为，
打防结合，攻坚化解各类安全隐患，坚决维护
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的安全。近日，赵堤派出
所联合政府职能部门开展多次清理清查行动。
行动中，赵堤派出所依托“3+N”网格，积
极动员各级网格员共同参与，结合辖区疫情
防控管理，紧盯辖区行业场所等人员密集区
域，开展不间断的巡逻检查，督促业主履行
单位职责，监督职能部门履行监管职责，以
执法促进规范，提升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
感，从源头推进管理规范化，实现社会环境
共管共享。
此次清理清查行动，赵堤派出所及各职
能部门共出动警力 30 余人次，检查大型商超
3 家，宾馆旅社 5 家，饭店 22 家，物流寄递业 4
家，加油站 1 家，废品收购站 2 家，学校 14 所，
发现各类安全隐患 26 条，现场整改 12 条，下
发限期责令整改 14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