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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

市场现有游戏的收益模式完全依赖于用户游戏内购买的,这样形成的用户游戏内产生的资产是不能完全地成为
用户的。现有的游戏是花钱才能赢的P�W(Pay To Win)体系,那么P�E(Play To Earn)就是与此相反的概念， 这
是通过区块链技术，游戏玩家能通过多种方法来获得收益的新概念的商业模式。这也是����年目前最受瞩目的
领域。作为支撑����年席卷全世界的元宇宙（Metaverse）的核心产业及技术,不可替代的代币,即NFT被选为。其
理由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游戏中使用的虚拟资产和NFT可以在元宇宙（Metaverse）平台上用作交易手段或货
币。
随着现实世界的活动转移到元宇宙（Metaverse), 而且可能通过NFT和P�E游戏产生现实资产和收益， 生产、消
费、投资、交易的循环经济也可能的。CoCo Games的 Meta Pang 将引领这一巨大趋势。

�.  Meta Pang 宇宙

(�) 纲要

"多重宇宙中的三位战士，与史莱姆展开战斗"

(�) 世界观

Metapang是多重宇宙中三个行星上的英雄们与共同敌人即'史莱姆'展开斗争的游戏。
玩家可以通过玩儿游戏和对游戏生态系统的贡献获得Gem，水晶(Crystal)是可以转换为Pang代币,在交易所进
行交易。
玩家可以通过战斗、收集道具获得收益。P�E游戏将补偿玩家对区块链经济生态界的贡献， Metapang将成为引
领P�E游戏时代的代表。

"世界由无数个多重宇宙组成。拥有不同时空的宇宙由相似又不同的要素构成, 多重宇宙是相隔几万光年的，但是
因为行星系非常复杂,所以出现了各轨道上一定重叠的时空。这多重宇宙内，与地球般环境同样的行星是共同存
在的，这些行星在同一时期出现了生命体,经过几万年的进化并诞生了人类。
人类文明的发展必然带来了机械文明， 超越技术特异点的人工智能拥有自己的意志，不但拒绝成为文明的奴隶
而且试图进行群集化。人类开始将这些群集称为史莱姆，史莱姆随手破坏人类文明，把行星弄荒了。
在这个平行宇宙中有生命体的行星上存在着神秘的""端口"",这个""端口""是在多重宇宙中人类在生活的行星间
连接的通道。打开进入""端口""的门口,就可以从第一宇宙的行星进入到第二宇宙的行星。如不通过这个""端口"", 
每个宇宙就互不链接。"
"每个世界上都存在这样的""端口"",第一次认识到这个""端口""的存在的Scalet, 他是在第一宇宙的""普洛克西马
""行星上与史莱姆对抗的科学家。
Scalet偶然通过""端口""移动到第二宇宙的""凯珀""行星，然后得知""凯珀""行星也在受到AI群集Slime的攻击， 
所以向""凯珀""行星的防卫军司令官""Ella""提议结盟。
他们利用""普洛克西马""行星的科学技术和""凯珀""行星的医疗技术,成功制造出了对史莱姆致命的武器和为我
军的治愈剂。
一起对抗的他们遇到了在""端口""中出现“Rush”，他是在第三宇宙的""Osiris""行星活着的。他们听到了
""Osiris""行星也在收到史莱姆的打击， 决定共同合作打败史莱姆。
""Osiris""的重力值与他不同，""Rush""可以快速移动，如果“Scalet“和”Ella“跟他一起的话也可能快速移动。因此
他们都可以快速摆脱为史莱姆的攻击。"



如不驱逐史莱姆，就也再次恢复到多重宇宙的和平。
与史莱姆抗衡的Scarlet、Ella、Rush拥有主武器和辅助武器，还有把收到史莱姆攻击而掉落HP恢复的区域。
如果有拥有的武器,所有武器都可以更换， 而且各自的武器也可以互相交换。
以"Scarlet"的攻击力和"Ella"的治愈能力、Rush的速度，从现在开始对抗史莱姆。

(�) 角色

a. 角色总共三个角色，就是Scalet, Ella, Rush。
B. 角色可以组织派对，组成完派对才能进行战斗。
c. 一个派对共由�个角色组成。
D. �个人物都有各自的技能，只有成为领导者才能使用自己的技术
e. 下面（表）是关于各角色固有的技能的内容。

角色名称 任务

Scarlet Assert 

Ella Medic

Rush Scout

Buffskill 描述

攻击力增加��%。

弹匣量增加��%。

移动速度增加��%。

图像

(�) 地图

a. 地图上共存在�个区域（以后更新）

b. 每个区域由��个比赛组成。

C. 完成��个步骤后才能移到下一个区域。

D. 区域和比赛等级越高，需要处理的敌人就越多。

E. 地图上的区域分为普通、精英、营地、商店。

F. 下面(表)是关于各比赛地区的详细。



(�)  NFT 工具 (武器)

a. 用主武器可以攻击敌人。
b. 主武器的等级总共分为�个，�级>�级>�级>�级>�级>�级。

c. 主武器等级越高，性能越好。
d. 主武器可以按照等级来升级，共��个阶段可升级。
e. 辅助武器是提高角色生存率的武器。
f. 在游戏内的商店里可以用GEM购买。

(�) 装备武器

a. 所有武器都可以更换。
b. 玩家可以随时更换所有武器。
c. 所有武器均可在角色间交换。

武器交换(前) 武器交换（后）

d. 所有辅助武器都可以随时安装或更换

安装辅助武器(前) 安装辅助武器(后)



(�) 液体药

(�) 史莱姆（敌人）

如果角色受到史莱姆的攻击，HP将减少。 此时,使用液体药,立即见效，HP就会恢复。液体药是消耗性单品，用一
次就会消失。这可以在商店内用宝石购买。

�) 自动播放

Metapang具有在其他P�E中很难看到的自动再生功能。现在的β试验服务中所有角色能自动播放，但今后正式
版出示的话，只有一些特定的角色拥有自动播放的功能。

a. �中敌人 ： 爆炸型、突击型、扩张型、妨碍型,。
b. 角色碰到敌人就会失去体力。
c. 敌人(史莱姆)的详细情况如下。

爆炸型 : 接近角色时爆炸

突击型 : 将角色追到最后

扩张型 : 妨碍角色的前进，而且体积越来越大

妨碍型 : 也是妨碍角色的前进。

(��) 操作方法

a. 在放入"Auto"按钮之前,可以在画面上用操纵杆移动。

b. 玩家需要把女性角色移动时，请拖动游戏手柄。

c. 通过操纵杆只能移动领导者 。

d. 按下"自动"按钮,角色可以自行移动。

e. 无需其他操作即可自动攻击。



(��) 游戏方法

a. 玩家必须清除敌人的目标数量， 以便进入下一阶段 。

b. 领导在战斗中安排在前方,其他角色安排在后方。

c. 领导死掉了，剩下的角色按顺序投入战斗。

d. 如果三个角色全部死亡,玩家必须在第一个阶段重新开始。

E. 恢复体力是手动的和自动的都可以。

F. 玩家可以随时更换所有武器

�. 社区与经济

(�) Pang代币

玩家可将游戏中获得的宝石兑换为Pang代币。
玩家t通过完成每日任务或完成比赛等，可以获得宝石， 排名越高,获得的补偿也越多。玩家可以使用游戏中获得
的宝石升级角色,购买辅助武器,换成Pang 代币,转账到外部钱包兑换现金。

(�) 分配代币

Pang代币共有��亿个BSC链（BEP-��），分配方法如下。

Play to Earn 
��%

CocoGames
��%

Liquidity pool
��%

Sales
��%

Staking Rewards
��%

Team
�%

Advisors
�%

Ecosystem
Fund 

�%

Private Sale
��%



�.路线图

�) 开始开发Metapang游戏

�) 制作角色及设计

�) 确立游戏世界观

�) 构建服务器及设计核心系统

�) 创建智能合同

2Q,3Q,4Q . 2021

�) 开通了网站和SNS

�) Metapang封闭β试验

�) 上市了 Pang代币

�) 制造NFT武器及设置级别平衡

1Q .2022

�) 发布PvP 模式

�) 推出角色定制服务（用户可自己设计角色)

�) 上市Coco Games的后续P�E游戏。

�) NFT工具间自发性移动

4Q .2022

�) Metapang开放β试验

�) Metapang正式发布

�) NFT角色销售（预计自由版结束）

�) 推出活动框

2Q .2022

�) 开放Metapang乐园

(现有玩家优先购买土地)

�) 牛排服务开业

�) 打开团队模式

1Q .2023

�) 游戏内在的钱包开放与联动

�) 市场开放

�) NFT工具更新及销量限制于ver.�

�) 出示自动播放角色( 事前的自动播放版本要结束)

�) 添加宇宙地图（预定）

�) 玩家社区开放

3Q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