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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fanworks

通过制作动画和动画角色
为您创造提供最好的交互新媒介

2005年，公司以flash动画角色软软战车的商业化为
开端，目前业务已经扩展到电影，动画制作，出版，
广告，旅游等各个领域 。



fanworks的优势

电视动画 卡通角色
品牌运营

社交网络
管理 广告制作角色周边

地区推广网络动画

电影

为每个项目量身定做制作团队
①根据每个客户的需求，推荐最合适的创作者和制作团队。
即使是大学、政府这种特殊领域的客户，我们也能有针对性的提出方案，并派出专业
团队 。

②可以提出专业的营销战略和推广方案。我们的强项不仅限于内容制作，更
体现在运营和管理整个项目上 。
我们的强项不仅仅是制作作品，更是运营管理整个项目。

业务范畴

宣传片制作



fanworks参与的作品



作品介绍

2005年12月，该作品在独立动画门户网站“livedoor网络动画”
上开始放送。随即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并获取了各种奖项，还发售
了许多周边产品。
之后还制作了和名作《铁臂阿童木》的合作作品《软软阿童木》。

■软软战车         2005〜

〜地区合作动画〜

■富山观光动画 2009〜

该作品由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当地动画制作团队、动画制作公司
P.A.WORKS和FLASH动画创作团队The BERICH合作制作完成。
可谓是影像化的“富山魅力”。
动画有中文、韩语、英语字幕版本，在电视和网络上播放。将富山旅游向
中国和亚洲富裕地区直接推广的同时，也间接提高了在日本国内游客和媒
体中的认知度，达到了新闻推广和增加观光客的目的。

该作品由雅加达NET.TV于2015年3月在印度尼西亚全国放送。
日本国内也在中京电视台进行了放送。

该作品作为总务省采纳项目，由本公司和中京电视放送局共同企划提案。故事描绘了雅加达
的创作人ANDI=MARTIN创作的动画角色HEBRING“沿着跨越中部・北陆的升龙道地区，
一路巡游名胜的修行之旅”。通过这部3D动画片，向印度尼西亚全国展现了中部北陆地区
“升龙道”的魅力。

■HEBRING升龙道ADVENTURE 2014〜

主人公小学生面道司最好的朋友就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卡片游戏“Gigant Battle”的卡片
“King Menger”，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世界第一的Gigant Shooter玩家。
但是他对卡片游戏的热情往往总是一场空……无论什么事情都希望通过卡片游戏来解决的他，

总是给周围带来麻烦。

这是一部充满勇气、友情、热情，还有无厘头搞笑的小学生生活漫画。故事中的人物们今天

也不知为何就卷入了Gigant Battle中！？

■超爆裂异次元卡片大战 2014〜
2014年4月～2015年3月 ＠NHK 
E频道 每周二18:45〜 （全32集）

［导演］
森 瞭維智

（代表作：「Peeping Life」）
［声优］

面道司／山口胜平
小出美留子／德井青空

沼田学／橘田泉
堂本当／爱美

桐谷・M・桐人／山口智大



由畅销绘本《小熊学校》系列改编
而成的电视系列动画。

以某个乡下小镇为舞台，双胞胎露
露和落落每天都在挑战新工作。

■ 加油！露露落落 2013〜

相关APP200件以
上

超过1000件的角
色周边产品

超受欢迎的LINE表情和
装扮道具

2016年1月19日获得了
LINE装扮道具人气日榜第一

2013年1月～ ＠NHK E电台 每
周四 17:20〜 （全63集）



2015 Ponta剧场 6集公开
2017 「Ponta」之歌,youtube公开
2018 Ponta剧场,3集公开

日本邮报吉祥物「郵便熊」的短篇动画制作。
用水彩绘制的充满奇妙气息的背景，用3D动画制作细致的毛发来表现
真实质感。在这样的动画世界中，同时拥有豪华的声优阵容。
在「Message嘉年华2015~有理想，有祝福」的开幕仪式上首度公
开，在全日本的书信活动中也进行了播放。此后每年都进行了原创故
事的制作。

[staff] 
脚本：相原博之（《熊的学校》原作，《加油！鲁鲁洛洛》原案、脚本等）
声优：郵便熊/村濑步・郵便小熊/金本寿子・郵便果酱/五十岚裕美・旁白/日高法子
动画制作：电通，Fanworks

[staff] 
导演：RARECHO（ラレコ）

动画制作：株式会社Fanworks
制作版权：株式会社Loyalty Marketing 

2015年动画第一弹 《给亲爱的月亮的书信》
2016年动画第二弹《可爱情书》和《郵便熊 Possu！之舞》
2017年动画第三弹《郵便熊 心惊胆战的问候》和《郵便熊 绘画歌曲》」

© Ponta

©JAPAN POST Co., Ltd.

积点服务「Ponta」的角色动画（1集30秒）由RARECHO（ラレコ）
担任导演。在特别网页「Ponta剧场」中公开！
在有一些怀旧向的背景音乐中，淡淡地向我们展示「Ponta」的世界观。
跟着怀旧曲风，一起跳舞的「Ponta」之歌也将登场。还有令人会心一
笑的歌词以及有着自己癖好的「Ponta」的舞蹈，敬请期待

■英国一家吃在日本 2015〜

2015年4月～11月
＠NHKworldTV

（日本以外54个国家）、NHK综合

某一天，英国人美食评论家迈克尔布斯得到了一本关于日本料理的书，并被其魅力深深吸
引。无论如何都想亲自品尝美味的迈克尔，带着妻子莉森和两个孩子阿斯卡、埃米尔踏上
了前往日本的旅程。
刚到日本的第一个晚上，他们来到了位于新宿的“回忆横丁”，在那里迈克尔第一次品尝

到了如同“懒散的蚯蚓”般的日式炒面。“真是令人上瘾的味道啊…”，紧接着，寿司、
豆腐、御好烧、章鱼烧、拉面、芥末、酱油、味噌汤、日本酒…等等你能想到的日本料理
和食材都被这来自英国的一家吃了个遍！

■Ponta剧场 2015〜

■郵便熊（ポスくま）2015〜

作品介绍



【staff】导演：春日森春木 / 动画制作人：森野あるじ / 音乐制作：Ventuno

搞笑2人组“小内小南”的内村光良所主演的NHK短篇小说番组《LIFE ~献身于生活
的短篇小说~》（综合电视台 每周四晚10：25~10：55）的放送动画，由本公司负
责制作。
第一弹是《彦介、彦美的暑假》
在短篇小说中，彦介、彦美的动画声优由内存光良和石桥杏奈担任。
并且在第二弹中，三津谷宽治（内村）、说谎太郎（星野源）也将登场。
妖怪们做了什么呀（ムロツヨシ）、章鱼大王（冢地武雅）竟然也会出演！

■钢铁交响乐 2016

■温馨的日志 2016
原作是将插画投稿到网上并在年轻女性中引起话题,在Twitter上收获粉丝超过52万的超人气
插画家深町中。她以情侣间、家人之间不经意的对话为创作对象，描绘了温馨的日常生活。
以她的插画为蓝本，制作了每集2分钟，共10集的短篇动画。在最普通不过的情侣、家人的
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发现那些令人感到“幸福的瞬间”。
1集2分钟，全10集。由NHK综合电视台播放。

（NHK综合电视台）
©深町なか・一迅社／NHKz【staff】故事板：ラレコ/动画导演：松井久美 [声优]入野自由/濑户麻沙美

■LIFE！〜献身于生活的短篇小说〜 2016

（NHK综合电视台）

手机游戏《钢铁交响乐》的角色为了宣传作品本身而做的短篇动画！
为了让大家下载游戏，集落“彩”的朋友们一起努力推广宣传，甚至不惜暴露
游戏界中危险的机密……！
为了宣传什么都可以做！的游戏角色们的疯狂暴走5分钟

【staff】
导演：太田雅彦
系列构成/脚本：青岛 隆（音译）
角色设计/总角色导演：大隈孝晴
角色原案：今野隼史
美术导演：加藤浩（ととにゃん）

[放送信息]
TOKYO MX1 2016年10月~12月 每周日深夜1：00~1：05 全12话
Hagane Orchestra ©Since2015 Hanbit Ubiquitous Entertainment Inc.

响应经济产业省提出的《地方内容向外发展支援事业》，奈良县葛城市的酒
造・梅乃宿酒造株式会社以创造该公司的“柚子酒”的产品为原型，而制作了
动画短篇《YUZU7》

■YUZU7   2017

《YUZU7》的角色，取自于制作一瓶梅乃宿酒造的“柚子酒”而是用7个柚子
的形象。在酒吧、聚会上喝着柚子酒的人，以他们看不到的柚子精的形象出现
并给人们带来幸福。
【staff】导演：松村麻郁 / 脚本：今井雅子 / 角色设计：小石川 雪

©NHK

作品介绍



LINE游戏《商人之星的小比索》
新游戏发售兼动画同期放送！

■ 商人之星的小比索

【声优】
比索： 原凉子
卢布：江口拓也
马克：樱井敏治

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宇宙中最能赚钱的星球，商人之星。
但是这颗星球的王子小比索，每天打手游，氪金，须弥度日。

终于有一天国王忍无可忍，
对王子说：“你去把全宇宙的金钱带回来！”
然后就将小孩子和王子一起放逐到宇宙中了。

在旅行的途中，王子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并与他们进行商战。
比索用他的机智，一直在奋斗着…

因为有笑声，所以才会有收获的，关于宇宙的金钱物语。

【staff】
导演・脚本： 清池良辅
原案・角色设计：So What, Inc.
制片：株式会社幻想工程（Imagineer Co.，Ltd）

【放送信息】
TOKYO MX1 
2017年4月-6月
每周一晚21：55~22：00

冒险者也要参加工作方式的改革…（笑）
史克威尔艾克尼斯公司的手游动画化

这里的主人公们不去冒险，而是每天早上起床后，来到一家聚集着
各种冒险家的迷之公司…。
每天打卡上下班的冒险者，却落到了被后辈们欺负的田地，明明有
高颜值，但却有着丧兴趣的敌国中佐……。
而且，工作中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戴着迷之头巾…！？

【放送信息】
TOKYO MX电视台
2017年10月2日（一）~
每周一25:00~25:05
共12集

【staff】
导演：春日森 春木
脚本、系列构成：高林 祐树（高林 ユーキ）

【声优】
Ryan：山下 诚一郎
Sofia：田中 爱美
Ingrit：山村 响
Ena：芹泽 优
Wolf：藤原 启治
Victor：樱井 孝宏 他

■ Dia Horizon 2017 2017

©SoWhat, Inc. / ©Imagineer Co., Ltd. / 
©Fanworks Inc. © 2017 SQUARE ENIX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在NHK教育频道2017年9月4日（一）、11日（一）共2回放送播出的《世界制服》节目，该节目的开场动画
由松井久美负责。她曾担任过动画《加油！鲁鲁落落》的制作和动画绘本的封面的制作工作。
参考了被称为动画鼻祖的费纳奇镜技法，并通过数字化的作画方式来呈现“帅气&可爱”的世界观！

■NHK教育电视台《世界制服》开篇动画

■《西武铁道×LAIMO＆爽爽猫活动》原创动画

该动画是由西武铁道株式会社所举办的《西武铁道x LAIMO & 爽爽猫》活动的原创动画
本作品讲述了台湾超高人气角色LAIMO（ライモ）和爽爽猫（ソウソウネコ）体验享受西武
沿线上秩父、长瀞、川越等观光胜地的故事。全3集。
※本动画除在官方网站上公开外，同时在Youtube上、池袋站和高田马场站等站内电子看板、
40000系30000系60000系电车内的小型电子看板中，也预定进行放送。

■《蚂蚁蚱蜢（アリキリ）》

▼名称
《蚂蚁蚱蜢（アリキリ》
第一话：加班篇
第二话：女性活跃篇
第三话：育儿男士篇
第四话：复（副）业篇

▼staff
导演: 内山勇士
CBO（Chief Brand Officer）: 越智真人（おちまさと）
制作：株式会社Fanworks
策划、提供：株式会社Cybozu

为纪念Cybozu公司创业20周年而发表的动画短片制作。
以伊索寓言中《蚂蚁蚂蚱》为参考，描绘了“真实的”工作方式的改革。体现了内山勇士导演（《纸兔子罗丕》、《流浪苏格（野良ス
コ）》）所特有的素朴可爱风格的动画人物，并通过作画动画的表现手法来展现。

★获奖履历
2018 株式会社D2C （网络影视部门）Good Online Film奖
2018 宣传会议第5回 Brain Online Video Award 广告主部门 二等奖

©Cybozu, Inc.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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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COUNTDOWN 内放送中的短篇动画
《Caribadix》（カリバティクス）

终于要进入第二季

■ Caribadix

「JAPAN COUNTDOWN」（大阪电视台，东京电视台系日
本国内网 每周日早9：30~）播放的45秒短篇动画作品
《Caribadix》！

该动画实现了与rockin’on ×三丽鸥异色的合作。这部动画
描述了毒舌松鼠CARINA和超级喜欢重金属音乐、比外表看起
来要认真的大灰狼DEEKY，一起组成乐队，并以召开演唱会为
目标而前进的故事

第二季以CARINA为中心，和Chipper（狼）Feynes（松
鼠）的另外两位女生组成乐队登场，表演自己拿手的乐器以及
唱歌。女子乐队会演奏什么样的歌曲！？以及保护女子乐队

【番组信息】
番组名：大阪电视台系列《JAPAN COUNTDOWN》每周日 上午9：30~
播放电视台：大阪电视台、东京电视台、北海道电视台、

爱知电视台、濑户内电视台、TVQ九州放送

▼staff
导演：清池良辅
脚本：细川彻
动画制作：Fanworks

▼声优
DEEKY：江口拓也
CARINA：伊达朱里纱

© 2016, 2018 SANRIO CO., LTD.
JAPANCOUNTDOWN アニメ制作委員会

2017
～



在中国超过30亿播放的超人气网络漫画动画化！
中日两国同时放送！大受欢迎后，考虑开发第二期？

■ 我哥无药可救！-快把我哥带走-

在中国阅览数合计超过30亿的超人气网络漫画的动画化。
有暴力倾向的妹妹…殴打傻乎乎的哥哥！？
兄弟爱！恋爱！美食…？等要素全都包含的学园爆笑漫画。

除电视播放之外，也在腾讯运营的动画播放平台上进行播出。

[放送信息]

第一季
TOKYO MX1 
2017年4月~6月
每周五21:55~22:00
全12集

第二季
TOKYO MX1 2018年7月9日（一）开始放送
每周一21:54~22:00
全24集

▼staff
脚本・导演：RARECHO（ラレコ）
制片：上海腾讯企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动画制作：株式会社幻想工程（Imagineer Co.，Ltd）

/株式会社Fanworks

▼声优
时分：中村悠一 时秒：雨宫天
开心：小野贤章 万岁：花江夏树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2017
～



■ Aggretsuko

Netflix original 动画2018年4月20日开始向全世界播送！！
广受好评，第二季制作决定！

<TV版>Aggretsuko
2015年三丽鸥创作，
TBS栏目《国王的午餐》中作为短篇动画播出。
（2016年4月~2018年4月）

脚本、导演：RARECHO（ラレコ）

©2015, 2018 SANRIO サンリオ/TBS・ファンワークス

<第一季放送信息>
放送：Netflix面向全世界展开播出
配音对应语言：英语、中文（粤语）、西班牙语等8国语言
字幕对应语言：在上记语言之外，中文（简体、繁体）、韩语等23国语言
放送源：Netflix
集数：10集（各集约15分钟）

[staff信息]
原作：三丽鸥
导演、脚本：RARECHO（ラレコ）
动画制作：Fanworks

[故事概要] 
在一流商社作为OL工作的小熊猫烈子，面对让人火大的上司，以及做事不过脑
子的同事们，暗自气愤却又不敢说出来，就这样度过每一天…。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她的兴趣是在下班之后一个人去卡拉OK唱歌，用死亡摇滚
来发散压力。在故事里讲述了烈子，同在公司每天以饱满的精神状态面对工作的
职场女强人猩丽部长，以及做事精准有性格的美人秘书鹫美，在被称作“公司”
的野生动物园里每日奋斗的故事。
烈子在每日的OL生活中通过完成每日的工作，以及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稍微
变厉害一点点！”的故事。

2018
～



【放送信息】
5分 × 全10集

◇NHK教育电视台
8月6日（一）～10日（5五） 上午9:50～9:55
8月13日（一）17日（五）上午9:30～9:35

用幽默的方式来介绍生物们的栖息地，在儿童图书领域创下
了前所未有受人欢迎的记录。
高桥书店《遗憾的生物词典》系列，成为今夏备受期待的动
画番组，在NHK教育电视台连续两周进行播放。

动画由3部分组成！
动画创作者们以其独特的目光及特有的感性所制作的动画！

成为话题的儿童图书
《遗憾的生物词典》动画化！

决定于今年夏天8月NHK教育电视台播出

原作《遗憾的生物词典》系列（发行 高桥书店）
导演：德永真利子
演出：内山勇士（ウチヤマユウジ）高嶋友也
声优：玄天哲章、日高法子（日髙のり子）
音乐：：羽深由理（《英国一家，吃在日本》）
制作版权：NHK、Fanworks
制作：：NHK 企业（NHK エンタープライズ）

■《遗憾的生物词典》

©TAKAHASHI SHOTEN／NHK、NEP、Fanwork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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