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是一家来自日本的 

                           游戏服务上市集团公司。 

 

主要业务涉及领域包括： 

游戏测试领域、翻译本地化领域、 

日本地区游戏开发资源领域（声优等）、 

日本市场发行媒体宣传领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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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主机游戏、手机游戏、电脑游戏、街机游戏等 

110台 240台 550台 

XB1+XB1X Switch PS4+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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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游戏（日本机型适配） 
日本产安卓设备1500多台； 

各个机型版本的苹果设备1500多台。 

从北海道到冲绳共有15个分部，

测试网点覆盖整个日本。 

札幌 
共3处 

名古屋 

初台 
浅草1 
浅草2 
新宿 
笹塚 

福冈 

京都 
大阪 

冲绳 

仙台 

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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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个游戏的特点，定制最佳的测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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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划分 职业度 预约时间 

 
S 

特殊声优 

日本最高人气 
声优工作以外的活动也

很多 
日程安排比较困难 

半年前 
（最少） 

A 权威声优 
  知名度高经验丰富的

实力派。 
費用非常的高昂 

半年前 

B 人气声优 
日程安排相对困难费用

也相对较高 
3个月前 

C 中等声优 
知名度・費用・实力都

比较平均 
2个月前 

D 新人声优 
知名度低 

性价比 较好 
1个月前 

E 无名声优 最适合于抑制成本 1周前 

日本著名声优： 
我们拥有强大的日本声优资源，和雄厚的声优邀
请能力。 

在日本声优业界持有强大影响力的制作人在我司
供职。 

从台词校正、邀请声优、现场配音、监修指导、成
品交付，可以提供一条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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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知名画师、动画制作、音乐制作： 
我们拥有自己的美术团队， 

曾经参与过FF15等多款AAA游戏的美术制作。 

 

同时也能邀请日本的知名画师。 

日本画师通常都需要提前半年以上预约，如有邀请计划请尽早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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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人的测试员 

例： 

・20~30岁 
・每天游戏3-6小时 
・毎月氪金一万日元以上 
・擅长动作游戏 等...        

试玩后回答问卷 
（回答率100%） 

筛选被测人员 问卷调查 改善意见 

提出游戏修改方案 

核心玩法、战斗系统、UI分布、按钮色系、角色造型、场景画风、装备外形、 
故事情节、新手引导、地图标示、翻译到位、等…… 

由专业评论员给出符合日本市场的修改意见 

进入日本市场之前，通过深度测评、广度测评，以问卷的形式 
直接听取日本核心玩家的意见，对游戏进行全面剖析 

玩家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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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大的游戏资讯网站 

男女比例「９:１」 

每天平均游戏时间 
「2.9小时/日」 

平均消费额（ARPPU） 
 

在线游戏 约6,000円/月 
单机游戏 约6,700円/月 

手机游戏 约11,000円/月 

平均年龄「31.7歳」 

6500万PV/月 570万UU 

SNS社区线上运营 

宣传动画制作 

活动企划 
 

游戏内外，线上线下， 
包括电竟比赛的各种活动 

根据游戏类型， 
推荐其他媒体的广告 

媒体投放 

介绍日本发行商  

详细事宜请个别商谈 

http://www.4gamer.net/


多国语言线上客服 
 坐席中心所在地 日本东京 

可对应语种 
（母语工作人员） 

日语 
英语 

繁体中文 
简体中文 

韩语 
南美西语 

法语 
意大利语 

德语 
西班牙语 
泰国语 
印尼语 

坐席数 350席 

可提供服务 邮件型线上服务 
聊天型线上服务 

QA 
LQA 

Localize 

CS 

Loc QA 

客服+测试+本地化内部资源共享 
实现三位一体综合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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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团 名 称  DIGITAL HEARTS HOLDINGS Co., Ltd. 

成 立 日 期  2013年10月1日 

集 团 代 表  董事长兼CEO 玉塚 元一 

产 业 内 容  分公司的经营管理以及其附带业务 

集 团 地 址  東京都新宿区西新宿三丁目20番2号 東京Opera City Building32F 

上     市  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场第一部 

集 团 电 话  +81-3-3373-0082 

董 事 一 览  
总裁  宮澤 栄一 
董事长兼CEO   玉塚 元一 等 

注 册 资 本  2,685k US$（2017年6月末）※1US$=112JPY 

员 工 人 数  668名(合并) (2017年6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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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集团财务情况   *1US$=112JPY 

销售额：138 million US$ 

利   润 ： 17 million US$  

集团CEO介绍： 

玉塚 元一，生于1962年； 

曾就任日本株式会社Fast Retailing（优衣库）总裁兼COO； 

曾就任日本株式会社罗森的总裁和董事局主席； 

2017年6月起就任于本公司总裁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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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旗下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
QA公司Digital Hearts，其测
试流程已成为目前日本市场约
定俗成的QA标准。 

以亚洲及美国为主，全球每天
有3800多名的QA人员进行着
检测工作。 
几乎与全世界所有主流的游戏
厂商达成合作关系 

旗下拥有日本屈指可数的游戏
工作室FLAME Hearts和日本
最大级的游戏媒体
「4Gamer.net」 

Specialty Global Multi 

日本・中国 

Digital Hearts HL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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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7月  公司成立 

2016年 8月 参与了索尼SIE的中国之星计划，在PlayStation(PS)的游戏品质环
节为面向PS平台研发的游戏提供测试服务，提升游戏的整体品质。 

2016年 10月  参加了索尼SIE主办的Developer Conference 
PS VR上市，同时发布VR游戏（※我司提供QA服务） 

2016年 11月  参加了东方明珠OPG的家庭游戏开发者大会FGF 
主办了中国游戏QA闭门交流会 

2016年 12月  参加索尼SIE主办的Developer Conference（北京） 

2017年 1月  参与中国手机游戏LQA项目 

2017年 6月 在上海天地软件园设立测试中心 

2017年 7月 参加了China Joy 2017 索尼SIE展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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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星计划官网 
www.playstation.com.cn/chinaheroproject/index.html 

http://www.playstation.com.cn/chinaheroproject/index.html
http://www.playstation.com.cn/chinaheroprojec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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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digitalheartsshanghai.com 

联系人：商务经理 Kiki Wang  

电话：021-6289-6166   微信：sakaekik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