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内容供应商 

枭工作室

We create PRICELESS MOMENTS



设计成就我们。

十年以上的开发者经历，让我们了解行业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

我们不仅剑指卓越，更追求浑然一体。

我们为游戏提供 精彩剧本、绝佳声效

核心业务枭



世界观
Setting

人设
Character

故事
Story

叙事
Narrative

从无到有，构建游戏前期设定，
创作中期内容，打磨后期叙事。

设定游戏所处的世界、年表、

地理人文风貌等。

为美术提供角色和场景的文字

概设，协助团队刻画栩栩如生

的虚拟世界。

编剧枭

设定游戏中登场的角色，塑造

其个性、目标、信条，创作背

景小传。

为美术提供人物视觉化参考，

让玩家爱上这些鲜活的形象。

构建符合世界观主题的故事大

纲，编排情节，编写含分镜、

演出、对白的剧本。

根据系统、设定及宣发需求，

撰写其他文字内容。

提供恰如其分的叙事体验。

以导演的视角整合内容、调配

资源。与美术、关卡策划、配

音演员、作曲、音频设计师共

同合作，打造最佳实机体验。



音乐 Music 音效 Sound Effects 配音 Voice Acting

影视级品质，
一体化声效设计。

游戏、动画和影视的配乐、短乐句、歌曲及

专辑制作等。

兼有高品质的单乐器和小编制弦乐收录。

游戏、动画和影视的声效设计制作、拟音、

混音及资源规划管理等。

熟练使用Criware、Wwise音频中间件，为

游戏提供音频系统架构、植入整合、动态混

音等服务。

中、英、日配音，知名海内外CV长期合作。

资深配音导演和录音师，专业录音棚品质。

高效的人声后期处理，配合开发者植入游戏，

确保最终输出语音的表现力。

音频枭



《Archeland》  SRPG，战棋，卡牌，幻想，移动端海外发行

天启986年，圣域公主「艾薇」罹患龙鳞病，一出生就被预言死期将至。为抗帝

国入侵，守护圣域和白龙一族，她将独自担起属于自己的职责。玩家扮演从睡

梦中醒来的「异乡人」，与伙伴们历经冒险，协助艾薇踏上与命运抗争的旅程。

|  我们为《Archeland》提供：

世界观，角色设定，故事架构，剧本及文案

编剧作品枭

《重装前哨》 FPS，RTS，多人生存，建造，PC端全球发行

一款主打多人合作生存、探索、建造的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玩家将成为战

斗在一线的回收者，利用手中的武器，为自己的探索之路扫清敌人，在游戏

地图中收集物资及补给，完成回收任务返回基地。

|  我们为《重装前哨》提供：

故事架构，剧本及文案

《暗影火炬城》 动作，类银河恶魔城，柴油朋克，多端全球发行

六年前，由动物自治的火炬城被机械军团入侵，抵抗战争败北后，身为前抵抗军

战士的兔子雷德文一直过着隐居生活。随着朋友被无端逮捕，他不得已重新挥舞

起巨大的金属铁拳，踏上反击的旅程。

|  我们为《暗影火炬城》提供：

世界观，角色设定，故事架构，剧本及文案，叙事设计

《心渊梦境》  动作，类银河恶魔城，角色扮演，解谜，多端全球发行

神明唤醒人类无尽的探知欲望，又悄然离去，而欲望的疯狂，终究滋长了不可

挽回的灾难。扮演身世成谜的失忆少女，探索广袤的园庭世界，收集散落的记

忆碎片，发掘人类的过去与真相。选择，或许将牵动世界命运的丝线。你，做

好准备了么？

|  我们为《心渊梦境》提供：

故事架构，剧本及文案

《矩阵临界: 失控边缘》 卡牌，科幻，角色扮演，移动端全球发行

宇宙源于混沌，文明诞生自未知。当前方路途穷尽时，是先行者们点燃火炬，

以身躯成就道路。他们名为「先驱」。带领矩阵小队，探寻繁华天幕城下掩

藏的真相……

|  我们为《矩阵临界：失控边缘》提供：

世界观，角色设定，故事架构，剧本及文案

《钢岚》  SRPG，战棋，机甲，战争，军事，多端全球发行

以机兵为战斗兵器，近未来背景的科幻SRPG。玩家将跟随「猎豹物流」

的雇佣兵小队，与各方势力周旋，并且与神秘的「昙」少女组织一起揭开背

后的阴谋诡计。

|  我们为《钢岚》提供：

角色设定，势力设定，主线故事架构

https://archeland.zlongame.co.kr/
https://store.steampowered.com/app/1566690/_/
https://game.bilibili.com/FIST/
https://xin.wangyuan.com/
http://ma.zlongame.com/?bd_vid=11099432397902156324


《暗影火炬城》 动作，类银河恶魔城，柴油朋克，多端全球发行

在《暗影火炬城》的音频整包服务中，我们负责游戏的音频统筹规划，音

效设计及制作，运用 Criware ADX 音频中间件整合、植入。担任音响导

演，优化实机内音频表现，监督中文配音。此外，还针对登陆 

PlayStation®5 平台完成了 DualSense™ 无线控制器触觉反馈的设计工作。

音频作品枭

《流浪方舟》 策略，弹射，卡牌，放置

废土弹射策略手游。模拟物理碰撞，操控英雄冲撞敌人造成伤害，可以用各

种骚操作与配合秀敌人一脸，打出意料之外的超酷连击！

|  我们为《流浪方舟》提供：

音乐，音效

《无径之林》 开放世界，沙盒生存，建造，经营，国风

《无径之林》中未知的迷雾困扰着当地的居民们，神秘的牙耳教众威胁着大

家的安全。玩家需要探索世界收集资源制作物品，抵御各种危险生存下去。

|  我们为《无径之林》提供：

主题曲，音乐，音效，音频整合、植入

《仙剑奇侠传七》  角色扮演，即时战斗，仙侠

动作角色扮演类游戏，国产单机系列《仙剑奇侠传》的第九部作品。主题“相

守”，故事围绕人、神、魔三族展开。虚幻4引擎开发，支持光线追踪技术。

第三人称的即时战斗，作战流程无缝衔接。

|  我们为《仙剑奇侠传七》提供：

CG配乐，音乐，音效，音频整合、植入

《一人之下5》 动画，剧集，动作，腾讯动漫

顶尖人气国漫代表作。张楚岚、冯宝宝和临时工一行追捕陈朵，来到了碧游

村。在查清了陈朵杀害廖忠真相的同时，对马仙洪和修身炉的处理也已经箭

在弦上。夜黑风高夜，正是放火时，大战一触即发！

|  我们为《一人之下5》提供：

音响监督，音效，音编，混音

《心渊梦境》  动作，类银河恶魔城，角色扮演，解谜，多端全球发行

选择，或许将牵动世界命运的丝线。你，做好准备了么？

|  我们为《心渊梦境》提供：

角色、怪物、环境音效，音频整合、植入  

《白荆回廊》 角色扮演，美少女，二次元

即时多维战斗RPG。游戏采用虚幻引擎开发，立足于独特庞大的世界观，

采用2D与3D并重、细腻多样的美术风格，多元化的角色塑造，创新的策略

战斗以及丰富的互动及拓展玩法。

|  我们为《白荆回廊》提供：

音效，音频植入

《我的御剑日记》 放置，修仙，卡牌

你本是平平无奇的青云宗弟子，因为修仙日常太过无聊，于是主动发生意外

跌落帝君遗府获得天书传承，你带着一群妖怪们开始踏上御剑修真之旅。

|  我们为《我的御剑日记》提供：

配音，音效，音频整合、植入

https://game.bilibili.com/FIST/
https://llfz.blazingcats.com/#/
https://store.steampowered.com/app/1726130/_/
https://pal7.cubejoy.com/index.html
https://v.qq.com/x/cover/mzc0020040eq43g/a004574j05c.html?ptag=11974
https://xin.wangyuan.com/
https://seed.wangyuan.com/#/index
http://xz.lovengame.com/?page=home


音频

《奥比岛：梦想国度》  音乐，活动主题歌曲

《暴走神话》  配音

《代号：问剑》  音乐，音效，音频整合、植入

《飞羽青春》  配音

《古剑奇谭网络版》  音乐，音效，PV音效&配乐，PV制作

《环行旅社》  音效

《加把劲魔女》  音乐，音效

《解神者：X2》  音乐

《坎特伯雷公主与骑士唤醒冠军之剑的奇幻冒险》 音乐

《迷你军团》  音乐，配音，音效

《倩女幽魂》  PV配乐&音效

《球球大作战》   音乐

《神仙道HD》  音乐，音效

《食物语》  音乐

《天下3》  音乐

《我的世界》  音乐

《武林闲侠》  音乐

《映月城与电子姬》  主题歌曲，音乐，音效

更多作品枭

编剧

《omniheroes》   世界观，故事架构，剧本及文案

《代号：Dawn》   世界观，故事架构，角色设定

《花亦山心之月》  任务台本，系统文案

《少年三国志》   故事架构，剧本及文案

《相守》仙剑七主题曲MV   剧本，MV制作

《如梦归人》古剑奇谭网络版PV   脚本，PV制作

《云泽记》古网PV   脚本，PV制作

动画

《开局一座山》  音响监督，音效，音编，混音

《谎颜》  音编，混音

《我捡起了一地属性》  OP&ED，配乐，音效，音编，混音

《武庚纪》  音效，音编，混音

《仙剑幻璃镜》  配乐，音效，音编，混音

《异星战甲》  主题曲，配乐，配音，音效，混音

《终钥之歌》  音效，音编，混音

https://aobi.leiting.com/home
https://www.taptap.cn/app/192858
https://store.steampowered.com/app/1876890/_/
https://fy.duoyi.com/
https://gjol.wangyuan.com/
https://hx.bingkolo.com/
https://store.steampowered.com/app/1983970/_/
https://www.jieshenzhe.com/
https://game.bilibili.com/gt/
http://www.songwo888.com/
https://qnm.163.com/index.html
https://www.battleofballs.com/index_PC.html
https://sxd.xd.com/
https://swy.qq.com/main.shtml
https://tx3.163.com/2012/feature/
https://mc.163.com/index.html
https://wulin.nvsgames.cn/main/?from_source=fab
http://www.fantablade.com/
https://www.omniheroesgame.com/
https://www.taptap.cn/app/245399
https://flower.nvsgames.cn/main/index.html
https://sg.youzu.com/index.html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K4y1V7RF/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x411f72R/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4J41117gw
https://v.qq.com/x/cover/mzc00200yk8yt6j/m0042a06c5n.html
https://www.bilibili.com/bangumi/play/ep477515?bsource=baidu_aladdin
https://v.qq.com/x/cover/mzc00200k62wr4l/b0043i8jl95.html
https://v.qq.com/x/cover/ipmc5u3dwb48mv2/u0039umihti.html
https://www.iqiyi.com/a_19rrhyz4t1.html
https://www.iqiyi.com/a_19rrhyz4t1.html
https://space.bilibili.com/537914302?spm_id_from=333.337.0.0


Ph
ar

os
Setting 

呈现           

法洛斯城以圣殿山为中心，毗邻波利罗斯湾的月牙形

沙滩，凭依着横穿南北的净身河向东西拓展土地。在

那里，他就能看到奇迹般宏伟的法洛斯城——神在人

间的国。

当信徒的脚踏在应许之地的广袤黄沙之上，炽热的风卷起金褐色的沙土，掩去他身后的足迹。但只要他

的双目始终眺望法洛斯灯塔的尖顶，就一定能走到繁荣的波利罗斯绿洲。

编剧枭



设定

洛莎·迪亚兹

初次接触洛莎的人，都会觉得她像个刺猬：处处设

防，保持远距离，不表达自己的情感。

经历过至暗时刻的洛莎，决心只做自己认为是对的

事情，不向现实妥协。因为她很清楚，在这个物欲

横流的小岛上，想要保护妹妹和纯真少女的笑靥，

必须由自己亲手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编剧枭
Character 
M

ec
ha

ra
sh

i



沐浴余晖的圣者，或跌下「地狱」，只因黑暗渴求救赎，光明不知畏惧。

从天外降临到这里，选择踏上这片大陆的无名之人……你曾经是谁？你将要成为谁？

就像你穿越深空、星海的旅途那样不可预知。毕竟，当危机和使命同时到来时，无人知晓。

现在……是时候醒来！

Story&Narrative 
编剧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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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

传统音乐设计：包含战斗、环境、情绪、氛围等背景音乐的

作曲和编曲。

交互音乐设计：为满足平滑过渡、纵向随机等需求的交互式

音乐的作曲和编曲。

剧情对点音乐：为 CG、PV、cutscene 提供影视级别的对

点叙事式音乐设计。

(主题)歌曲创作： 包含完整的作曲、作词、编曲、演唱、录

音、混音。

乐器收录：吉他、弦乐、木管、铜管、中国传统乐器等实录。

管弦编制收录：包含出谱、监制、乐团、棚录。

Music 
音频枭

Pa
l7



• 为游戏设计技能、环境、UI等常规音效，战⽃胜

利、获得特殊道具、烹饪成功等短乐句。

• 提供远程音频服务，包括音效设计和制作，驻

场调试实机效果，优化性能和debug.

• 提供音频技术支持，Criware、Wwise 等音频

中间件架构、植⼊、整合和动态混⾳支持、植⼊、

整合和动态混音。

专业影视级录音棚品质，行业

内经验超过10年的专业配音老师、

录音师，中、日、英配资源提

供试音、现场监棚、语音后期处

理语音整包服务。

Sound 

游戏

Fi
st

音频枭



为动画提供配乐，包含词、曲、演唱的 OP/ED 主题曲。

担任音响监督，为剧集设计、制作音频，配合动画紧密的后期制作，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

Music&Sound 

动画
音频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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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陈辰
创始人/游戏制作人

以数值和脚本策划身份，参与
《仙剑奇侠传》系列开发。以制
作人身份，研发和运营全球发行
的网游《Glory of Gods》.
以制作人身份，发布TapTap高
分叙事游戏《海姆达尔》。
12年来深度参与一线开发，在游
戏设计的所有岗位都曾完成轮岗。
对于单机游戏和网络游戏有着自
己的理解和审美。
创业后，继续以编剧和导演身份
在多个项目活跃着。

卢诺渊
作曲家

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参与《仙
剑奇侠传七》、《古剑奇谭网络
版》、《新倩女幽魂》、《我的
世界》、《天下三》、《坎公骑
冠剑》、《武林闲侠》、《奥比
岛：梦想国度》、《食物语》等
多款知名项目。
从业10年来，项目经验丰富，
对游戏音频有着深刻的理解，与
开发者的磨合沟通成本低，对游
戏行业抱有热忱，拥有自己的艺
术追求。

红菱
编剧/品牌运营/PM

唯文字与游戏不可割舍，从小梦
想做游戏和当编辑，后参与《仙
剑奇侠传五前传》的设计，任职
过《看电影》、TapTap 责任编
辑。
坚信兴趣是驱动内因的催化剂，
对文化和文艺天生敏锐，享受创
意设计灵感爆发时伏案疾书的酣
畅。
因兴趣爱好结识志同道合的人，
和大家做喜欢的事，将理想付诸
职业。

创作
从未止步

我们热爱游戏！

我们是专业的内容供应商。是设计师、音乐人、导演、编剧、项

目经理、摄影师、极客、影迷、硬核玩家……

无论内容、形式、要求、甚至预算有限的情况，都可为你量身定

制方案。让我们帮助你收获更多的点赞、转发、销量和票房……

和我们一起，没有不行！

团队 Team枭



七耶茄
游戏导演/编剧

游戏和影视的共通之处，其中一
点是：通过屏幕来传递信息，通
过画面将创作者、角色、玩家三
者联系起来，即「视觉化叙事」。
尽管当时的硬件机能有限，但已
足以描绘「从力大无穷的猩猩手
中救回女友」这样一句情节。游
戏与影视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
模糊。在游戏设计时，能从影视
中学到哪些？又有哪些截然不同
的设计呢？

——游戏叙事专栏《从影视到游
戏——视觉化的叙事手法》

苏信道
编剧/世界架构师

故事创作道阻且长，「九九八十
一难」也不足以描述一个故事从
构思到问世的历程。
诸多劫难中，「无聊」当属最难
熬的事情之一。思考时满脑子都
是雷同的桥段。当出现这种感觉
后，就说明无聊之劫降临了。它
是吸收时间、自信和热情的黑洞，
经常意味着难以走出的低谷。
那么，普通到不能在普通的编剧，
该怎么应对无聊呢？

——枭讲谈专栏《用设定，让故
事更有趣》

吴新建
技术音频/声音设计师

《战神5》中镜头的实时改变，
要突出重点的音响效果，主要通
过两种不同的配置方法实现：一
是 Channel Based Audio，简
单理解，就是根据画面预先制作
好音频。它的缺点在于每个声音
元素播放的时间和声像位置固定，
一旦画面调整，就要替换整个音
频文件。虽然在开发中迭代是家
常便饭，但这种体量的迭代，意
味着人力、时间成本的大幅增加。

——音频专栏《技术音频眼中的
3A烧钱大作》

精益
保持思考

「如果能看得更远，那一定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内部分享会需要持续的输入，再总结成输出，以此来保持我们对

编剧、设计和作品的敏感度。充电思考、以教代学，旨在抛出更

多思绪分享，化为创作的土壤，灵感的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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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响监督 刘繁辉

编剧 郝嘉伦

技术音频 吴新建

世界架构师 苏信道

作曲 卢小二

编剧 秦一苇

我们热爱游戏！全机种制霸，能团能gank。

我们是创意四射的设计师，追求卓越也注重效能，时间就是金钱，我的朋友。

和你一样，我们，也是游戏开发者。也曾受过冷眼，熬过长夜，不被理解；也会有灵感枯竭、思路混乱、头秃烦恼的情况，所以更理解有同样经历的你。能收到玩家的好评，一切痛楚不过尔尔。

我们相信充分的沟通可解决一切难题。有空，一起喝杯咖啡？无论内容、形式、要求、甚至预算有限的情况，都可为你量身定制方案。

和我们一起，没有不行。

枭

游戏导演 胡笳

声音设计师 刘子辰 工头 胡陈辰

编剧 红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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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
18621654174

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路2157号复地活力中心
2号楼919-922室

owl-song.com
上海鸣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QQ
948582736

邮箱
fox@owl-song.com

公众号 哔哩哔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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