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e you a thinking reed ?

华业界的人气偶像「IDOL」,

是闪耀着光芒并带给人们梦想，令人憧憬的职业。

可是在这个业界中，效仿者也是层出不穷，

市场也近乎饱和。

而在这之中，某演艺事务所展开了一项计划。

「HANA-Doll Project」

这是一种将「艺术」与「医疗」作结合。

将特殊的花种植入人体之中，使其与人体共同成长，

将人体的潜能达到最大发挥的特殊医疗技术。

使用这种技术，引出人体最大的潜能，

创造出接近完美的偶像之计划。

为了参加这项计划，许多怀抱梦想的年轻才子们趋之而来。

在严格的选拔之中脱颖而出，通过残酷的课程后被选上的六位少年。

他们各自怀抱着独特的梦想，踏入这个世界。

将原本的人生升华为「华」的少年们。

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青涩的他们被赋予的「选择」。

在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

『华Doll*』
究竟是「人类」还是「人偶」呢？

ABOUT THE HANA-Doll Project ��

天雾Production

创始者・现任社长／天雾一

天雾����������为培育偶像们的龙头经纪公司之一。进入培育所就必须严守培育所中所制定的礼仪与规则。违

反培育所的相关规则者等同于违反契约。

天雾����������展开了追求全新形态偶像的计划，这就是【�����������������】

Anthos*　

������（预先出道时的团名：�����）是���������� �������的男子团体。团体名称的由来为希腊语的「花」。

在���������� �������之中代表着「现在开始成长」的意义。并非一开始就正式出道，而是以「预先出道」的

形式开始活动，在初期成员的六人全员开花之后，再加入隐藏成员八代刹那以七人团体之姿正式出道。

【HANA-Doll Project】是一种将特殊的植物种子以胶囊型态植入人体之中，将平时被抑制的脑内机能闸门打开，

以完美的偶像为目标解放人体自身的潜能。

「种子」的成长会随着人体的感情或粉丝的声援被影响，不需要长时间的培育即能开花。

「种子」附带着
�	的机能，一但加入本计划就必须在事务所管理下生活。参加者全员皆需生活在事务所附设的宿舍中，

每一天都要检查脑波与健康状态。上述身体状态的管理相关事务全部都由装载最新技术的���������������������
执行。

Loulou*di

���������是由天雾����������的		级练习生，乌麻亚蝶、冰薙���、雨宫快斗所組成，乌麻亚蝶曾经以超人气

偶像团中的绝对�位姿态到因雨宫快斗退团暂时活动中止。在加入新成员櫻井鬨之后，以新生的「���������」
再度展开演艺活动，团体名称也是希腊语中「花」的意思。

【Loumiel】

即为���������的粉丝名，也是正式的粉丝团名。

【Antholic】

即为������的粉丝名，也是正式的粉丝团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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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ST PROFILES

KAGEKAWA RYOGA
影河凌驾

声优:滨野大辉

生日:8/31 年龄:25
身高:183cm 血型:A
形象色:绿
团体中的担当:筋肉
花朵纹样:幸运草
标记:右手腕
兴趣／专长:摄影、健身
性格:
Anthos*中是兼任大家的父母职。团员里年纪最年长，
时而严肃时而温柔，就像支撑整个Anthos*支柱的存
在。由于拥有美丽的肌肉线条，让所有团员们都很憧
憬。有着与外表相反，泪腺意外的发达，没有枕头会睡
不着等纤细的一面。最近的烦恼是脚太大没有适合尺寸
的鞋子。

YUKI MAHIRO
结城真纮

声优:山下诚一郎

生日:4/4 年龄:20
身高:174cm 血型:O
形象色:红
团体中的担当:微笑
花朵纹样:银莲花
标记:脖子
兴趣／专长:古装剧、下厨
性格:
个性直接且认真，但某方面上又少根筋，很懂得撒娇，
像弟弟一样受到大家的宠爱。有着即便遇到讨厌的事，
只要睡一觉或吃东西就可以马上忘记的乐观性格。总之
内心单纯，不太会怀疑別人，最喜欢的就是团员们。由
于对于外表不在意，私下打扮超級俗，看不下去的团员
们都会拿衣服给他穿。

KISARAGI KAORU
如月 熏

声优:土岐隼一

生日:2/7 年龄:20
身高:178cm 血型:A
形象色:蓝
团体中的担当:舒适离子
花朵纹样:勿忘草
标记:左胸
兴趣／专长:作点心、画画
性格:
个性认真又努力，对任何人都很有礼貌，有着绅士王子
般的气质。而这样温柔的个性，时常让他被卷入各种麻
烦事。他很烦恼是因为早熟的个性，外表总看起来比实
际年龄还成熟。在团员中最有协调性，是Anthos*当中
的无名英雄，另一面有着天然且疗愈的性格。

CHISE ( SHORAI CHITOSE )
CHISE（祥来千势）

声优:驹田 航

生日:1/2 年龄:22
身高:181cm 血型:AB
形象色:黄
团体中的担当:视觉系
花朵纹样:水仙
标记:腹部
兴趣／专长:动作片、新事物
性格:
超率性的自由人，有时一放松魂就会飞到別的地方。善
于交际且天真烂漫，能马上与任何人变成好朋友的交际
达人。有着模特儿一般的体型，也是团员们也公认的帅
哥，而对于自己的外型超有自信的自恋鬼。也有着因为
是路痴容易迷路，这样可爱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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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 I Am～

SERIES
Anthos*团员本人

各自挑战塡词的SOLO系列作。
售价：每张1,320日币（含税价）

華Doll* Anthos*
～The Way I Am～LIHITO

Release Date - 2020.9.11
【Tracklist】
1：Pain In My Heart
2：Pain In My Heart(Off Vocal)

華Doll* Anthos*
The Way I Am～KAORU

Release Date - 2020.10.9
【Tracklist】
1：Breathe
2：Breathe(Off Vocal)

華Doll* Anthos*
～The Way I Am～RYOGA

Release Date - 2020.11.13
【Tracklist】
1：The Days
2：The Days(Off Vocal)

華Doll* Anthos*
～The Way I Am～CHISE

Release Date - 2020.12.11
【Tracklist】
1：Persona
2：Persona(Off Vocal)

華Doll* Anthos*
～The Way I Am～HARUTA

Release Date - 2021.1.15
【Tracklist】
1：太陽が眠ってる時間に(于太阳沉睡之时)
2：太陽が眠ってる時間に(于太阳沉睡之时/Off Vocal)

華Doll* Anthos*
～The Way I Am～MAHIRO

Release Date - 2021. 2. 12
【Tracklist】
1：Tycoon
2：Tycoon(Off Vocal)

華Doll* Anthos*
～The Way I Am～SETSUNA

Release Date - 2021. 5. 21
【Tracklist】
1：Might ｂｅ
2：Might ｂｅ(Off Vocal)

TOUDO LIHITO
燈堂理人

声优:伊东健人

生日:9/16 年龄:23
身高:179cm 血型:AB
形象色:紫
团体中的担当:歌声
花朵纹样:龙胆草
标记:背部
兴趣／专长:读书、武术（居合道）
性格:
因为冷酷且嘴巴恶毒，完美主义的性格让人有冷淡的印
象，但其实对人照顾得处处周到，是可靠的存在。相当
怕麻烦，所有事都会尽可能的简单化，但其实是会在脑
子上花上大能量的头脑派。性格浪漫但实际上害羞怕
生。对艺术有兴趣，有时会参与Anthos*的宣传或商品
设计。

KIYOSE HARUTA
清濑阳汰

声优:增田俊树

生日:6/5 年龄:18
身高:166cm 血型:B
形象色:橙
团体中的担当:氛围
花朵纹样:万寿菊
标记:左手腕
兴趣／专长:玩游戏、听音乐
性格:
自己及大家都公认Anthos*內的气氛制造者。虽然年纪
最小，外表可爱但不失男子气概，也不时的负责吐槽率
性的团员们。乍看外表轻率，但时常注意周遭且很会照
料大家。练习时是恶魔，对于表演品质绝不妥协。也有
着害怕寂寞的一面，为了与粉丝交流时常在SNS上出
没。

YASHIRO SETSUNA
八代剎那

声优:堀江 瞬

生日:2/26 年龄:24
身高:178cm 血型:未知
形象色:白
团体中的担当:我行我素
花朵纹样:雪花莲
标记:腰部
兴趣／专长:园艺
性格:
Anthos*正式出道的同时发表的非公开团员。有着独特
的气场，神秘且率性。平常因为个性稳重很常发呆或睡
觉，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但只要站上舞台或身为
偶像的瞬間就会突然情绪高涨。喜欢植物栽培，不只用
心培育还会帮它们取名字。

����



P R O F I L E

HINAGI RUI
冰薙RUI
声优:武內骏辅

生日:12/27　年龄:25

身高:184cm　血型:未知

形象色:银

花朵纹样: 莫兰迪灰蔷薇(薔薇)

标记:左脚

兴趣／专长:精油、艺术观赏

性格:

Loulou*di的初期团员，与亚蝶从练习生时期

就认识。高挑的好身材让人感到窘迫，个性则

是安静寡言。很受动物们的喜爱。除了与亚蝶

在一起以外，喜欢一个人待在安静的地方，常

常被目击到在美术馆或博物馆。

KARASUMA AGEHA
乌麻 亚蝶

声优:丰永利行

生日:11/19　年龄:23

身高:177cm　血型:AB

形象色:黑

花朵纹样:黑法师(莲花掌) 

标记:侧腹

兴趣／专长:演戏、观察人类

性格:

「Loulou*di」的C位及队长。执着于「完美」，

任何事没有做到最好是不会罢休的，对于身为

偶像的自己相当骄傲。外在漆黑美艳，散放出

独特的氛围，某部分带有脱离世俗的孤傲气

质。对于传奇级偶像的ChiHERO相当尊敬及

崇拜，目标成为像他们那样的偶像。

SAKURAI TOKI
櫻井 鬨

声优:山下大辉

生日:3/19　年龄:18

身高:166cm　血型:B

形象色:粉红

花朵纹样:樱花

标记:右脚

兴趣／专长:读书、去咖啡厅

性格:

天真且有点任性，是Loulou*di里年纪最小的。

喜欢甜点及可爱的东西，休假时的兴趣是在可

爱的咖啡厅读书。想要出风头，不服输的个

性，和外表印象相反经常说出犀利的话。绝对

盯着亚蝶及RUI看，且崇拜他们。

ARTIST PROFILE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