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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图 

HCI 
(人-电脑的相互作用) 

价值 
(Values) 

创新 
(Innovation) 

客户中心 
(Customer-Centered) 

信任 
(Trust) 

     通过技术，挑战精神，为客户中心的创新思考来给
提供差异化的价值，造成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创建和使
用移动程序的生态环境。 
     我们将成为一家创造未来的公司。 

     请观看基于“快速”，“精确”和“专业”给提供客户中
心服务的 APK Appsking有限公司的全球飞跃。 

GREETING 

快速 

准确 专业性 



具有“快速”，“精确”和“专业” 

APK Appsking 

体育大数据抽取及分析，再加工，销售 

具有大容量数据处理人工智能技术 
运营体育网站 

运营电子竞技职业玩家团 

多通道网络，MULTICHANNEL NETWORK 

定制反应型网站，应用软件，移动网站，服务器构建及运营方案的 
制作及销售 

企业名称 : APK appsking 

代表董事: 김다남 

业务领域 

- 知识基础服务 

- 人工智能,大数据,数据挖掘 

员工人数 : 19人 

成立日期 : 2016年 2月 22日 

认证 :  KS Q ISO 9001:2009  

                 ISO 9001:2008 

公司地址 : 서울시 강남구 역삼동     

              720-9 스타팅 B/L 7층 

主要电话 :  02-569-5701 

传真 :  02-569-5702 

网站 :  http://appsking.net  

企业信息 BUSINESS INFO 

http://appsking.net/


公司沿革 HISTORY 

发展期间 

2017.  01 新技术认证(技术保证) 
 
2017.  03 相关大数据的申请专利3件 
                服务, 商标注册 
                檀国大学登记家族企业 
                한국성장금융 기관추천 IR 
 
2017.  05 创业振兴院 创业先导大学 
                檀国大学技术创业 
                (被选为猎头企业) 
                따고요픽(특허기반)   
                안드로이드 마켓등록 
                签订合同提供Naver内容 
 
2017.  06 技术评价认证( 中小企业振兴工团 ) 
                风险企业认证 
                著作权, 软件注册  
 
2017.  07 相关大数据的专利注册 
 
2017.  10 相关大数据的专利注册 
                NICE评价优秀企业认证 

2017.  11 따고요픽 유료화 
                安卓应用程序上市  
 
2017.  12 ISO  电子竞技职业玩家队 
                数据挖掘追加审查完成 
 
2018.  01 相关大数据的专利注册2件 
                 IOS应用程序上市 
 
2018.  03 IBK投资证券制定咨询人合同 
                IBK投资证券KOSDAQ主办合同 
                따고요 스포츠포털 오픈 
 
2018.  05 2018 自豪的大韩民国市民大奖 
 
2018.  06 2018 大韩民国创新企业大奖 
                 2018 大韩民国优秀专利大奖  
                 申请自动写作新闻报纸专利 
             机器人新闻自动生产MOU协议 (OSEN) 

构建期间 

2014. 01 开始研究开发 
 
2016. 02 设立 APK Appsking  
 
2016. 05 体育网站开发完成 
               픽정보 技术开发完成 
 
2016. 06 申请专利，商标 
               程序注册,，版权注册 
 
2016.  08  APK  PRINCE  e-sports 职业玩家团创团  
2016.  11 技术评价优秀企业认证,  设立企业附属研究所 
2016.  12 KS Q ISO 9001:2009 /  ISO 9001:2008 

体育大数据分析准确性 

可预测大数据体育比赛 

智能分析数据体育比赛预测 

大数据AI平台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比赛预测  

 最近主要新闻报道 



2016.12 

2016.07 

2016.11 

专利申请 
一种体育比赛胜利队预测方法及使用该预测方法来提供虚拟收益率游戏的服务器 

2017.03 专利申请 
利用基于体育大数据的数据挖掘技术的体育比赛预测分析及方法 
在大数据环境下，利用基于聚类及相关规则的数据挖掘技术的时间数列数据分析系统及方法 
利用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大数据的结果预测系统及方法 

2017.03 檀国大学登陆家族企业 
完成服务注册与商标注册 
 

新技术认证(技术保证)  

KS Q ISO 9001:2009 / ISO 9001:2008 认证 

设立APK有限公司研究所， NICE技术评价优秀企业认证 
 

2017.01 

2016.06 - 07 
主页版权注册 
商标申请，版权登记 
 

2017.05 被檀国大学选为技术创业猎头企业 

2017.06 技术评价认证(中小企业振兴工团)，创业企业认证，版权登记，软件登记 

2017.07 

专利注册 
在大数据环境下，利用基于聚类及相关规则的数据挖掘技术的时间数列数据分析系统及方法 

2017.10 

2017.12 

2018.01 

ISO认证 e体育职业玩家团数据挖掘追加审查完成 

专利注册 
一种体育比赛胜利队预测方法及使用该预测方法来提供虚拟收益率游戏的服务器 
利用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大数据的结果预测系统及方法 
따고요픽 아이폰 출시 

专利注册 
利用基于体育大数据的数据挖掘技术的体育比赛预测分析及方法 

2018.05 2018年著名的市民大奖获奖(主管机关：大韩民国报纸记者协会，新闻工作者联合协会) 

2018.06 
2018年大韩民国创新企业大奖获奖(韩国日报主办，产业通商资源部和中小风险企业部支援) 
2018年大韩民国优秀专利大奖获奖(韩国日报主办，韩国专利信息院和韩国专利代理人协会支援) 
申请自动写作新闻报纸专利 

知识产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 



董事 

(CFO)
강신창 

이성구 

1993 - 1997 韩国语音演员协会配音演员 
1998 - 2009 加入全州MBC，指导时事项目 
1998 - 2010 金通生产管理有限公司（广播广告公司，宣传制作公司）  
              - 电视/ CF，R / CM监督 
2005 - 2009 MBC媒体中心主任  广播与视频科学系兼职教授 在Yewon大学 
2010 -  2012年情感时代代表董事兼总监   首尔国立艺术大学广播系教授 
2014ISE ENTER＆ACADEMY首席执行官 
2015 – 2017 国民大学广播系兼职教授 
2015 - 2018 电视朝鲜特别PD 
2018          宣传视频和音乐视频制作,  TV Chosun，Yonhap News特别电视制作 
2019          APPSKING有限公司现任董事（推广）

문석화 

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经济学学士  

2004 – 2006  摩根大通纽约总部日交易  

2010 – 2018 Vita Edu（Hansam Academy）公共教育             支持部门代表  

2018 -  APPSKING有限公司现任董事

董事 

(CTO)
박상민 

任职员 EXECUTIVE 

김다남 

参与游戏开发项目(自由职业者) 

著名的市民大奖获奖                                             



OSEN-APK어플킹, 开始联合开发“机器人新闻生产系统” 

新闻报道 PRESS 

2017.02 

2018.03 

2018.04 

2018.05 

2018.06 

由专业职业玩家创建的游戏怎么样呢？ 

에이피케이어플킹 ‘따고요’, 智能数据分析来预测体育比赛 

APK어플킹, 已开始体育大数据AI平台”따고요”服务 

APK어플킹的体育大数据分析平台‘따고요’, 通过体育大数据分析来预测体育比赛结果 

通过大数据来可预测体育比赛， 스포츠 분석 플랫폼 '따고요' 눈길 

에이피케이어플킹, 能够分析体育大数据的”따고요”平台开发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人工智能(AI)，可应用从游戏到体育预测领域 

따고요体育大数据分析平台开启新时代 

에이피케이어플킹 ‘따고요’, 通过智能分析，陈工体育比赛分析 

利用大数据的体育比赛分析, APK어플킹 ‘따고요’가 이끈다 

由”따고요”的体育大数据收集及分析，提高体育分析准确度 

基于大数据的体育比赛分析平台”따고요”，提高了数据分析技术 

따고요, 提高基于大数据的体育分析准确度 

提高足球分析准确度，体育比赛分析平台'따고요' 

APK어플킹 김다남 대표, AI 플랫폼 따고요로被授予“骄傲的大韩民国市民大奖” 

월드컵묘미는 승부예측…’따고요’ 높은 축구경기 실시간 분석 정확도로 화제 



有助于在政府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 
 -科技信息通信部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技术的人工智能及大数据研究领域的战略课题支援。 

 
AI大数据正在成为ICT领域的新模式和新的增长引擎。 
AI大数据被认为是反映客户需求的智能数据，而不是简单的信息。 

 
开发大数据的收集，分析及加工的技术 
 -通过验证来确保可靠性 

 
通过每个组的结果数据进行加权值，关联及聚类等的方法来提高准确性 

 
通过知识产权(商标，专利，设计，版权)来提高技术可信度和专业性。 

事业领域 BUSINESS LINE 



따고요픽 主要核心技术 
 
自愿参与和有趣因素增加了客户对体育的兴趣 
将AI，数据挖掘等的ICT(信息和通信技术)应用扩展到体育领域 
 
通过体育大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技术，预测体育胜利队的 
“通过体育大数据收集，分析及加工，预测体育胜利队的软件” 

开发流程 

划 分 内 容 

技术名称 通过人工智能来预测体育胜利队软件 

技术核心关键词 数据挖掘, 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 S/W 

应用形态 
提供 API(JSON/XML/CSV/DB Dump/TXT) 

RAW DATA ,部分数据 

应用方法 合适每个环境的依客户而设计(操作系统, DB类型) 

应用范围 
构建服务器, DB设计, S/W, 数据销售, 建立解决方案, 咨询,  

기술력과 경험이 부족한 신생회사 인큐베이팅 

应用领域 
每个体育队, 政府 R/D机构, 网站(NAVER/KAKAO),学术机构,  

新闻媒体,体育社区, 体育营销, 品牌评价) 

事业领域 BUSINESS LINE 



运营体育网站 
(http://ddagoyo.com) 

给提供有趣，有专业性的内容，体育大数据的所有数据 
社区内容，足球，篮球，棒球，排球，高尔夫等 

在网上搜索 “따고요” 

区 分 主 要 服 务 

实时胜利队预测 
(专利) 

实时胜利队预测 

实时数据 实时比赛数据信息, 比赛日程 / 结果, 比赛比分等  

胜率 历届战绩, 胜率 

体育数据 先发阵容, 选手信息, 总进球数, 进球统计, 排名统计等 

数据库 先发阵容, 选手信息, 选手统计, 实时数据, 比赛数据  

不需要安装应用程序，在每个机器可利用同样的界面 

事业领域 BUSINESS LINE 

http://ddagoyo.com/


스포츠 포털 따고요 콘텐츠, 따고요 웹페이지 반응형 

뉴스, 스코어보드, 픽정보 AI(승리예측프로그램 특허) , 운세, 로또분석기 

- 可利用足球，篮球，曲棍球，排球，棒球，美式足球，LOL，明星等体育比赛信息和实

时数据。而且给提供以往战绩，队形信息，选手信息，SNS数据等的多样的内容。 

-  实时数据来给提供具有”快速”，“准确”和“专业性”的体育信息数据。 

- 给提供 APK PRINCE 职业玩家团的视频内容。(肖像权) 

-  为了确保会员，所有内容都以安卓和苹果应用程序来提供。 

-  由于内容的应用程序发生额外收入 
-  给提供有乐趣的内容 

技术差异化 
1. 数据库技术来可提供客户定制的部分数据 
2. 实时胜利队预测(专利登记) 
3. 每个数据的采取，分析，加工流程 (专利登记) 
4. 制作英雄联盟职业玩家的游戏视频 
5. 每个内容给提供应用程序 
6. 指向纯洁体育 
7. 提供多样方式(XML, JSON, SQL DUMP, TXT, CSV) API 
8. 给提供多样的平台(Windows,Linux,Unix,Mobile) 
9. 对于每个机器(Mobile，电脑，平板电脑)，给提供可自动调整大小的界面服务 
10.  위젯 형태로 쉬운 사용 가능 

事业领域 BUSINESS LINE 



따고요픽 内容应用程序 

따고요픽은 通过大数据的收集，分析及加工， 
给提供预测体育比赛队的AI内容应用程序 

- 提供足球，曲棍球，篮球，棒球，排球的全世界比赛预测信息 

- 픽스터의 한경기당 주관적인 요소가 아닌 과거 데이터를 기반으로 한 객관적인 지표로 

한게임이 아닌 한종목에 대한 지불 방식임(가격차별화) 

- 完成外部测试后，建立应用程序支付系统  

  购买优惠券来使用”따고요픽”（一次优惠券：500won，20次优惠券：10,000won） 

(*以10万会员为基准，10~15%的会员利用3个项目时) 

 - 15,000 * 3 * 10,000 * 12 = 5,400,000,000(发生54亿won的销售) 

 - 谷歌推广adsense，接受广告等发生额外收入 

 (*竞争公司的스포츠픽的费用是每场比赛500-1000韩元，内容也是主观的。在价格竞争力

上优秀) 

事业领域 BUSINESS LINE 



따고요로또内容应用程

序 

따고요的彩票分析仪是一种有趣的内容，给提供动画片效果， 
随机生成彩票号码和除外最近中将号码的功能。 
从而，期待通过增加会员来发生追加收入。 

- 给提供排除最近中将彩票号码的功能 

  (在729次，排出二等奖中将人, 参与20,000次) 

- 따고요랜덤로또是完全免费 

- 通过따고요브랜드화를来提高따고요픽知名度和可靠度 

- 在运行的3个应用程序来发生谷歌推广(Adsense)的流量，而且通过免费应   

  用程序来最大化推广收入 

事业领域 BUSINESS LINE 



따고요운세内容应用程

序 

给提供批八字，土亭秘诀，今天的运势，合命相和星座运势等多样的运势算命。 
从而，期待通过增加会员来发生追加收入。 

- 给提供批八字，土亭秘诀，今天的运势，姓名解释，合命相，星座运势    

 和解梦等多样的运势算命信息 

- 姓名解释给提供自动汉字变换功能 

- 따고요운세是完全免费 

- 通过따고요브랜드화来提高따고요픽知名度和可靠度 

-在运行的3个应用程序来发生谷歌推广(Adsense)的流量，而且通过免费  

 应用程序来最大化推广收入 

事业领域 BUSINESS LINE 



e-sports LOL APK PRINCE 职业玩家团运营 

APK PRINCE e-sports 职业玩家队 

로고 

APK PRINCE 介绍 
2017 LoL Challengers Korea Summer 大赛第三名 

2016年新推出的英雄联盟”APK PRINCE”是在瞬息万变的e体育文
化环境内，为e体育的文化提出培养独立文化，消费者和粉丝中心
的资源参与文化和新的范例。 
 

我们将以创新战略与推进力造成e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引导e
体育的产业发展。 
 

我们再次表示感谢给予支持的所有人，敬请关注带来无限创造价值，
引导未来的 APK PRINCE! 

 

事业领域 BUSINESS LINE 



APK PRINCE YouTube频道视频 

※ APK PRINCE YouTube视频 

○ 将电子竞技产业视为国外官方体育 
  -职业球队成立职业游戏队 
    (LALIGA巴伦西亚队，德甲沙尔克04)  
  - 体育明星(Neimar, Shaquille O’neill, Ronaldo)的电子竞技投资  
 
○ 与Naver TV签订合作伙伴合同 
   - 通过全球广播服务来提高APK的可靠度与知名度 
 
○ 建立电子竞技产业技术设施及与全球游戏公司签订合同 
   - APK运营的APK PRINCE 参加了三星，CJ，KT，BBQ等大企业参与的英雄   
    联盟大赛。从而提高企业形象及知名度 
   - 通过YouTube全球广播服务来实现提高APK的可靠度与知名度 

事业领域 BUSINESS LINE 



APK PRINCE NAVER TV 频道视频 

※ APK PRINCE NAVER TV 频道 

○ 与Naver TV和内容提供的签订合作伙伴合同 
   - 通过全球广播服务Naver TV，可提高APK的可靠度和知名度 
   - 与YouTube不同，通过Naver TV自己的审核结束后，才获得上传视频    
    的权限 
 
※提供各种视频的“Naver TV cast”与高清晰视频为主的“Naver Media 
Player”品牌名称改称为“Naver TV” 

事业领域 BUSINESS LINE 



e-sports ZONE 基础实施事业 (在进行中) 

事业领域 BUSINESS LINE 

e-sports ZONE 综合娱乐中心 

24小时电子竞技 + 多厅娱乐设施 

(密室逃脱, 抓娃娃, 娱乐室, KTV, VR房, 咖啡厅) 

举办业余大赛 

经营专业和业余学院 

2018年在江南站附近(流动人口100万)构筑一个娱乐中心 

2019年构筑5个综合娱乐中心 

 
e-sports ZONE 特许连锁店 

PC的制造，销售，流通等都一个流程来运营及管理 

APK PRINCE的实时观看比赛及举办活动 

给提供实际职业玩家的游戏环境 

举办业余大赛的预算赛 

2019年开放5个直营店 

与Riot Games(英雄联盟)和Blue hole(绝地求生) 
等的游戏开发商一起推广电子竞技 

在特许经营商处 
独家举办业余大赛 

能够训练和管理职业玩家 

高度了解电子竞技产业  

与游戏开发者维持亲密关系 

运营电子竞技职业玩家队的专有技术 

电子竞技游戏开发商的国内需求增加 

运营电子竞技学院 

培训大学，机构连接的职业玩家及导师 
培训大学，机构连接的评论员及支持人 

规划电子竞技职业玩家队的创立 



㈜에이피케이어플킹은 通过各种内容业务来扩展业务范围。 

伙伴公司 PARTNER 



“THANK YOU” 

㈜에이피케이어플킹은 以强烈的热情来 
一定会成功我们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