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企业详细介绍

NO. 企业名称 公司简介 主要产品 产品图片

1

BlueSignal

所属领域：AI/大数据/区块链

成立时间：2015 年

年营业额：14 万美金（2017 年）

企业介绍：我们的技术是作为一种交通控
制解决方案被发明出来的，它可以被城市
政府用来改善交通流量和安全， 也可以
被司机和对运输时间有严格要求的企业
所使用，从而能够选择最快捷、最安全的
路线到达需要的地点。

希望合作方式：技术交流合作（利用本公
司技术可以一起在中国开展商务活动的
企业）

人工智能基础的未来交
通状况预测系统

分 析 了 来 自 实 时 交
通、车辆和道路基础设施
等各种来源的数据，并基
于其独 特的人工智能 引
擎预测未来的交通状况。

采 用 了 基 于 人 工 智
能的算法、大数据分析和
运输理论相结合的技术，
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

2 Blue Print

Lab

所属领域：AI/大数据/区块链

成立时间：2017 年

年营业额：1 万美金

企业介绍：公司自创立以来多次参加创业
比赛获得奖项。从订做眼镜和面膜起步，
扩展到牙科定制制造，逐步走向世界。此
外，公司还受到很多企业的邀请，希望制
造与脸部相关的定制型产品，目前不仅国
内企业，也与多家海外眼镜企业合作。

希望合作方式：股权融资，寻求采购商，
技术交流合作（对脸部识别技术感兴趣）

脸部识别和 AI 技术

BluePrintLab 使 用
脸部识别和 AI 技术，推荐
个人定 制型产品或以 个
人脸部 特性为基础提 供
产品制造解决方案。

现 在 blue print lab 为
davichi 眼镜和定制型产
品 提 供 项 目 ， amore
pacific 为制作面膜提供
解决方案。

3
VisualNet

所属领域：AI/大数据/区块链

成立时间：2016年

年营业额：2.6千美金（2017年）

企业介绍：近年来伪造品泛滥，VisualN
et致力于轻松防伪, 在融合超精密光学和
区块链ICT技术的基础上，我们开发出第
二代正品认证系统“VsualTag”。目前产
品向全球销售中。

希望合作方式：股权融资，寻求采购商，
技术交流合作，征集代理商。

VsualTag

-采用多重焦点光学原理
-特点：

用 肉 眼 即 可 轻 松 辨 认
正品。

融合区块链 ICT 的认证技
术，几乎不可被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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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ne Data

Technology

所属领域：AI/大数据/区块链

成立时间：2016 年

年营业额：6 万美金（2017 年）

企业介绍：本公司通过支援海上的各种活
动，以将海上和陆地连接为一个体系的海
洋 IT 技术为中心，逐步向海洋领域领先
企业发展。

希望合作方式：股权融资，寻求采购商，
技术交流合作伙伴

Crowd Socing基础高
密度水深台服务平台

-从海上船舶收集水深数
据的技术
-利用收集，积累的水深数
据生成 高密度水深信 息
的技术
-云端高密度水深信息服
务技术

5
Inswave

Systems

所属领域：AI/大数据/区块链

成立时间：2002 年

年营业额：1165 万美金（2017 年）

企业介绍：本公司主要业务有： 企业用
应用程序开发、应用开发工具开发、销售
等。

希望合作方式：寻求采购商，产品/技术
交流合作

WebSquare5（UI 平台）

-以国内最佳的 UI 平台 H
TML5 Web 为标准，提
供 WYSIWYG 方式的开
发环境，可轻松快速实现
应用程序开发。

-还可提供多种组合功能，
帮助完 成实质性的应 用
开发。

6
Timaeus

所属领域： AI/大数据/区块链

成立时间：2017 年

企业介绍：本公司致力于开发以人工智能
为基础的独立图像转换引擎，一直以文化
信息创作者为目标进行营业。自成立至
今，研发了基于人工智能的工具“buut”
并坚持对其改良创新，获得了业界一致好
评。

希望合作方式：股权融资（腾讯、阿里巴
巴等企业），寻求采购商

智能工具“buut”
-BUUT 能够接替和改进

Leon A. Gatys 推出的
图像风格迁移技术，因此
能够支持高清，呈现出更
好的绘画效果。

-具体来说，它能够通过生
成 6K 高清输出内容，打
造卓越的绘画效果，且完
全不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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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Newratek

所属领域：智能工厂 & 工业用配件

成立时间：2014年

企业介绍： 本公司是韩国国内唯一一家
以物联网为目的的Wi-Fi芯片组设计及制
造中小企业，最近推出了具有远程，低电
力特性的Wi-Fi芯片组。

本公司领先全球知名企业，在世界上首次
开发出这种技术。

希望合作方式：股权融资，寻求采购商，
技术合作伙伴，征集代理商。

-是一种专门针对物联网
市场的新Wi-Fi标准。

-适用于家庭自动化、智能
电网、可穿戴设备、低功
耗传感器等物联网应用。

8 Robotron

所属领域：智能工厂 & 工业用配件

成立时间：2007年

企业介绍：该技术研究中心成立于2012
年，是韩国最好的SI研究公司。本公司为
养成未来IT技术人才，用科学教材开发和
积累的教育经验，支援和运用全国多所学
校的英才教育开发课程。拥有自己的系统
性的生产流程及致动器制造流程。

希望合作方式：股权融资，寻求采购商，
技术合作

智能动力传动装置

-双管气缸结构,无需外部
管道及附带设备;

-气缸内部压力平衡，可在
高压环境中使用。

9 Rotal

所属领域：智能工厂 & 工业用配件

成立时间：2011 年

年营业额：15 万美金（2017 年）

企业介绍：本公司是专门提供智能工场一
站式解决方案的公司，以构建有效的物流
自动化系统为重点，提供 ERP 和 AGV 及
AGV 控制系统。其系统已在 LG 电子工场
被运用中。

希望合作方式：找技术合作伙伴、寻求采
购商（对工厂自动化/机器人自动化及
AGV 感兴趣的企业）

AGV

-能载到 2.5 吨重

-能与客户的之前系统连
接，可用互动使用

-自动判断路径

-遥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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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uaLab

所属领域：智能工厂 & 工业用配件

成立时间：2014 年

销售额： 62 万美金（2017 年）

企业介绍：本公司是一家在利用技术对产
品进行大批量质量检测的制造企业。

主要致力于机电软件及设备方面，通过人
工智能网技术，解放劳动力，为世界做出
贡献。

应用案例：太阳能电池板、显示器等。

希望合作方式：寻求采购商，技术交流合
作

SW Library (SuaKIT)

-分析产品的各种缺陷来
检查缺陷区域。

-对图像进行记录分类入
智能网系统

-通过类检测图像中的每
个目标 对象即可大批 量
智能质量检查

11

Abov

半导体

所属领域：智能工厂 & 工业用配件

成立时间：2006年

年营业额：94百万美金（2017年）

企业介绍： ABOV半导体是一家提供各
种MCU及逻辑器件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产品在价格、质量、交货以及技术支持上
得到客户的认可。此外，ABOV半导体提
供简单方便的MDS解决方案，让客户可
以在大规模生产中及时开发出目标应用
程序，拥有丰富业务经验、了解多行业的
ECO系统知识。

希望合作方式：Huawei, Oppo, Vivo,
XiaoMi, Lenovo等手机企业。

电容式触控IC

手握手机时，通过C
变化值和THD(门限)电平
检测握感。

12
SM Switch

所属领域：智能工厂 & 工业用配件

成立时间：1995年

企业介绍：本公司是一家开发、制造和销
售螺旋式开关及LED模块的公司。以现有
的德国制造的原件为基础进行产品开发，
出口中、日、德、美等亚洲及欧美洲地区。

本公司产品以优越的品质和适当的价格
追求可塑性比，竭尽全力为顾客提供最满
意的服务。

希望合作方式：股权融资，寻求采购商（电
力,低电压切断器等制造商），技术交流合
作

旋转式开关（1x4终
端）

适用: 中央取暖系统

自动化装备

电源装置

监控摄像机

医疗器械

建筑物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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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WavePia

所属领域：智能工厂 & 工业用配件

成立时间：2014年

年营业额：178万美金（2017年）

企业介绍：世界领先的氮化镓射频解决方
案的领先公司，具有低成本高效益的生产
经验和丰富的案例。还可以为供应链提供
世界上最后的半导体铸造和装配，以满足
顾客要求，主要合作客户为三星和LG

希望合作方式：股权融资，寻求采购商，
产品技术合作，征集代理商。

CMOS引用晶体、用于
2w-100w功率模块的
GaN裸芯片

14 Dataking

所属领域： VR/AR & AV

成立时间：2015 年

年营业额：5.3 万美金（2017 年）

企业介绍： DataKing 是 360°VR 及大数
据技术风险企业，主要涉及 VR 和 AI 方面。

自创立以来，和多所高校及企业合作，连
接人们的时间和空间，为世界创造新的价
值。

希望合作方式：股权融资，寻求采购商，
技术合作伙伴

Video Map

-以地图搜索为基础

-360°VR影像广告平台

虚拟观览型博物馆 3D 画
面系统

-在通用浏览器上，用户视
线或智能手机画面都可以
立体移动

15 Mixedtek

所属领域：VR/AR & AV

成立时间：2017 年

企业介绍：本公司是主要以付费频道公司
（ IPTV,CATV,OTT ） 及 保 安 公 司
（SECOM）等为对象，提供 B2B 解决方
案的创新创业公司。主要跟德国 SKY 的
OTT 公司提供‘TV 云 UI 解决方案’服务。
明年的计划是进去卢森堡市场。

应用案例：安卓系统虚拟化

希望合作方式：寻求采购商，技术交流合
作伙伴，征集代理商。

虚拟化机顶盒 UI

-具有图像处理和传送功
能，几乎不受网络影响和
具备等于或优于机顶盒的
基本体验。

-这是构建在公共云计算
基础上的服务(PaaS)平

台，使视频提供商能够快
速地为 OTT 和按需内容

部署多屏幕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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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VVR

所属领域：VR/AR & AV

成立时间：2016 年

年营业额：8 万美金（2017 年）

企业介绍：本公司是主要做 VR 硬件，内
容，服务解决方案的综合公司。致力于帮
助普通民众轻松接触和使用 VR 新技术和
内容, 希望为 VR 大众化做出贡献。国内
外 VR 企业均可通过我们的 VRgate 网络
平台购买到我们的产品, 目前已与多家企
业、集团、学校等合作。

希望合作方式：股权融资，寻求采购商，
技术交流合作

Trinity（VR 体验设备）

-拥有超强功能的一体型
VR 体验设备；

-同时合法严选的全球 VR
内容流通；

-可销售，租赁。

vrgate（VR 内容平台）

-将组成 vr 的核心三个要
素：内容和硬件、消费者
结合起来，扩大市场，并
致力于发展生态界。

17 Visual

Camp

所属领域：VR/AR & AV

成立时间：2014 年

企业介绍：Visual Camp 为 VR HMP 和
智能手机开发了强大的瞳孔追踪技术，后
期也将业务拓展到以瞳孔追踪技术为基
础的 VR/AR 和移动领域，如教育培训和
广告等。

希望合作方式：股权融资（人民币或美
元），寻求采购商（与手机广告/app 感
相关企业），征集代理商。

视线追踪软件

- 在 手 机 、 平 板 或 者 VR
HMD 里 利 用 相 机 传 感
器，捕捉瞳孔的动态之后，
可以标示出视线坐标的软
件。

NO. 企业名称 公司简介 主要产品 产品图片



18 Creative

Bomb

所属领域：VR/AR & AV

成立时间：2015 年

年营业额：7 万美金（2017 年）

企业介绍：本公司于 2016 年与中国动漫
公司"江苏路易通"签订了合作制作合同，
去年"粉红海豚"TV 20 集动画制作完成，
相关动画将于 2018 年在中国上映。同时，
开展高收益率的线下商务"粉红海豚"儿童
咖 啡 屋 事 业 ， 为 扩 大 收 益 ， 通 过 中 国
"pottol 动 画 共 同 制 作 公 司 “ 进 行
"pottool"活动。

希望合作方式：股权融资，寻求采购商，
技术交流合作，征集代理商。

-通过运用素描和投
球技术的内容来提高孩子
们的兴趣和投入度。

-除了即将在中国上海开
业的"粉红海豚"的 3 家儿
童咖啡店直营店之外，今
后还计划在连锁商店及中
国的购物中心，水族馆等
地单独销售产品。

19
Monit

所属领域：IOT 物联网

成立时间：2016 年

企业介绍：本公司从三星电子创意实验室
“Dr.Macaron”起步至今，一直致力于
研究数字医疗，希望用创新的科技为每个
家庭带来便利。

希望合作方式：股权融资，寻求采购商，
技术交流合作

智能婴幼儿用品

-能有效控制婴儿尿布的
大小便，显示在父母的智
能手机上；

-通过监控婴儿的周边环
境,可实时确认周边情况；

-收集到的大数据分
析后，监控婴儿换尿布周
期、排便习惯、使用量等，
更加理解婴儿，使之更加
健康。

20 Emtake

所属领域：IoT 物联网

成立时间：2016 年

年营业额：5 万美金（2017 年）

企业介绍：本公司是主要开发生产健康保
健产品的全球销售公司。在韩国内已对 LG
电子、韩国电力等公司供货。在国外对中
国、德国、印度、日本、越南进行 B2B
方式协议。在亚马逊和天猫商城商店入驻
进行中。

希望合作方式：股权融资(10%)、合作投
资（能设立合作法人）、技术合作伙伴、
发掘采购商

UV LED 杀菌器

-杀菌速度快、能随身携
带、适用范围大（食品衣
服 等）

热映监测器

-用 80*60 热成像仪同时
进行监视与检测，智能分
析杀菌

-为保安与防火，传感温度
与动态变化，进行检测分
析后通知

-用手机实时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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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Omolle

所属领域： IoT 物联网

成立时间：2018 年

企业介绍：(株)Omolar 系统与竞争公司相
比，产品兼容性和扩张性更卓越。

另外，今后将进入家庭训练市场，推出康复
治疗等健康护理服务，有望创出更多的收
益。

希望合作方式：股权融资，寻求采购商，发
掘技术合作伙伴（在中国当地可以安装本公
司产品的健身房）

健身机用的自动除臭装置
& 哑铃用自动控制装置

可以收集的数据包括使
用者信息，日期，运动种
类 (ex:雷格普雷斯，长椅
压床等)，重量，次数，消
耗热量等。

根据所搜集的数据提供
(1)量身定制式指导，激励
等健身服务； (2)提供康
复，疾病预防等保健服务。

22 Withus

所属领域：IoT 物联网

成立时间：2017 年

年营业额：1.5 万美金（2017 年）

企业介绍：Withus 一直在电子产品、app
开发领域努力，致力于开发清洁能源产品，
开发出各种便携式清洁能源产品，希望能被
更多人用到。

应用领域：非接触自行车发电机、3D 印花
内容

希望合作方式：股权融资，寻求采购商，技
术交流合作

非接触自行车发电机

-原理：利用轮子旋转时产
生的磁场，不需要接触地
面摩擦，即可实现发电

-使用方法：在自行车轮上
平行安装

-适用范围：后尾灯、前照
灯、手机等

23 Haebora

所属领域：IoT 物联网

成立时间：2014 年

年营业额：35.5 万美金（2017 年）

企业介绍：我们公司开发了世界唯一的的除
燥蓝牙耳机，已获得了很多奖。如：曾获得
广播传播新技术奖项。2017 年开始在韩国
供货给海洋警察局，消防局，POSCO 等。
在中国大陆与香港都有合作商，在韩国首尔
有经验丰富的研发销售团队，在深圳有稳定
的生产力量。

希望合作方式：股权融资，寻求采购商，产
品/技术交流合作，征集代理商。

世界上第一个收集到从耳
朵里发出的声音的麦克风
设备，通过捕捉从耳朵发
出的声音，更加清晰传送
给他人。

-特点：

可外设于多种人工智能
进行开发（如 siri 等）

不可开口讲话的环境（如
95db 环境或因黄沙戴着
口罩）里也可以清晰传达

在实时翻译方面具有很
强的可开发性



NO. 企业名称 公司简介 主要产品 产品图片

24 （株）

MoAdata

所属领域： AI/大数据/区块链

成立时间： 2014 年

年营业额： 150 万美金（2017 年）

企业介绍： MoAdata是一家成立4年的技
术中心企业,主要业务是开发并销售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deep running)的ICT系统障
碍预测产品。并向全世界市场扩张我们的业
务。

希望合作方式：股权融资，寻求采购商，产
品/技术交流合作，征集代理商。

障碍预测解决方案：利用
人工智能，学习、分析并
向用户提供 ICT 基础设施
中发生的多种信息(定型/
非定型)，是一款新一代
ICT 基础设施安全运营产
品。

新一代人工智能 APC 解
决方案：将人工智能障碍
预测技术与工厂自动化解
决方案相结合,事先预测
智能工厂中发生的故障，
从而提高效率及预防损失

25 （株）

HANCOMMDS

所属领域：IoT

成立时间：1990 年

年营业额：3.8 亿美金（2017 年）

企业介绍：是一家以办公软件为基础，开发
可提高顾客生产效率的各种软件的解决方
案公司。提供高性能语音识别技术

希望合作方式：股权融资，寻求采购商，产
品/技术交流合作，征集代理商

-IoT 解决方案

-通信模块供应及构建企
业（System Integrator）

- 需要构造IoT功能的最后消

费者

- 需要用到语音识别技术企业

26 （株）

DoubleMe

所属领域：VR/AR & AV

企业介绍： DoubleMe 是一家开发实时全
息影像应用的企业。2018 年阿里巴巴全球
创客大赛上韩国站获得第一名，杭州站获得
第四名和全球最佳表现奖的好成绩。目前已
经和 HTC、华为、爱立信等通信公司达成
合作。未来将在 5G 技术上与全球合作商共
同开发。

希望合作方式：股权融资，寻求采购商，产
品/技术交流合作，征集代理商。

HoloPort App

亮点：个人用 实时全息摄
影技术交流平台

比起传统全息摄影技术的
优势：

1 摒弃传统多角度多面
拍摄再合成三维画面
的方式，运用自制 3D
摄影机拍摄三维画
面；②个人电脑即可
使用，32ms 内延迟，
可达到实时全息影像
视频通信



27
（株）

Daliworks

所属领域： IoT

成立时间：2013 年

企业介绍： 本公司是大韩民国的 IoT 商务
平台 & IoT 解决方案企业的领头羊。以嵌
入式，云计算，网络平台相关核心工程师为
主轴而成立；作为韩国的物联网(IoT)平台
企业，提供 IoT 云平台、Thing+等服务。

希望合作方式：股权融资，寻求采购商，技
术交流合作。

Thing+

是提供 Software as a
Service 方式服务的云端
基础 IoT 平台。

顾客可以链接到 Thing+,
并且可以简易迅速的建立
自己想要的 IoT 服务，还
可以低价开发和运营服务

28 （株）

4STEC

所属领域：IOT 物联网/RFID 中间件及应
用软件开发

成立时间：2013 年

企业介绍： 4STEC 是专业人才团队致力于
开发并普及以 RFID（射频识别）自动识别
技术为基础解决方案的专业 IT 服务企业。
作为以人与技术为中心的服务企业，在建立
解决方案、网络服务事业等诸多视野范围不
断扩大其领域，通过丰富经验正在形成唯独
4STEC 有的诀窍。

希望合作方式：股权融资，寻求采购商，产
品/技术交流合作，征集代理商。

IoT/RFID中间件（SW）

-IoT/RFID HW 数据收集,
过滤,加工,传送及传达(主
系统)

利用 IoT 基础智能叉车的
物流仓库管理系统

-利用叉车的出入库管理
-利用叉车的仓库/库存管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