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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ervReality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软件开发

4 | Cardiomo 可穿戴的⽣态系统提供24/7⼼脏监测和⼼脏病检测

6 | KTS-INTEK 基于ZigBee NAN技术的制造商和供应商能源效率解决⽅案

8 | RAWR 终智能的宠物项圈，⽆论距离多远，都能保护您的宠物并将其与您连接

10 | SolarGaps 创新的太阳能百叶窗技术产⽣绿⾊能源

12 | Delfast ⼀家拥有电动⾃⾏⻋世界纪录的智能交通公司

14 |SPRYBUILD ⾼速连续三维打印技术的光聚合物增材制造系统– CPWC

16 | SmartEAM 由IT-Enterprise公司的专家开发的设备⾃动维护服务

18 | FACTORY IN THE BOX 3D打印机：所有3D打印技术合⽽为⼀

20 | LaMetric 智能家居和智能办公室的互联时钟，让您⼀⽬了然地获得关键信息

22 | Multidron ⽆⼈机和⽔下⻋辆

24 | LABIRINTby RMRF 分布式欺骗平台，向攻击者提供真实基础设施的幻象

26 | EMwatch 赋予您更正念⽣活的智能⼿表

28 | Eventyr AR的交钥匙解决⽅案

1 |UniExo 模块化机器⼈外⻣骼设备

3 | Effa ⼀次性⽣态清洁⽛刷

5| TechNovatorXE 独特的⻓距离⽆线解决⽅案，可以在⾃动模式下同时为多个设备⾼效充电

7 | Briolight 康复，⼴告，室内和娱乐的电⼦解决⽅案

9 |AXDRAFT 创建⽆错误法律⽂档的简单⽅法

11 | Morbax HR 数字⼈才管理平台

13 |Fishball 360°旋转利⽤iPhone强⼤的摄像头功能的 新配件-

15 | CamTouch ⼀种可以将任何表⾯变成交互式表⾯的设备

17 | 4BioSens ⼀个针对⽼年⼈在家中和疗养院中个⼈⽣命⼒的综合⽀持系统s

19 | AjaxSystems ⽆线安全系统提供终极保护

21 |MegaDrone ⽤于⼯业⽬的的远程监控系统，⽆⼈机在农业中的解决⽅案

23 |UATAG 基于两级认证技术的产品原创性验证和防伪保护解决⽅案

25 | FunLight ⼀个由多个投影仪和运动跟踪器提供动⼒的购物中⼼，FEC和主题公园的基于位置的娱乐场所

27 |EFFI ⽓候⾯板，将热能转换成红外线，直接加热房间内的所有表⾯和物体

乌克兰创新产品⽬录



UniExo通过使⽤模块化外⻣骼协助和⽀持医疗机构外部的患者，从⽽缩短了受
伤的恢复时间。我们个性化的身体康复解决⽅案可以帮助13亿苦难者恢复和帮
助四肢活动。

借助机器⼈技术提⾼您的健康质量

⾏业领域

卫⽣，医疗，保健，机器⼈技术，公⺠技术，⽤于军队（医疗保健）

产品特点

⾸先，我们设备的主要区别在于模块化结构，这是公司通常不使⽤的。我们为每个肢
体提出了UniExo的模块化设备。

其次，借助设备的机器学习算法，我们可以提供智能的康复和运动辅助功能（这是UniExo
的主要商业秘密）。它的效率是使⽤固定设备的五倍。由于康复过程中的⼈⼯⾃动化（使
⽤机器学习算法），UniExo将处理成本降低了三倍。

视频展示

www.youtube.com/watch?v=8icyWpC24kY &feature=youtu.be

更多细节

www.instagram.com/p/BpZULQWl_XT
www.instagram.com/p/BpZh8ciAeT7
www.facebook.com/UniExoinc

媒体报道

oice of mericain time:
https://ukrainian.voanews.com/a/ukrainski-startapy-prezentuvaly-svoi-
produkty-investoram-u-niu-yorku/4445754.html

in
www.razomforukraine.org/pitch-night

CIIE2019:
www.facebook.com/exportpromotionoffice/videos/492747911241019
www.facebook.com/exportpromotionoffice/posts/2153703454947078

Inventor:
E- mail:
Uniexo team:

Mr. Anton Holovachenko
holovachenko.a@uniexo.com
info@uniexo.com



通过切换节省时间和⾦钱

从物理原型到虚拟现实

⾏业领域

运输和汽⻋，房地产和建筑，旅⾏，住宿和餐厅，购物和电⼦商务，事件
和计划，医疗保健，制药和体育，银⾏和⾦融，学习和培训，赌博，博彩
和娱乐。

产品特点

旅游社会项⽬是⼤型国际项⽬的第⼀部分。以著名⼈物的形式在城市周
围提供的虚拟向导，可与他进⾏交流。

该指南将为您提供参观的地⽅，提出建议的⽅向，并告诉⽤户有关景点
的有趣事实。

到⽬前为⽌，利⽤增强现实技术为游客提供的各种观光和导航系统⼀直
是缺乏实现的概念。我们的⽬标是改变它。

视频展示

www.youtube.com/watch?v=qhkOq6qMZk8

更多细节

www.servreality.com
www.youtube.com/c/ServReality
www.twitter.com/servreality
www.facebook.com/ServReality

E-mail: info@servreality.com
Website: www.servreality.com
Address: 1A Sportyvna Square, Kyiv, Ukraine 01023 ServReality

ServReality涉及 新技术，创新和流畅的⽤户体验。我
们努⼒帮助您更明智地利⽤⽹络投资，为您节省⾦钱和
时间。



重新使地球变绿。Effa是⽇常卫⽣习惯中的⼀个新词。它是
⼀种由再⽣纸和⽣态清洁材料制成的⼀次性⽛刷。清洁每⼀
⾯。

有史以来最⼲净
的⽛刷

⾏业领域

旅⾏，住宿和酒店。

产品特点

每年世界各地的旅馆都会扔掉六吨⼀次性⽛刷。到2020年为⽌，世界上⼤部分地
区都将禁⽌使⽤⼀次性塑料。

Effa是⼀种⽤纸和⽣态清洁材料制成的⼀次性⽛刷，可使其100％清洁。

主要成分是：纸，耐⽔可⽣物降解材料，蓖麻油基硬⽑和⽣态清洁药丸⽛膏。

视频展示

www.youtube.com/watch?v=OXBEblvo8rIwww.effabrush.com

更多细节

www.facebook.com/effatoothbrush
www.youtube.com/channel/UCJXwW1xX_Vf4pQxxhf_SWdw

媒体报道

:
www.springwise.com/disposable-toothbrush-from-paper

Ukrainian news:
www.youtube.com/watch?v=0U2BJeJja8c&t=115s
www.startup.org.ua/2018/07/effa.html

E- mail:
Website:

effabrush@gmail.com
www.effabrush.com

Effa



Cardiomo是⼀种连续的实时医疗级⼼脏监护仪，可通过提早就医的
预警帮助预防⽣命危险事件，并通过预防保健确保更好的健康。鉴
于可穿戴设备⾏业的 新趋势，特别是从健身追踪器向可穿戴贴⽚的
转变，我们

我们有信⼼Cardiomo是 具创新性的产品之⼀，也是可穿戴技术的
未来。

靠近你愛的⼈

⾏业领域

健康，保健

产品特点

Cardiomo提供了⼀种⾰命性的“连续”⼼脏监测可穿戴式设备，该设备可
使⽤新⼀代⽣物传感器和AI跟踪⽣命体征（ECG，⼼率，呼吸频率，⽪肤
温度），以99.63％的准确度检测⼼脏事件并提供早期救⽣警报。该产品
是可穿戴的防⽔贴⽚，适合⻓时间佩戴，电池可持续⼗天。数据通过专
有的移动应⽤程序传输到安全的云，并使⽤在现有和不断增⻓的数据集上
受过训练的AI引擎进⾏分析。

更多细节

www.cardiomo.com
www.facebook.com/cardiomocare
www.linkedin.com/company/cardiomo

E-mail :
E-mail :
Website:
Tel.:

hello@cardiomo.com
founders@cardiomo.com
www.cardiomo.com
+1 (929) 360 5107

Cardiomo



我们让您⾃由。创新的⽆线远距离传输系统– XE，您将⾃由
⾃在，⽆需寻找或始终随身携带电池充电器。

远距离⽆线充电
现在变成现实

⾏业领域

移动设备，配件，酒店，餐厅。

产品特点

XE技术为⼈员和企业提供了⽆限的机会。仅举⼏个:

对任何便携式消费电⼦产品（例如，智能⼿机，平板电脑，可穿戴
设备）进⾏⽆线充电；

物联⽹传感器的⽆线充电，⽤于智能家居，智能办公室，
⼯业4.0;

⽤于个⼈和企业的消费电池⽆线充电；

零售和物流等场所的POS终端，扫描仪和电⼦货架标签的⽆线充
电。

媒体报道

https://itc.ua/news/ukrainskaya-besprovodnaya-zaryadka-technovator-xe-
poluchila-grant-v-summe-50-000-evro-po-programme-es-no-po-prezhnemu-
neyasno-kogda-ona-vyiydet-na-ryinok/

Website:
E-mail :
E-mail :
Tel:
Tel:
Tel:

www.technovator.co
info@technovator.com
rdovzhyk@techno vator.com
+38 096 177 55 99
+48 889 411 422
+82 103 408 52 21

TechNovator XE



EMBEE®

硬件平台
适⽤于公⽤事业的智能⽹格
解决⽅案

⾏业领域

LED照明，基础设施

产品特点

KTS-INTEK Ltd是基于ZigBee NAN技术的能源效率解决⽅案的制造商和提
供商。我们⽤于能源分配和不同物联⽹应⽤的开放式EMBEE®硬件平台是
⼤型的，⽤于传感器，电表，路灯LED灯具，覆盖邻居区域⽹（NAN）或
现场区域⽹（FAN）的⽔表的FAN⽹状⽹络。。

公⽤事业公司的EMBEE平台的项⽬资本⽀出和运营⽀出较低，可以以低廉
的价格选择组件（仪表，传感器，路灯等），并有机会将软件中的信息⽤
于不同的解决⽅案。使⽤⾃⼰的EmbeeIoT平台，我们可以为公⽤事业和
市政部⻔部署不同的解决⽅案。

从2013年开始，市场上有超过12万台设备。.

视频展示

youtu.be/MhIsHcGdUCc

更多细节

www.facebook.com/ktsintek
www.kts-intek.com.ua

E-mail:
E-mail:
Website:
Website:
Tel:
Tel:
Address:

info@embee.ua
vk@kts-intek.com.ua
www.kts-intek.com.ua
www.embee.ua
+38 050 584 7777
+38 068 358 9149
KTS-INTEK Ltd,
Boryspilska Street, 7, Kyiv, Ukraine

KTS-INTEK

该平台是灵活的⼯具，可⽤于选择组件和AI软件以
及以 ⼩的资本⽀出和运营⽀出快速部署能源分
配项⽬



我们开发了独特的互动室，⽤于全纳教育和医疗康复。每个房间都包
括：互动地板，互动沙箱，互动⾯板，⼤型和出⾊运动技能的控制器。
我们的软件和硬件解决⽅案结合了乌克兰科学家，医务⼯作者，教育⼯
作者，⼯程师，设计师和程序员的努⼒。

BRIOLIGHT

⾏业领域

互动系统，互动技术。

产品特点

交互式地板是⼀个⼤的地板投影，对⼈体运动敏感。
它是⼀种交互式⼯具，旨在教授，发展反应，注意记忆，动作的准确性。
由于游戏内容，因此没有治疗感。互动式沙箱是在真实沙滩上的投影，
可产⽣协调感，幻想感，并结合了感官触觉疗法的要素。
交互式⾯板允许通过⼿和躯⼲的运动来控制程序。我们创建的算法⽀持解决任务
以获得更好的协调性，⾼动⼒和实践问题。

互动系统为⼉童的运动和智⼒领域的更新和发展增添了动⼒。建议将它们⽤于改善运动能⼒，
并且还应将其作为感官整合⽅法的组成部分，⽤于患有病理性疾病的⼉童的物理疗法中。

视频展示

www.youtube.com/user/briolight

更多细节

www.facebook.com/briolight.ukraine
www.briolight.com

Inventor:
E- mail:
Tel:

Mr. Andrii Vasyliev, PhD
brio@briolight.com
+38 063144-84-24

Briolight



我们的世界每天都充斥着您⼼爱的宠物的危险-从迷路或被撞中到遭受分离
焦虑之苦。引⼊RAWR，这是⼀种 终的智能宠物项圈，⽆论距离多远，它
都能保护和连接您的宠物！

定位跟踪监控保护
从事

⾏业领域

兽医，保健，动物。

产品特点

在RAWR，我们 终打造了智能可穿戴设备，以使关怀宠物的压⼒减轻。

这是⾸款LTE（4G）智能宠物项圈，它结合了多达六种不同的可穿戴设备-GPS定位器，

健康监测器，健身追踪器，温度传感器，训练项圈和LED⼿电筒，并集成在⼀个外观时尚
且可⾃定义的设备中，从⽽吸引了视觉吸引⼒和⽤户友好的智能⼿机应⽤程序。

更多细节

www.getrawr.com
www.facebook.com/getrawr
www.instagram.com/get_rawr

媒体报道

https://mc.today/fotokamera-attraktsion-i-vechnyj-bloknot-6-startapov-kotorye-
predstavyat-ukrainu-na-vystavke-ces/

https://thebabel.net/news/24204-na-vystavke-ces-2019-predstavleny-ukrainskie-
startapy-chto-oni-predlagayut

www.facebook.com/getrawr/videos/2127967157530973

E-mail :
Website:
Tel:

alina.zhoga@getrawr.com
www.getrawr.com
+38 050 333 07 95

RAWR



⼈们对可以⾃动化的⼯作范围感到惊讶。即使 复杂的并购交易也有很多
可编码的模式，⽆论距离多远。

起草您的家庭法律⽂件
时不犯任何错误并且快7
倍

⾏业领域

软件，法律，⽂档程序，⽂书⼯作。

主要产品

AXDRAFT有助于将⽂件起草所需的时间减少70％，同时消除错误和例⾏程序。此
外，我们处理数据以建⽴预测性机器学习，以帮助更多的⾮律师选择法律⽂件中
的必要选项并提供更多⽀持。

视频展示

www.youtube.com/watch?v=LsAB8NQOUM8
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v=fCCe2gvA6dI

更多细节

www.axdraft.com
www.facebook.com/axdraft

媒体报道

https://delo.ua/business/axdraft-kak-ukrainskij-startap-oblegchaet-rabotu-
juristam-335653/

https://ain.ua/2019/04/19/axdraft-privlek-mln/

https://ain.ua/2019/03/11/axdraft-proshel-v-y-combinator/

https://ain.ua/2019/02/20/axdraft-investicii-s-ocenkoj-13-mln-evro/

http://yur-gazeta.com/golovna/nevtomniy-yurist-dlya-biznesu-u-vashiy-
kisheni-bezkoshtovno.html

E-mail :
E-mail :
Website:
Tel:
Tel:

mstasiuk@axdraft.com
bdenysiuk@axdraft.com
www.axdraft.com
+38 066 690 3377
+38 097 985 3858

AXDRAFT



每个⼈都有责任拯救我们的星球。并⾮所有⼈都有机会在屋顶上放
置太阳能电池板，⽽窗⼝是⼀个很好的解决⽅式。

创新的太阳能百叶窗
技术
产⽣绿⾊能源

⾏业领域

可再⽣绿⾊能源

产品特点

SolarGaps-外部铝制百叶窗，带有太阳能电池板，可发电。智能百叶窗⾃动跟踪太
阳。它可以在早上⽤作闹钟，并在晚上保护您的隐私。可通过智能⼿机，Google
Home，Amazon Alexa轻松控制。 SolarGaps保护您的房屋不受外界影响，使房间蒙上
⼀层阴影，使您 多可节省30％的空调费⽤。同时，太阳能电池板产⽣绿⾊能源。

视频展示

www.youtube.com/watch?v=ZQzUMMWBdBQ

更多细节

www.solargaps.com
www.facebook.com/solargaps
www.twitter.com/solargaps

媒体报道

https://ain.ua/2017/05/10/ukrainskie-solnechnye-zhalyuzi-solargaps-vyshli-
na-kickstarter-po-cene-ot-390

https://ubr.ua/market/startup-time/ukrainskij-startap-sozdal-solnechnye-
zhaljuzi-i-proslavilsja-na-ves-mir-3868046

E-mail :
Website:
Tel:

is@solargaps.com
www.solargaps.com
+38 067 113 63 08

SolarGaps



我们会在1分钟内完成候选⼈的⾃动化搜索，选择和评估。

数字⼈才管理平台

主要⾏业

⼈⼒资源管理

产品特点

Morbax HR是⼀个智能系统，可以使⽤⼈⼯智能在⾯试之前1分钟内进⾏搜索，选
择和评估候选⼈。

视频展示

www.facebook.com/morbax/videos/868008183380773

更多细节

www.morbax.com
www.facebook.com/morbax
www.twitter.com/morbax_hr

媒体报道

www.newsvideo.su/video/5943321

E-mail :
E-mail :
Website:
Tel:
Address:

kp@morbax.com
mx@morbax.com
www.morbax.com
+38 067 160 36 55
Ukraine, Kyiv, 04119, Dorohozhytska str. 3

Morbax HR



购置个⼈电动⾃⾏⻋的绝佳时机。

电动⾃⾏⻋
⼀次充电可骑⾏236英⾥

⾏业领域

健康的⽣活⽅式，运输⼯具，⾃⾏⻋，智能⼯具。

产品特点

Delfast电动⾃⾏⻋⽀持多种动⼒模式，包括⼀个系统，当您踩踏板时，该系统可
以为您提供帮助。多种模式的存在还使您能够探索赛道上电动机的所有功率，并
遵守不同国家/地区的法规要求。强⼤的灯笼与导航灯⼀起确保移动的安全。在
⿊暗中，Delfast随时准备帮助您继续您的旅程。我们将便利和安全放在⼀切的核
⼼。它使您可以体验现代电动⾃⾏⻋的所有优点。

视频展示

youtu.be/C_vwJlSCt6s

更多细节

www.delfastbikes.com
www.facebook.com/delfastbikes
www.instagram.com/delfastbik es

媒体报道

https://itc.ua/news/ukrainskaya-kompaniya-delfast-razrabotala-
obnovlennuyu-model-elektrobajka-top-2-0-s-bolee-moshhnym-
dvigatelem-i-drugimi-uluchsheniyami/

https://keddr.com/2017/09/delfast-ebike-elektrobayk-na-kotorom-
mozhno-proehat-380-km-na-odnom-zaryade/

https://www.depo.ua/rus/life/ukrayinskiy-startap-delfast-rozpochav-
prodazh-elektrobayka-scho-vidomo-pro-rekordsmena-20180828828270

E-mail :
Website:
Tel:

db@delfastbikes.com
www.delfastbikes.com
+16 07 297 04 71
+1 929 999 57 12 (United States)
+44 203 695 50 51 (European Union)

Delfast



Tel: +38 050 908 1979

借助Fish Ball，⽴即将您的iPhone变成有趣，轻松的360°相
机。

世界上第⼀个360°
智能⼿机镜头

⾏业领域

⼿机配件，照⽚。

产品特点

经过仔细校准的双⻥眼镜头使⽤了⼿机的内置摄像头。 然后，Fishball应⽤
程序将原始图像和视频缝合到⼀个360⽓泡中，可以在⼤多数视频共享平台
（包括Facebook，YouTube和虚拟现实⽿机）中进⾏查看。.

视频展示

www.youtube.com/watch?v=9WdTA6UVflg&feature=youtu.be

更多细节

www.fishball.us
www.facebook.com/fishball360
www.twitter.com/fishball360
www.youtube.com/channel/UCpp5ejZ3BHpPyPVNxCESJVg
www.instagram.com/fishball360

媒体报道

www.the-village.com.ua/village/business/news/265013-startap-ukrayin
skogo-spivzasnovnika-stvoriv-360-gradusniy-ob-ektiv-dlya-iphone

https://uprom.info/news/other/startapi/video-startap-z-ukrayinskim-
zasnovnikom-stvoriv-360-ob-yektiv-dlya-iphone/

E-mail :
Website:

Yuriy@fishball.us
www.fishball.usFishball



创造世界上最快的增材制造机器

⾏业领域

IT技术，IT设备。

产品特点

在SPRYBUILD，我们基于⾼速连续三维打印CPWC的技术创建了由光敏聚合物进⾏增材制造的系
统。我们打算彻底改变由光敏聚合物制成的增材制造⾏业。我们致⼒于为⼈类提供⼀种既能实
现⾼速增材制造功能，⼜能保护⾃然资源并提供 ⾼环境安全标准的产品。

视频展示

www.sprybuild.com/cpwc-technology

更多细节

www.sprybuild.com
www.facebook.com/Sprybuild
www.twitter.com/BuildSpry
www.vimeo.com/sprybuild
www.instagram.com/sprybuild

媒体报道

https://3dprint.com/187759/sprybuild-dlp-3d-printing/

http://www.3ders.org/articles/20170918-sprybuild-developing-worlds-fastest-dlp-3d-
printers-with-cpwc-tech.html

https://3dprinting.com/news/start-up-sprybuild-files-patent-for-new-high-speed-cpwc-3d-
printer/

E-mail :
Website:
Tel:

Evgeniy@sprybuild.com
www.sprybuild.com
+38 067 755 83 70

SPRYBUILD



Tel: +38 095 180 79 78

CamTouch是⼀种设备，可以将任何表⾯变成交互式表⾯，并
使⽤激光笔或特殊的触控笔对其进⾏管理。

互动平台

⾏业领域

IT技术，IT设备。

产品特点

CamTouch是交互式设备的替代产品，它以⽊板，桌⼦，甚⾄⾃助亭的形式迅速
进⼊我们的⽣活，并在其中占据越来越多的空间。教育机构，银⾏，商业机
构，购物中⼼越来越多地在活动中使⽤这些⼯具。

视频展示

www.youtube.com/watch?v=Zd1KterR1zE
www.youtube.com/watch?v=cfSfpzTFPUc

更多细节

www.facebook.com/camtouchapp

媒体报道

www.startup-holding.com/camtouch-en

https://itc.ua/news/proekt-camtouch-transformiruyushhij-monitor-ili-proektor-
v-interaktivnuyu-dosku-stal-pobeditelem-ukrainskogo-festivalya-innovaczij/

E-mail :
Website:

konovalenko.andrii@gmail.com
www.camtouch.com.uaCamTouch



可靠⼯作设备系统

⾏业领域

软件，制造。

产品特点

Smart EAM是由IT-Enterprise公司的专家开发的⽤于设备⾃动维护的服务。 先进的以可

靠性为中⼼的维修⽅法；创新的分析⼯具；在50多家企业中实施的经验决策。

视频展示

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04_3m59MRYxb5RNXCPMrCVRKZZe2dops

www.youtube.com/watch?v=UGOoxs762FM&index=4&list=
PL04_3m59MRYzaSJjaRhr9OQB1mAmcD24c

更多细节

www.smart-eam.com/en/
www.facebook.com/ITSmartEAM
www.youtube.com/channel/UCyVeOW7WnmkwnS_0loHOKRg

媒体报道

https://www.it.ua/ru/news/praktika-vprovadzhennja-eam-intervju-z-kerivnikom-
naprjamku-smarteam-

E-mail :
Website:
Tel:

novikova@it.ua
www.smart-eam.com/en/
+38 067 902 44 01

SmartEAM能提⾼设备可靠性并且减少维修成本



在家庭和疗养院完善的⽼年⼈个⼈活⼒⽀持系统。它记录了⽼⼈的跌
倒和活动，以便迅速护理和早期诊断各种疾病

基于创新的4D⽣物传感器的⽼
年⼈智能AAL系统

⾏业领域

社会领域，医疗设备，慈善机构。

产品特点

4BioSens系统可通过组合传感器（4D⽣物传感器）的独特数据收集系统来定制
特定⼈的⽣命维持功能，并利⽤软件对其进⾏处理，应⽤基于神经⽹络技术的
算法，⽤于访问的电⼦密钥⽣成系统紧急情况下将其安装到DIN导轨上以快速
安装。 4BioSens可以与现有的智能房屋或标准的安全和节能系统集成。

摄像机不⽤于监视重要活动，可确保遵守隐私和数据保密性。同时，⽼年⼈不
需要穿其他可穿戴设备。该系统可以准确地分析⽣命活动，以识别疾病和急性
发作的症状并提供及时的医疗护理。

视频展示

www.youtube.com/watch?v=D3mjNa0GfFA

更多细节

www.maitek.eu
www.kb99.com

媒体报道

https://startup.ua/news/vinnitskiy-dzhek-pot.html

E-mail :

Website:

Tel:

vu@kb99.com
info@maitek.eu
www.maitek.eu
www.kb99.com
+38 067 430 18 24

4BioSens



Tel: +38 073 044 38 22

3D打印仍然存在，我们也喜欢机器⼈将创造机器⼈的想法。

⼀站式3D打印技术

⾏业领域

3D技术，制造业。

产品特点

3D Factory本身结合在⼀起：3x3D打印机，3D扫描仪，计算机，⼤屏幕和其他必要元
素。我们开发了⼀个特殊的界⾯，结合了 好的应⽤程序，并考虑了与客户端交互的机
制。

视频展示

www.youtube.com/watch?v=fEczF921z3k&feature=youtu.be

更多细节

www.factoryinthebox.biz
www.facebook.com/factoryinthebox
www.instagram.com/factoryinthebox/

媒体报道

https://itc.ua/news/ukraintsyi-sozdali-mnogofunktsionalnyiy-vendingovyiy-
avtomat-3d-pechati-factory-in-the-box/

https://retailers.ua/news/menedjment/6748-ukrainskiy-startap-factory-in-the-
box-predlagaet-vending-avtomatyi-3d-pechati

https://3dtoday.ru/blogs/news3dtoday/ukrainian-company-creates-vending-
machines-that-are-3d-printing-factor/

E-mail : andrew@factoryinthebox.biz
Website: www.factoryinthebox.biz FACTORY IN THE BOX



我们设定了⼀项宏伟的任务，以从头开始开发安全系统，使其
既是时髦的⼩⼯具，⼜是严肃的专业解决⽅案。我们相信基于
安全性的物联⽹的未来。我们很⾼兴市场专家对我们的⼯作表
示赞赏。

⽆线安全保护系统

⾏业领域

安全系统，安全管理。

产品特点
Ajax检测器包括全⾯保护所需的⼀切。⾼精度传感器可监控室内情况，强⼤
的集线器可在出现侵⼊迹象时⽴即向您的智能⼿机和异地监视中⼼⼴播信
号。所有Ajax探测器都连接到集线器，并包括：⼊侵保护，防⽕，防洪，控
制，警报器，⾃动化，集成模块。

视频展示

www.youtube.com/watch?v=rLNROjPKpHc

更多细节

www.ajax.systems
www.facebook.com/ajaxsystemsua

媒体报道

https://itc.ua/news/kievskiy-startap-ajax-systems-nachal-prodavat-sistemyi-
bezopasnosti-v-malayziyu/

http://hubs.ua/starter/ukrainskij-startap-ajax-systems-pokoril-70-stran-137008.html

https://hub.kyivstar.ua/ostaemsya-kak-ajax-systems-rushit-mifyi-o-proizvodstve-v-ukraine

E-mail :
Website:
Tel:

val@ajax.systems
www.ajax.systems
+38 067 14376 73

Ajax Systems



Tel: +38 050 674 18 84

智能装饰，营造⼼情和动⼒。 LaMetric Time凭借其技术
功能，使⼯作台时钟保持 新状态，因此轻松适⽤于家
庭和办公室环境。

智能家居和办公室的连接时钟

⾏业领域

IT设备，IT设计软件。

产品特点

LaMetric TIME-⽤于智能家居和办公的互联时钟，⼀⽬了然地为您提供重要信息。就
像Apple Watch适⽤于您的家庭和办公室⼀样，它可以使您从远处看到信息。时间，
天⽓，新闻，⽓候测量，安全警报，数字指标，销售数据和其他信息⼀⽬了然，⽆需
在智能⼿机或PC上搜索。
LaMetric SKY-⻢赛克形的异形灯板，旨在通过不同的灯光效果使⼼情焕发，⽤绘画
装饰室内景，并通过社交媒体柜台，销售数据等进⾏激励。

视频展示

www.youtube.com/watch?v=8J86MIBfAvo&feature=youtu.be

更多细节

www.lametric.com
www.facebook.com/getlametric

媒体报道

https://vgolos.com.ua/economic/ukrayinskyj-startap-predstavyv-novynku-nastinni-
led-paneli_912954.html

www.apple-tribe.com/lametric-a-unique-smart-watch

https://itc.ua/articles/obzor-lametric-time-umnyie-nastolnyie-chasyi-dlya-doma-i-
ofisa-ot-ukrainskih-razrabotchikov/

E-mail : nazar@lametric.com
Website: www.lametric.com LaMetric



⾏业解决⽅案和服务

主要⾏业

IT设备制造，⾏业创新。

产品特点

MegaDrone是⽆⼈⻜⾏器（UAV），⽆⼈⻜机系统（UAS），控制地⾯站，发
射/着陆⽆⼈机，GIS软件的开发商和制造商。 MegaDrone开发的独特系统，
没有类似物！⽤于⼯业以及⾼⻛险地区的全⾃动监控系统。 SkyHawk由⼀个
盒⼦，⼀个⽓象站以及RTK和X8 Vtol站组成。系统以⾃动或半⾃动模式⼯
作。基站管理
使⽤VPN连接的系统。 GSM，Wi-Fi或Sat⽤作通信通道

视频展示

youtu.be/xo-0PU_KKm4

更多细节

http://megadrone.in.ua/en/
www.facebook.com/MegaDrone2016

E-mail :
Website:
Tel:

m2mstat@gmail.com
http://megadrone.in.ua/en/
+38 068 145 07 00

MegaDrone

监视，安全性，归⼀化植被指数，映射，正射影像，
三⻆投影



Tel: +38 067 504 08 85

从根本上讲，多旋翼⻜机是螺旋形式的新型交通⼯
具，可⽤于在⽔下潜⽔，上升⾄⽔⾯并⻜向空中。

⽔下⽆⼈机

⾏业领域

IT设备，发现科学，⽆⼈驾驶⻋辆。

产品特点

⽔下航⾏器对于在许多地区执⾏海底或海⾯任务⾮常有⽤，例如：研
究和监测世界海洋污染；植物和动物区系研究；观察天⽓及其变

化；搜救⾏动；矿物勘探；⽔下电信业；⽯油，天然⽓和其他可移
动⽣产设备，管道的维护和运营；深⽔桥⽀撑；以及特殊应⽤

视频展示

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v=hHP2fuOCrtE

更多细节

https://sites.google.com/prod/view/androy

媒体报道

www.f6s.com/androyltd

E-mail : oleg98886@gmail.com
Website: sites.google.com/prod/view/androy Multidron



唯⼀认证标签

⾏业领域

软件，艺术，时装，物流运输。

产品特点

UATAG使⽤其独特的不可破坏的身份验证标签（基于两级安全组件）来保护⾼端奢
侈品和贵重物品免遭伪造：
1）物理-碎玻璃的独特性；
2）数字化基于区块链分类账和数据记录

产品的独创性有两种验证⽅式：

1）通过扫描UATAG的QR码，并将标签识别器的独特破解模式与其在智能⼿机屏幕
上数据库中的电⼦表示形式进⾏⽐较。

2）通过扫描下载到智能⼿机的应⽤程序中标签识别器的玻璃图案。扫描玻璃杯
后，应⽤程序将对其进⾏验证，并给出有关商品原创性的回复。该应⽤程序将⽆法
验证假标签和产品。

视频展示

www.youtube.com/watch?v=lG4v-_atVPM

更多细节

www.uatag.com
www.facebook.com/uatag

媒体报道

https://galnet.fm/lvivskyj-startap-uatag-projshov-u-pivfinal-gist-tech-i-2019/
https://nachasi.com/2018/01/04/taras-rodtsevych-uatag/
https://marketer.ua/ua/uatag/

E-mail :
Website:
Tel:

halia@uatag.com
www.uatag.com
+38 096 383 4754

UATAG

我们的使命是保护全球市场免受伪造



Tel: +38 050 428 2931

LABIRINT为攻击者提供了真正的基础设施的幻觉。
它基于Point-智能仿主机。模拟环境的每个部分都再
现了真实⽹络段的服务和内容。 LABIRINT激发攻击
者采取⾏动，并同时了解可疑活动。

分布式欺骗平台

⾏业领域

IT设备，虚拟现实。

产品特点

具有智能模拟功能的智能主机

多层欺骗⽹络

根据基础架构配置⽅案

更多细节

www.rmrf.tech/labirint
www.facebook.com/pg/RMRFTECH/posts

E-mail : irina.tolochko@rmr f.tech
Website: www.rmrf.tech/labirint LABIRINT



Tel: +38 098 457 3238

问题是⼈们只在任务室玩⼀次，再也不会回来，因为他们
已经知道脚本了。

他们不感兴趣。我们创建了⼀个您想在其中再次返回的房
间。

互动式⼤冒险

⾏业领域

娱乐

产品特点

专业的⾳频系统可营造环绕声，让您沉浸其中。

运动跟踪传感器以 ⾃然的⽅式为访客与游戏世界的所有互动提供动⼒。请勿使⽤可穿戴设
备或⽿机。

在地板和所有墙壁上的⽆缝视频投影将给⼈留下强烈⽽持久的视觉印象。

视频展示

youtu.be/tHC8Nyx2z9A

更多细节

www.facebook.com/funlightUA

媒体报道

https://mc.today/startap-dnya-funlight-eto-attraktsion-s-dopolnennoj-realnostyu-
kotoryj-stoit-80-tys/

https://24tv.ua/ru/top_3_ukrainskih_startapov_kotorye_populjarny_vo_vsem_
mire_unikalnye_foto_i_video_n1097750

https://ain.ua/2019/01/10/ukrainskie-startapy-na-ces/

E-mail : yaroslav@funlight.ioFunLight



Tel: +38 099 731 9673

超越健身。实时监控您的情绪。获得实现⼼理健康⽬标所
需的动⼒。借助EMwatch，您可以直接从⼿腕上完成所有
操作。

EMWATCH: ⼀款智能⼿表
让⽣活更⼈性化的

⾏业领域

健康，保健，配件。

产品特点

⾎压测量
压⼒管理
⼼率监测器
电池寿命超过14天
计步器
防⽔

视频展示

www.youtube.com/watch?v=wAFjiOQL-5Y

更多细节

www.emotion.family
www.facebook.com/emotion.laboratories
www.twitter.com/forcemove

媒体报道
https://24tv.ua/techno/ru/ukraincy_predstavili_smart_chasy_
emwatch_kotorye_izmerjajut_uroven_stressa_osobennosti_i_
cena_n987863

E-mail : lisa@emotion.family
Website: www.emotion.family



Tel: +38 097 286 5185

EFFI⽓候板-由乌克兰专家通过乌克兰企业内壁
的乌克兰设备制造的乌克兰产品。它是“乌克
兰制造”的商品。

加热冷却效率

⾏业领域

节能

产品特点

⽓候⾯板代替空⽓加热，将热能转换为红外线，从⽽直
接加热房间中的所有表⾯和物体.

视频展示

www.youtube.com/watch?v=ReAwROEqL6s

更多细节

www.effi.com.ua/en.html
www.facebook.com/EFFIpanel/

PRODUCT IN THE MEDIA

https://is.gd/h7Bf4X

E-mail :
Website:

ak@effi.com.ua
www.effi.com.ua/en.html

EFFI



Tel: +38 050 40 30770

EVENTYR

⾏业领域

IT设备，移动应⽤程序，虚拟现实。

产品特点

空间建模，放置横幅，创建3D模型。.

视频展示

www.youtube.com/watch?v=dPnTjSLcfik&f
eature=youtu.be

媒体报道

www.goldenbyte.org/ru/result

E-mail : slupdo09@gmail.com
oleh.voitenko@gmail.com
eventyr.ar@gmail.com E

AR的交钥匙解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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