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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创新产品
（中⽂版）

乌克兰创新产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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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OASIS

可独⽴⽣产饮⽤⽔的全⾃动模块化系统

3

ABRIS (FLIRT)

⻜⾏智能机器⼈⼯具

4

Accamedin

创新的医师研究⽣教育（医学专家在线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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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

乌克兰的激光增材制造技术

6

ARBrowser

⾯向家具零售商的AR SaaS

7

ChePeer

海外购物

8

CLAP

超现代家庭控制系统

9

EdPro (Amperia)

学校实验室设备

10

ELEEK

电动⾃⾏⻋

11

Esper Bionics

新的假肢⼿解决⽅案

12

Hideez

商业和个⼈使⽤的身份和访问管理解决⽅案

13

Hushme

世界上第⼀个智能⼿机语⾳⾯具

14

Jollylook

可回收材料制成的⽼式模拟即时相机

15

Kodisoft

互动式多点触控桌

16

Limpid Armor

360视觉-重型⻋辆现代化的独特两⽤解决⽅案

17

Meredot

增强⽆线电⼒传输

18

PassivDom

⾃治智能房屋

19

PatentBot

Facebook Messenger中的聊天机器⼈，可帮助实现商标注册流程的⾃动化

20

Photon LMS

最先进的便携式迷你摄影棚，带有恒定的led照明，可以进⾏详细的物体拍摄

21

PiPillow

帮助睡眠的个⼈设备

22

Pix

数字可定制背包

23

Raccoon.Recovery

基于⼤数据，机器学习技术和视频游戏的⾯向⽬标的身体康复⼯具

24

Senstone

便携式语⾳助⼿

25

TenniRobo

专业乒乓球机器⼈

26

UBreez

可共享的空⽓质量监测系统

27

UGEARS

独特的机械模型

28

VoxBox

⽤于治疗，培训和教育的虚拟现实

29

Whooshi

蓝⽛5.0⾼保真⽿机的放⼤器

30

xBeam 3D

⾰命性的⼯业⾦属3D打印机

智能绿洲是完全独⽴的模块化系统，可独
⽴⽣产⽔的产品
“ SMART OASIS的使命是通过⼤规模优化农业产业和太
阳能电池板公园的⽤⽔量来预防⼈类在未来⼗年内将⾯
临的全球⽔危机。 进⼊市场，我们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完
全⾃主和100％可持续的⽔模块

⾏业领域
智能设备，研究与开发，饮⽤⽔，创新领域。
.
产品特点
SMART OASIS是独特的，完全⾃主的模块化系统，⽤
于独⽴的零碳⽔⽣产。 太阳能。 100％可持续发展。
轻松扩展。 玻璃中的阳光和空⽓的⼒量。 我们正在
彻底改变饮⽤⽔的⽣产⽅式，并优化⻝品种植⽅法。
我们有3条产品线：城市–全⾃动饮⽔器，每天产⽣55
升零浪费的饮⽤⽔； 聪明的耕种–我们创建了⼀个完
全⾃主的温室，即使在沙漠中部，即使没有⽔和其他
公⽤设施，也可以每年种植3000公⽄的果岭； 太阳的
–我们开发了⾃动清洗蒸馏⽔模块，使太阳能公园的
⽣产率提⾼了25％，并减少了⼈⼯成本。
click on the icon

PRODUCT IN THE MEDIA
Water from air:
how Ukrainians
built a “smart
oasis” on the
beach of
Dubai

Ukrainian invention
produces drinking
water from air in
Dubai's smart park

SMART OASIS CEO, Mr. Alex Prykhodko
E-mail:

pa@weareida.com Tel.:
+380938559000

CMO,

SMART OASIS

Mr.

Tarasiuk
yt@weareida.com
+380932301226

2

Yurii
E-mail:
Tel.:

⻜⾏智能机器⼈
“ ABRIS DG是⼀家汇集了来⾃不同知识领域的经验丰富
的专业⼈员的公司：⻜机设计和空⽓动⼒学，控制系
统，技术，编程，⼤地测量学。 这是⼀群对⼀个共同⽬
标着迷的专业⼈⼠-创建有效的航空摄影⽆⼈系统”。

⾏业领域
技术，编程，⻜机设计，空⽓动⼒学。

产品特点
FLIRT是⽤于航空制图，监视和其他遥感应⽤程序的强⼤
专业⼯具。 该解决⽅案将⽆⼈⻜⾏系统的所有优点与⼤
型专业⻜机的⾼标准和⾼性能相结合。 FLIRT（与许多其
他⽆⼈机系统不同）的定义性新功能是即使在强侧⻛条件
下也能够获得⼀系列对准良好的图像的能⼒。

click on the icon

PRODUCT IN THE MEDIA
ABRIS DG drones capture mapping
data in extreme conditions

CEO,

Mr.

Prykhodko
pa@weareida.com

Alex
E-mail:
Tel.:

+380938559000

ABRIS 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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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创新性研究⽣教育（对于医学专家的电⼦学习）

“ Accemedin是⼀个现代平台，可帮助医⽣发展医学知
识和技能，并避免在未来的医疗实践中出现医疗错误。
它是针对医师的研究⽣发展的新型独特的多渠道在线平
台。 我们帮助医⽣在医疗实践中做出正确的决定”。

⾏业领域
教育，医疗保健，医学，⾃我发展。

产品特点
Accemedin是医师的信息和教育环境。 通过Accemedin
进⾏的研究⽣电⼦学习使医⽣有机会通过课程，⽹络研
讨会，在线会议等形式接受研究⽣教育。 它们中的所有
都经过乌克兰卫⽣部的命令和国际认可要求的认证。 每
个医⽣都有机会成为该平台的作者。 Accemedin是乌克
兰医学的主要新闻和内容聚合器。 我们是第⼀个在医学
新闻中使⽤AR技术的公司。 通过我们的AR应⽤程序，
我们创建了⼀个信息渠道，将新闻媒体和数字技术的选
择和资源结合在⼀起。 这样，我们可以帮助医⽣做出⽇
常临床决策。 借助Accemedin，医⽣可以利⽤领先的乌
克兰语者的教育内容来发展其专业技能。 在前进的过程
中，我们将增加来⾃27个经济发达国家的发⾔⼈。
click on the icon

PRODUCT IN THE MEDIA
В Украї ні створили уні кальний
журнал і з живими зображеннями

Inventor, Mr. Sergiy Soshunskiy
E-mail: support@accemedin.com,
s.soshynskiy@accemedin.com

Acceme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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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380674666493

增材制造激光技术
“使⽤ALT，⾦属专业3D打印变得更加轻松！’

⾏业领域
3D技术，IT设备。

产品特点
乌克兰的激光增材制造技术是使⽤选择性激光熔化技术
的⽤于⾦属打印的3D打印机制造商。 ⾦属合⾦的3D打
印是制造航空航天，医学和⼯程领域中复杂且重要的结
构元素的最先进技术。 增材制造技术使⽣产⼀架⻜机平
均可节省2-3百万美元。 增材制造技术也更加灵活，可
以引⼊和创建新模型⽽不会中断制造⼯具的过程。 这减
少了制造时间，并提⾼了引⼊更现代且更具成本效益的
样品的速度。 此外，3D打印中95-98％的废物可以重复
使⽤，并且添加剂⽣产对环境的影响⽐传统⼯艺少70
％。
click on the icon

PRODUCT IN THE MEDIA
Smarttech3D Universe 5MPix with
visit on the fair in Ukraine

CEO, Mr. Sergii
Adjamskyi E-mail:
info@alt-print.com Tel.:
+380987206127

ALT

5

AR浏览器-家具零售商的AR SAAS
“我们在⼤众中推⼴增强现实技术，让⼤众以⼀种更具吸引
⼒的新⽅式购买商品并在此过程中获得有趣的体验，。.

⾏业领域
增强现实技术，电⼦商务，销售。

产品特点
ARBrowser-适⽤于家具零售商的AR SaaS。
ARBrowser提供3D云平台和AR家具应⽤构建器，以“虚
拟”⽅式显示所选家具的真实⼤⼩，不同的颜⾊或⾯料。
帮助推动20％的销售额增⻓。

click on the icon

PRODUCT IN THE MEDIA
Ukrainian start-up named to the global
program EY Accelerating Entrepreneurs 2018

Inventor, Mr. Anton
Potikha E-mail:
ap@arbrowser.co Tel.:
+380638824250

ARBrow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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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购物，轻松购物，轻松赚取
和节省。
“ ChePeer的团队正在改变在线时尚购物者进⾏海外购买的
⽅式。 想象⼀下，在P2P经济的⽀持下，Instagram可以像
在个⼈商店⼀样在零售商店进⾏海外购物”。

⾏业领域
跨境电⼦商务，时尚购物，协同经济，⼈群运输，社交购
物。

产品特点
ChePeer平台（Web，iOS，Android移动应⽤程序）的核
⼼⽬的是（1）对于购物者：在全球实体店进⾏海外时尚购
物时，基于⽤户体验，价格和可访问性优势提供⾮凡的价
值。 ; （2）适⽤于微型企业：赚钱和建⽴声誉，同时帮助
他⼈节省零售和在线商店销售中的跨境购买。
考虑到这⼀点，该⽣态系统具有以下功能：超级简单，类似
于Instagram的UX； 个性化和策展，时尚影响⼒者； 公平
的价格，没有隐藏的佣⾦； 时装和品牌贸易优惠始终免费
发布； 所有购买都是有担保的； 快速执⾏和交付； 适⽤时
退还增值税； 内容和⽤户的⼯作获利

PRODUCT IN THE MEDIA
The evolution of
online
shopping — why
e-commerce is
the new reality

How has ecommerce
conquered
post- soviet
countries?

CEO, Mr. Dmytro
Barbarchuk E-mail:
db@chepeer.com,
hello@chepeer.com
Tel.: +380735112631

CheP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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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现代家庭控制系统
“我们努⼒使每个⼈的⽣活舒适安全。 因此，我们将所有的
⼒量和能⼒投⼊到我们的发展中，⽽不是⽌步于已取得的成
就。”

⾏业领域
智能家居系统，安全系统，IT设备。

产品特点
下⼀代⽆线智能家居系统，可同时提供安全性和舒适性，
并有助于有效利⽤能源并节省⽔电费。 优点：独特的技术
（⾃有的⽆线⽆线电技术MORION，最远1500⽶的交互作
⽤，双向通讯⽀持，即时警报发送）； ⽆缝性能（可使⽤
⻓达5年的标准电池，应急情况下的备⽤电源，3个串⾏通
信通道：GSM，以太⽹，Wi-Fi，最多可同时连接300个设
备）的⽆缝性能； 绝对的安全性（多通道通信加密，病
毒，⼊侵和⼲扰防护，设备身份验证，内置篡改和加速
计）； 易于使⽤（⽆需特殊技能即可安装；使⽤QR码添
加设备，远程控制，设置和诊断功能，完全可移动性）。

click on the icon

Head of Sales, Mr. Evgen Avdieienko
E-mail: a.evgen@clap.ua
Tel.: +380509890055

C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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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PRO LAPER
实验室学校设备
“在教育过程中，执⾏是⾄关重要的元素，因为没有实践
经验就不可能正确评估理论知识。 我们的⽬标是确保实
验室中的孩⼦们，除了计划进⾏的实验之外，还有机
会，时间和愿望来更深⼊地探讨该主题。”

⾏业领域
3D技术，IT设备。

产品特点
专利的磁连接元件。 它在上课时提供了快速的计划收
集。 收集⽅案的速度越快，可以完成的任务就越多，并
且可以对结果进⾏定性分析。
流动性。 该套件不需要外部有线电源。 该套件包括⼀个
使⽤内置电池供电的电源。 该解决⽅案使在任何房间内
进⾏实验室成为可能，从⽽节省了昂贵的维修和快速实
施的时间。
实⽤性和现代性。 Wi-Fi，内置电源和测量设备，使孩
⼦们可以在课堂上的有限时间内分析平板电脑或计算机
上的数据并进⾏复杂的实验。 该套件结合了将现代⽅法
与古典元素相结合的原理，从⽽增加了现代⼉童对科学
的兴趣。
在乌克兰研发，在乌克兰制造，是世界市场上独特的解
决⽅案。

PRODUCT IN THE MEDIA
EdPro: стартапи,
які зроблять
навчання
ці каві шим

Як украї нська
компані я змі нює
шкі льну осві ту за
допомогою
технологі й?

CEO, Mr. Yuriy
Tabachyn E-mail:
info@edpro.ua Tel.:
+380322492029

Ed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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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是⾃⾏⻋进
化的下⼀步
“电动⾃⾏⻋可以给您真诚的情感，开辟新的视野和机
遇”。.

⾏业领域
⽣态，体育，极限运动，传递。.

产品特点
ELEEK公司已经开发了电动⾃⾏⻋⻋架并申请了专利，
在此基础上，我们创建了⼀套完整的电动⾃⾏⻋。科技
进步的现代发展使我们能够在社会⽣活的各个领域使⽤
电动⾃⾏⻋，例如在地⾯⼭路上或穿着⻄装的⼤都市中
进⾏主动骑⾏。我们将向公众表明迫切需要过渡到其他
运输⽅式，以保护环境并节省资⾦。电动⾃⾏⻋只需要
最少的维护：⼀切都很简单且经过深思熟虑。⾼运动动
态性使您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速度，即在3秒内从0-60
km / h加速⾏驶，⼀次充电可⾏驶500 km。满⾜客户的
需求和各种附件，包括GPS-GSM定位系统，信号，为
便携式设备充电的5 / 12V信号。能够安装其他选件，例
如⾏李箱，披萨盒，拖⻋，⼉童座椅。.
click on the icon

MORE DETAILS

Website

Facebook

Inventor, Mr. Pavlo
Rudakevych E-mail:
eleekbikes@gmail.com Tel.:
+380673878768

EL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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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假肢⼿解决⽅案
“我们认为⼈类的⽣活能⼒被⼤⼤低估了，⼀⽣中⼈们的
寿命可以再增加两次； 我们的身体不再是极限，应该升
级。 因此，我们以确切的⻓期⽬标启动了该项⽬-对⼈
类寿命和饱和度产⽣巨⼤影响。”

⾏业领域
医学，数字健康，医疗保健，身体康复。.

产品特点
Esper Bionics开发了第⼀个可学习⽤户的假肢，并且逐
渐成为了解她的独特⼯具。 ESPER HAND是第⼀台使⽤
机器学习⽅法为每个⽤户单独开发稳定，⽅便的控制的
假肢。 它提供了直观的控制：假体可以识别⽤户所处的
情况，并可以直观地选择正确的握⼒。 此外，ESPER
HAND的独特模块化设计允许：复制⼿的形状（从⼥性⻘
少年⼿到男性篮球⼿）； 发展中国家的⽤户负担得起
（取决于不同的假体组合，每个市场的价格可能有所不
同）； 通过在家中或义肢诊所中5-10分钟内更换组件来
简化服务。
click on the icon

MORE DETAILS

Website

Facebook

PRODUCT IN THE MEDIA
Esper Bionics:
«рука допомоги» з
Украї ни

Украї нський
стартап виготовить
доступні
бі оні чні
протези

Inventor, Mr. Dmytro Gazda
E-mail:
hello@esperbionics.com Tel.:
+380669419437

Esper Bi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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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和个⼈使⽤的身份和访问管理解
决⽅案
“这个想法是基于我⾃⼰的⽤户体验⽽来的，当时我不得
不记住很多不同的密码，并且经常需要⼿动输⼊它们。
有时我的社交媒体帐户，电⼦邮件被⿊，银⾏账户中的
钱被盗。 这使我想到了如何解决此问题的想法。 ⾸先是
为了我⾃⼰。”.

⾏业领域
IT技术，⽹络安全，区块链。

产品特点
Hideez –⽹络安全公司创建了易于使⽤的，全⾯的身
份验证解决⽅案，以⽀持可靠且⽅便的数字身份和物
理访问。 该⼩⼯具整合了所有身份验证标准-密码，
两因素身份验证，数字签名，区块链签名和电⼦锁。
Hideez 密 钥 – 是 数 字 和 物 理 认 证 器 与 蓝 ⽛ 和 RFID /
NFC功能的巧妙组合。 Hideez键可免提访问PC
–⽆需密码或刷卡。 它与流⾏的现有企业基础架构解
决⽅案兼容。 Hideez解决⽅案通过减少密码丢失来提
⾼员⼯⼯作效率。 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持合规性和⻛
险缓解政策。 它们还可以防⽌身份盗⽤，⽹络钓⻥，
凭据伪造和帐户接管。
click on the icon

MORE DETAILS

Website

Linkedin

PRODUCT IN THE MEDIA
Hideez key
review – you
should not
buy it before
read this

Hideez:
Ukraine'
s
pivoting
start-up

Streamline and
secure your
life with the
Hideez Key 2,
a universal key

Inventor, Mr. Oleg
Naumenko E-mail:
on@hideez.com,

Hide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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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hideez.com
Tel.: +380672147477

Ключ ві д
і нтернету.
І сторі я
украї нського
стартапу Hideez

全球智能⼿机语⾳
⾯具
“ Hushme是⼀种个⼈声学设备，可在开放空间环境中在
电话上讲话时保护语⾳隐私并减少噪声污染”。.

⾏业领域
消费品，可穿戴设备，⽆线设备，移动配件，游戏.

产品特点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需要接听或拨打重要电话的情况，但是
我们⽆法做到这⼀点，主要是因为我们不想打扰周围的⼈，
也不想让他们打扰 窃听我们的谈话。 现在，有⼀种避免此
类麻烦的解决⽅案-Hushme。 与其他现有替代解决⽅案不
同，Hushme提供了⼀种以便捷有效的⽅式保护语⾳隐私并
减少噪声污染的可能性。 它具有三种模式：普通⽿机模
式，被动语⾳静⾳模式和主动语⾳屏蔽模式.
click on the icon

MORE DETAILS

Website

Facebook

PRODUCT IN THE MEDIA
CES 2018:
Hushme mask
lets users
make private
calls

How to keep your
chatty colleagues
quiet: Bizarre
'Darth Vader'
mask can mute
loud phone
conversations

Hushme muzzle keeps phone
calls private and drowns out your
voice with Darth Vader sound
effects

An end to
overhearing
annoying phone
calls? This
mask silences
private
conversations

Hushme's voice-masking
headset could save your
sanity

Inventor, Mr. Oleksand
Nesterenko E-mail:
info@gethushme.com Tel.:
+380504422090

Hush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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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回收材料的⽼式模拟即时摄像
机
“当我们看到⽣活中的瞬间冻结在纸上时，那真是不可思
议！”

⾏业领域
摄影，模拟快照，技术。

产品特点
Jollylook是⼀款简单的折叠式相机，⽤于模拟照⽚，完全
由再⽣纸和纸板制成。 没有电⼦设备，电池或充电器可以放⼀些纸，⼀对镜头和⼀个⽤于存放即时迷你照⽚
的墨盒。 复古设计-复古与⼀个⼩蒸汽朋克。 折叠紧凑
-⽐iPhone盒⼦⼤⼀点。 很棒的礼物-可以⽴即使⽤。
很棒的玩具-Jollylook是⼀款很棒的⼉童教学玩具。 您的
孩⼦可以拆开它，看看它是如何⼯作的。
很棒的纪念品-即使使⽤后，Jollylook在架⼦上也很漂
亮！ 娱乐-娱乐和积极的情绪。 美丽的照⽚-使⽤Instax
迷你胶⽚，您可以获得10张即时经典彩⾊或单⾊模拟独特
照⽚。 环保。
click on the icon

MORE DETAILS

Website

Faceboo

Instagram

Twitter

k

PRODUCT IN THE MEDIA
This vintagelooking cardboard
instant camera is a
hipster dream

The
Jollylook:
a
vintage style instax
ﬁlm camera
made
from cardboard

Jollyloo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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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llylook
is
the
ﬁrst
cardboard
folding
instant
ﬁlm
camera

Jollylook vintage
instant
cardboard
camera

Now on Kickstarter, this lowtech paper camera shoots
instant photos without
electricity

第⼀个交互式多触摸
桌
“我⼀直想创造出不仅独特⽽且对社会有⽤的东⻄”。.

⾏业领域
互动系统，互动技术，家具。.

产品特点
由于其耐⽤性，这是世界上可在餐厅等公共环境中使⽤
的唯⼀张桌⼦-我们的技术可以识别触控通过多达20毫⽶
的玻璃，这就是我们的桌⼦如此坚固的原因！
每个访客都可以触摸桌⼦表⾯以订购菜单项和服务，玩
游戏，并确保它是第⼀个真正起作⽤的交互式桌⼦。
click on the icon

MORE DETAILS

Website

Facebook

Linkedin

PRODUCT IN THE MEDIA
Bringing
a
new
solution to the table:
interactive technology
transforms
the
restaurant industry

Kodisoft develops
innovative, interactive
smart tables

Inventor,
Mr.
Dmytro
Kostyk
E-mail:
dk@itrestaurant.net
Tel.:
+380932394409

Kodi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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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视野-独特的双重
重型⻋辆的现代化使
⽤解决⽅案
“未来的经济是⼈与机器的共⽣。 我们的技术可帮助替代⼈
类并在特别危险的条件下挽救⽣命！”

⾏业领域
企业与⼯业，军事。

产品特点
360视觉系统由集成在头盔或屏幕中的增强现实眼镜组成，
该眼镜具有简单直观的界⾯，使⼯作⼈员能够有效地执⾏
任务。 ⻋辆外部的摄像头模块可为操作员提供360度的实时
视图。 我们⾃⼰的软件可确保重要物体的识别，数据可视
化，包括⻋辆所有系统的遥测，任务状态，⽬标，交互式
提示，单元位置。 它可以从⽆⼈机接收数据。
产品的独特性在于其模块化和可安装在任何类型的地⾯⻋
辆上的能⼒。 360视觉可根据客户的要求进⾏完全⾃定义摄像机的数量和类型，可识别对象的类型，屏幕或AR显示
解决⽅案，界⾯元素的可变性。 陆上平台现代化套件
（LPMK）-我们的军事解决⽅案 -是根据我们正在努⼒的北
约的AR标准开发的。
click on the icon

MORE DETAILS

Website

Facebook

Twitter

PRODUCT IN THE MEDIA
The seethrough
tanks are
coming

HoloLens for
tanks will
augment the
reality of war

Ukrainian military
eyes Microsoft
HoloLens for next
generation of tank
warfare

Microsoft's
HoloLens headset
will allow real tank
operators to see the
battlefield outside

CEO, Mr. Mykhailo Grechukhin
E-mail: info@limpidarmor .com
Tel.: +380960371390

Limpid Ar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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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pidarmor.com

⽆线功率传输
“空中⽆线充电是⾃主⽣态系统的关键因素，Meredot技
术正在使它成为现实。

⾏业领域
电动汽⻋，消费电⼦产品，机器⼈技术。.

产品特点
梅瑞德（Meredot）开发了下⼀代磁场成形技术，该技术
可在⻓达30厘⽶的距离内为电动汽⻋，机器⼈和消费电
⼦产品充电。 Meredot的强⼤功能和效率，⽆缝的UX确
实改变了游戏规则。 充电站可以以与电缆相同的速度集
成 到 任 何 表 ⾯ 和 充 电 设 备 中 ， 最 ⻓ 可 达 30 cm 。
Meredot团队设想了没有电缆，⽆⼈驾驶汽⻋的未来，以
及我们最终⽆法了解⼿机电池状态的时间。.

click on the icon

MORE DETAILS

Website

Facebook

Instagram

Inventor, Mr. Roman
Bysko E-mail:
io@meredot.com Tel.:
+380932951398

Mere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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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智能房屋
“ PassivDom是针对寒冷和炎热⽓候的绝对零碳排放房屋解
决⽅案； 离⽹太阳能 预制智能房屋”。“

⾏业领域
设计，建筑，3D施⼯软件，被动房屋

产品特点
IOH-房屋互联⽹。 极⾼的能源效率。 低热损失。 加热
和冷却能耗降低多达20倍。 通过添加3D打印技术⽣产的
房屋框架。 墙壁，屋顶和地下室同时印刷，房屋框架是
⼀体的，没有连接。 没有热桥。 ⾃主家庭能源管理和分
配软件。 AI驱动的预测算法。 ⾃主房屋可以⾃⾏操作，
并⾃⾏决定6个带有红外吸收和热能储存功能的玻璃窗。
99.9％的病毒和细菌防护。 医疗保健⼯程。.

MORE DETAILS

Website

Faceboo

Crunchbase

k

PRODUCT IN THE MEDIA
Startup 3D
prints smart
homes that run
off-grid on solar
power

PassivDom is a
Zombie-proof
“autonomous 3Dprinted mobile
house”

A robot can print this
$64,000 house in as few as
8 hours — take a look inside

Modern
home
in
Ukraine
by
PassivDom

PassivDom is now taking
pre- orders for totally
Autonomous 3D Printed
Houses

Ukraine ofﬁce
43/16 Velyka Vasylkivska st,
Kyiv, Ukraine, 01024
Tel.: +38(067)506-506-9
info@dom.ai

PassivDom

USA ofﬁce
250 Chism st, Reno, NV 89503
Tel. +1(415)849-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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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书信使中的聊天⼩程序可以⾃
动完成商标注册流程
“我们的全球⽬标是成为跨⼤⻄洋专利局。 来⾃任何国
家/地区的任何居⺠都可以在⼏分钟内在全球注册商
标”。.

⾏业领域
法律技术.

产品特点
这 是 世 界 上 第 ⼀ 个 在 线 提 供 商 标 注 册 服 务 的 bot 。
PatentBot是Product Hunt评选的2017年年度最佳机器
⼈。 两年多来，PatentBot已帮助在美国，欧盟和乌克
兰注册了商标。 在2019年，我们增加了中国和独联体国
家。 这是保护您的IP权利的快速，简便和廉价的⽅法.

click on the icon

MORE DETAILS

Website

Facebook

PRODUCT IN THE MEDIA
Стартап — торгова
марка — патент. Як
захистити бі знесі дею і не
розоритися

Украї нський бот –
реє стратор
торгових марок –
виходить на
ринок Є вросоюзу

CEO,
Ms.
Natalia
Vladimirova
E-mail:
me@patentbot.online
Tel.:
+380931705244

Patent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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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进的便携式迷你⼯作室
带有恒定的LED照明，可进
⾏详细的对象拍摄
“通过节省时间和⾦钱，我们可以更快，更好，更⽅便地完成
摄影师的⼯作！”“通过节省时间和⾦钱，我们可以更快，更
好，更⽅便地完成摄影师的⼯作！”

⾏业领域
便携式照相馆，物镜拍摄，专业设备。

产品特点
开箱即⽤的完全可⽤的解决⽅案。 获取场景，您可以⽴
即拍摄。 安装简单-不需要任何专业技能。 另外，它⽐
演播室设备便宜得多。 放置，节省空间-相⽐3平⽅⽶减
少了1/4平⽅⽶。 速度
-即时更改照明图。 可⻅性-当物体上的照明恒定时，您
可以⽴即看到照明图的结果。 技能-在家中，在办公室
或商店中，您都可以轻松获得⾼质量的内容，⽽⽆需任
何摄影技能。.

MORE DETAILS

Instagram

Facebook

Inventor, Mr. Iaroslav Neliubov
E-mail:
photonmodule@gmail.com Tel.:
+3809828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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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设备，让您尽享睡眠
的每⼀分钟
“⼀个⼈将三分之⼀的⽣命奉献给睡眠，因此值得使这个过
程尽可能愉快。 正确放置整个硬件部分很重要。我们已经
测试了⼏种原型和不同类型的材料以达到现在所拥有的东
⻄。”.

⾏业领域
IT技术，⽹络安全，区块链。.

产品特点
PiPillow是⼀款⾰命性的产品，可以解决许多尚未解决的
问题。 这是世界上第⼀款结合了完美睡眠所需的所有功
能的设备：从听⾳乐到跟踪睡眠阶段并为患有呼吸暂停
的⼈们提供帮助。 该设备可让您欣赏⾳乐或有声读物，
并在⼀个⼈⼊睡后⽴即停⽌播放。 PiPillow跟踪⽤户的睡
眠阶段，记录呼吸的严重程度和频率，记录其他声⾳。
早晨，同⼀个枕头可以帮助主⼈在最舒适的时刻醒来。
可以使⽤智能⼿机应⽤程序查看有关睡眠质量或可能的
健康问题的所有数据。 简单易⽤的设计，精美的外观以
及可⾃定义的选项，使其⾮常适合成⼈和⼉童使⽤。 更
重要的是，它很安全。
click on the icon

MORE DETAILS

Facebook

PRODUCT IN THE MEDIA
Ukrainian
researchers,
entrepreneurs
break the
walls in Berlin

Винахі дник
“розумної
подушки”
Олександр Шиманко
в Берлі ні став
“Молодим
і нноватором 2015
року”

Олександр Шиманко,
студент-і нноватор,
автор "розумної
подушки"

Inventor, Mr. Oleksandr Shymanko
E-mail: Oleksandr.shymanko@gmail.com
Tel.: +380669909772

PiPi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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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定义背包
“我们希望创建⼀个通⽤⼯具，以帮助⼈们使⽤背包等
⽇常⽤品在⼏秒钟内表达⾃⼰的感受和情感”。.

⾏业领域
时尚，动画，⼩部件，游戏。.

产品特点
可数字定制的背包，带有内置的可编程LED屏幕，只需
轻按⼀下智能⼿机即可更改外观。Pix的设计可以使⽤专
⽤的免费应⽤（适⽤于Android或iOS）修改。 背包由标
准移动电源供电。 使⽤20,000 mAh移动电源，LED可以
连续⼯作12⼩时。 ⽤户可以从庞⼤的像素化图像/动画/
⼩⼯具/游戏库中进⾏选择，也可以使⽤应⽤程序中包含
的编辑器创建⾃⼰的像素图。.
click on the icon

MORE DETAILS

Website

Faceboo

Instagram

k

PRODUCT IN THE MEDIA
The Pix
Backpack is
a wearable
screen for
the
hypebeast
generation

This pixel
animation
backpack has
crossover
appeal for
kids and
ravers

We have to get
our hands on Pix,
the Kickstarterfunded
animated
backpack

CEO, Ms. Margaret
Rimek E-mail:
info@pix.style,
margaret@pix.style

P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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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15612830375

Pix lets you put
electronic
images on your
smart backpack

RACCOON.RECOVERY是基于⼤
数据，ML技术和视频游戏的⽬标导
向的身体康复⼯具
“我们致⼒于通过创建技术解决⽅案来改善受伤和神经系
统疾病后⼈们的⽣活质量。 为了解决这⼀问题，我们使
⽤⼤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创建了智能设备和⾼科技软
件，并将其组合为⼀个完整的解决⽅案。.

⾏业领域
数字健康，医疗保健，身体康复。

产品特点
Raccoon.Recovery是物理修复⼯具：
•软件和硬件组件；
•机器学习的防错治疗课程；
•激发并增加重复动作的数量；
•我们收集⼤康复数据并在物理治疗中创建世界语。
我们的解决⽅案有助于⼀次治疗更多患者，并使康复中⼼的收⼊增加40％。

MORE DETAILS

Websit

Faceboo

e

k

Linkedin

Twitter

PRODUCT IN THE MEDIA
How this startup is
using machine learning
in physical rehabilitation
Episode 044 — meet
CEO Lana Malovana and
Raccoon.Recovery

Helping Hands: а goaloriented physical
rehabilitation tool based on
video gaming
Raccoon.World
rehabilitation solution for
people
with
hand
disabilities

CEO, Ms. Svitlana Malovana
E-mail: general@raccoon.world

Raccoon.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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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TONE：
便携式语⾳助⼿
“我们通过便携式语⾳助⼿帮助忙碌的专业⼈员节省时
间，提⾼⼯作效率，组织并集中精⼒”

⾏业领域
⼩⼯具，IT技术，软件

产品特点
Senstone是您佩戴的物理设备，交谈并随后以⽂本形式
出现。然后，我们使⽤AI来组织带有关键字和标签的注
释。 它可以在当今的移动世界中帮助我们的客户在上下
班通勤期间以及会议之间保持⽣产⼒。 创新的核⼼是语
⾳助⼿，使⼈们可以快速捕获重要信息。 在某些情况
下，看⼿机屏幕是不可能的，有时（例如在开⻋时）很
危险。 使⽤我们的解决⽅案，⼈们可以免提通话，剩下
的就由我们来负责。 获得专利的解决⽅案是⼩型智能连
接设备和AI驱动的软件系统的结合。.
click on the icon

MORE DETAILS

Website

Faceboo

Linkedin

k

PRODUCT IN THE MEDIA
This tiny device
can record
everything you
say and
transcribe it for
you

This wearable
can record
everything you
say — then write
it down

Senstone, il
gioiello che
trasforma la
nostra voce in
testo

Inventor, Mr. Nazar Fedorchuk
E-mail: team@senstone.io

Sen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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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乒乓球机器⼈
“ TenniRobo是世界上最紧凑，最先进的专业乒乓球机器
⼈之⼀。 对于初学者来说，这可能是第⼀步，对于任何
球员来说，这都是很好的伙伴，对于教练来说，这可能
是伟⼤的助⼿”.

⾏业领域
机器⼈，IT技术，游戏，教练.

产品特点
TenniRobo是⼀款创新的紧凑型乒乓球机器⼈，结合了
专业教练的技能和通过移动应⽤程序进⾏直观控制。 通
过蓝⽛将机器⼈连接到智能⼿机后，⽤户可以重现任何
复杂程度的逼真的，类似⼈的镜头（以及镜头的组
合）。 TenniRobo提供了专业培训所需的所有功能，但
与其他乒乓球机器⼈不同，它的体积⾮常紧凑。 它轻巧
便携，因此玩家可以将其放在背包中并带到任何地⽅。
⽽且，与⼏乎所有其他现有的机器⼈模型不同，它可以
模拟球的完全⾃然的⾏为，因此玩家始终具有⾃我完善
的空间。 它提供了⾼性价⽐的价格/功能以及竞争对⼿
没有的⼀些独特功能：对所有球参数（旋转/速度/时间/
轨迹）进⾏数字控制，通过⾃⼰的移动应⽤和红外遥控
器进⾏快速直观的蓝⽛控制.
click on the icon

MORE DETAILS

Website

Facebook

PRODUCT IN THE MEDIA
Founder Interviews:
Sergey Vasyliev of
TenniRobo

Best ping pong robots
(Reviews & Buyer's
Guide 2019)

Inventor, Mr. Sergii Vasyliev
E-mail:
tennirobo@gmail.com Tel.:
+380974290723

TenniRo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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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空⽓质量监测系统
“每个呼吸都很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您需要UBreez来“看
到”您吸⼊的空⽓”

⾏业领域
IT设备，智能设备，健康

产品特点
Ubreez是第⼀个可共享的空⽓质量监测设备，这意味着⼀
个Ubox的数据可以根据需要在尽可能多的⽤户之间共享。
这样，您可以跟踪家庭，⼯作场所和孩⼦学校的空⽓质量。
您可以知道温度，湿度，压⼒，⼆氧化碳或挥发性化学物质
（TVOC）的⽔平何时开始引起不适。 如果任何读数超出最
佳范围，则Ubreez Box会向您的UBreez应⽤发送通知。 监
视各处的空⽓成分-跟踪空⽓中的物质并始终了解其质量。
当质量不是最佳时，您会收到即时警报-提前了解并积极主
动。 提⾼⼯作和学习的效率-空⽓不⾜会影响您的健康。
减少能耗和账单-仅在必要时为房间通⻛或净化空⽓。 节省
时间和⾦钱—预防与空⽓有关的健康问题。
click on the icon

MORE DETAILS

Website

Faceboo

Instagram

k

CEO, Mr. Vova Shevchyk
E-mail: hello@ubreez.com
Tel.: +380930229123

UBre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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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EARS：独特的⾃⾏
式机械模型
正如⼈们所说，男⼈是⼤孩⼦，只有他们的玩具更昂贵。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模型不仅仅是玩具。 这些独特的模
型可以出现在那些⽤⾃⼰的双⼿组装它们的⼈的房屋中。”

⾏业领域
设计，玩具，机械模型.

产品特点
UGEARS在其模型中采⽤了许多未使⽤的创新。 例如⼀
种⾮同寻常的连接⽅法，该⽅法已被公认是⼀项独特的
发明并获得国际许可。 这些天来，我们⽣活中使⽤的隐
藏在设备内部的机械装置变得如此之细，以⾄于⼈们被
剥夺了看⻮轮运动的魔⼒的可能性。 我们引⼈注⽬的模
型是由在欧洲实验室测试过的⾼质量胶合板制成的，并
且还被批准⽤于⽣产⼉童家具。 在组装过程中，有⼀个
重要的“出⽣”时刻–当模型显示出⽣命，。 ⻮轮旋转真
的有魔⼒。.
click on the icon

MORE DETAILS

Websit

Faceboo

e

k

Instagram

Twitter

PRODUCT IN THE MEDIA
Königliche
Hochzeitskutsche

UGEARS: elaborate
self-propelled DIY
Mechanical
Models

UGEARS: Ukrainian
wooden toy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CEO, Mr. Gennady Shestak
E-mail: myugears@ugearsmodels.com

UG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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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治疗，培训和教育的虚拟
现实
“我们创建了⼀个平台带来能缓解个⼈压⼒的VR产品，然后
发布了⽤于VR业务培训的新解决⽅案，现在我们准备扩展
到新兴的市场VR培训领域。”

⾏业领域
健康，教育和健康。

产品特点
VOXBOX是⼀个⽤于VR体验的平台，可让⽤户沉浸在各
种⼼理状态中。 在“尖叫压⼒疗法”应⽤中，我们可以测
量⼀个⼈的声⾳，他的哭声带有可视空间，视空间会根
据 语 ⾳ 的 32个 参 数 ⽽ 变 化 。 在 ⾯ 向 企 业 的 培 训 产 品
STRAH-OFF中，我们创建了具有多种场景的360度视
频，⽤户可以⾃⼰做出选择并最终意识到其反应的后
果。 所有这些都是在时间压⼒的⽓氛中进⾏的，并且完
全浸⼊到情境中。.
click on the icon

MORE DETAILS

Website

Facebook

PRODUCT IN THE MEDIA
Крикни: украї нці
винайшли оригі нальний
спосі б боротьби зі
стресом

VoxBox
team
offers
virtual reality scream
therapy for stress

CEO, Mr.Yaroslav Ploshko
E-mail: info@voxbox.tech,
yaroslav@cmsgroup.holdings
Tel.: +380952701414
+19549039319

Vox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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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OSHI蓝⽛
5.0 HI-FI⽿机放⼤器
⽿朵对每个听众来说都是独特的。 我们每个⼈听到的声
⾳都不同。 如果您的眼镜上的镜⽚是根据您的个⼈视觉
量身定制的，为什么不对声⾳应⽤相同的⽅法？ 就像戴
上⼀副眼镜⼀样”。”.

⾏业领域
声⾳定制（W-Tailoring），SoundHeart（W-Heart），声
⾳感觉（A-Feeling）技术。

产品特点
完美的⽿机不存在。 所有设备都有⾃⼰的声⾳传输特
性，并且以⼀种或另⼀种⽅式使您听到的声⾳的频率失
真。 Whooshi努⼒确保所有⾳频设备上声⾳传输的最⼤
准确性。 该设备可将任何⼀对⽿机转换为⽆线设备。 适
⽤于iOS和Android的Whooshi应⽤程序可为听众创建个
⼈⾳频配置⽂件，并使声⾳适应其各⾃的听⼒特征。.
click on the icon

MORE DETAILS

Website

Faceboo

Instagram

k

PRODUCT IN THE MEDIA
WHOOSHI Bluetooth headphone ampliﬁer

CEO, Mr. Denys Popov
E-mail:
info@whooshi.me Tel.:
+380939013879

Who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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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EAM 3D⾦属印刷-⾰命性的⼯
业⾦属3D打印机
“ xBeam 3D⾦属印刷-先进的增材制造技术，其发明使
⾦属3D打印成为真正⼴泛的制造解决⽅案”.

⾏业领域
IT设备，智能设备，健康.

产品特点
独特的电⼦束枪是xBeam 3D技术和设备的关键要素，它
提供了以⾼⽣产率和合理精度⽣产多种⾦属（包括钛，
铌，不锈钢和碳钢）的复杂零件的可能性，从⽽⼤⼤减
少了 运营成本和材料损失。 也许，这是增材制造⾏业中
的第⼀项技术，⼏乎完美地契合了精益制造的概念-最⼩
的浪费和最⼤的效率。 xBeam 3D Metal Printing允许使
⽤最容易在最近的焊接⻋间使⽤的简单⾦属丝在设备上
⽣产⾼质量的⾦属组件，这些设备可以轻松地集成到现
有的制造⻋间甚⾄研发实验室中。 此外，它为开发具有
新特性的新设计和新材料提供了许多机会。.
click on the icon

MORE DETAILS

Website

Faceboo

Linkedin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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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IN THE MEDIA
«Зелений» титан —
як украї нці з
«Червоної хвилі »
впроваджують
cleantech в
металургі ї

Chervona hvilya showcases
xBeam Metal 3D Printing
System at RAPID + TCT,
Partners with TWI

CEO, Mr. Dmytro
Kovalchuk E-mail:
info@xbeam3d.com Tel.:

xBeam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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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503118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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