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企业名称（英文） 产品名称 公司介绍

1 UTPLUSINTERACTIVE Metaverse 元宇宙，虚拟世界

유티플러스 인터랙티브는 2006년에 설립된 이
래 MMORPG ‘탈리온’,
모바일 액션 RPG ‘쉐도우블러드’ 등 다양한
콘텐츠를 선보여 왔습니다.
다년간 글로벌 메타버스 환경에 대해 주목해왔
으며,
그 결실로, 사용자가 전문 지식이 없어도 자유
롭게 콘텐츠를 생성하고 공유할 수 있는
‘UCC(User Created Contents) 메타버스 플랫
폼’인 ‘디토랜드(DitoLand)’를 출시했습니
다.
'디토랜드(DitoLand)'는 언리얼 엔진을 기반으
로 구현한 메타버스로서, 더욱 진화된 ‘로블
록스 2.0’이라 할 수 있습니다.

2 AM Solutions

物联网模块–5G/LTE模块
汽车解决方案–调制解调器、TCU（远程通信控制
单元）NAD
数据设备–调制解调器、路由器、CPE、Ohter设备

基于人才和领先技术创造最好的产品。
创造充满挑战和变化的创意企业文化。

主营业务
物联网模块 – 5G/LTE 模块
汽车解决方案 – 调制解调器、TCU（远程信息处
理控制单元）、NAD
数据设备——调制解调器、路由器、CPE、其他设
备

2021全球移动通信大会（韩国企业名单）



3 FORCS 无纸化解决方案

在 KOSDAQ 上市的 FORCS 是无纸化业务的领导者
之一。FORCS 的产品之一，The Paperless
Branch e-Form 最适合处理众多客户、数百种不
同的表格和庞大的交易，就像在大银行中一样，
消除柜台上的纸质表格。
特别是对于 BFSI 部门，OZ e-Form 是“数字客
户入职”的优化工具。
有关垂直行业的各种案例研究，请访问我们的
www.forcs.com/en/company/case-studies/

FORCS希望与海外销售伙伴合作；
- 在BFSI、制造业等行业拥有良好的客户群，在
日常生活中可能会用到多种形式。

4 one's co.,ltd 健康与运动内容制作

我们的content-one的健身目前有英文、日文、德
文版本。
到 2022 年，我们的内容将以超过 15 种语言制
作，接下来将是西班牙语。
★ one's Fitness<2>也将于2023年发售。

★ 我们的内容，一个人的健身作为教育内容是
非常适合在线课程、时间和活动。
适用于学校、大学、公共组织、私营公司和个人
在保持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等方面。

-one's Fitness 是前所未有的运动视频，与世界
上现有的不同。
-它有85个动作，包括未知的特殊技巧以及如何预
防疼痛和缺陷
运动期间。
- 它是全球唯一以超过 15 种语言制作的教育内
容。
- 各种网络时代，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受益匪浅
。
”



5 CUBEBIO
生物医学，产品组合包括以尿液为基础的体外癌症
诊断设备、以血液为基础的癌症诊断试剂盒和新冠
病毒-19 PCR&RDT试剂盒。

CUBEBIO是一家韩国生物医药公司，专门从事癌症
诊断和传染病诊断IVD产品的研发。我们的产品组
合范围从基于尿液的体外癌症诊断设备到基于血
液的癌症诊断试剂盒和 COVID-19 PCR 和 RDT 试
剂盒。

7
Hanback Electronics
Co., Ltd.

IT教育用实验室设备。即生产销售物联网（IoT）
、人工智能物联网（AI IoT）、人工智能机器人、
区块链、电气、电子实习、微处理机、林贝迪系统
、FPGA等多种IT相关教育实习设备。

我们汉巴克电子专注于制造用于物联网、AioT、
基础电气/电子实验、FPGA、智能机器人、微处理
器、RFID、DSP、LED等的各种IT教育培训设备。
在该行业拥有近40年的历史，我们汉巴克电子一
直致力于为实用和系统的IT教育提供最佳工具和
设备，以帮助教授或教师更轻松、系统地教授学
生特定的IT知识。可以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使用
。

8 SK inc. C&C 数字创新，数字经济，数字工业

数字创新领军企业

我们的目标是利用数字技术通过业务创新引领数
字创新。

通过大胆的执行和速度确保数字化数据，我们旨
在加强与客户的共同成长，并寻求扩展相关业务
模式的方法。
在 SK Inc. C&C，我们基于数字化转型 (DT) 的
技术专长和对客户行业的了解，实现了客户价值
的最大化。

我们的目标是积极开拓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海外市
场，并通过开发非常规的商业模式创造新的增长
机会。凭借创新的思维和丰富的业务经验，我们
立志成为全球ICT行业的领导者



10 AppMedia Inc. 电子书

一本新的数字书。它是韩国唯一一家制造和供应
应用书的公司。
在 Covid-19 之前，我们为国内公共机构的时事
通讯制作和提供应用书。
我们制作并提供了《最高法院人民》、《教育部
梦想信》、《审计监察委员会》等报刊。

在 Covid-19 之后，对非面对面内容服务的需求
呈爆炸性增长。
由于Covid-19，2020年10月19日亚洲最大的画廊
展览“KIAF ART SEOUL 2020”取消了线下展览，
并通过一个应用程序成功完成了展览。
特别是防弹少年团RM通过本次展览购买了作品，
成为热门话题，可以听到相关消息。
因此，它逐渐扩展到展览、教育、出版和旅游。
作为教育应用程序，我们正在世界各地开展“学
习韩语”项目，并从“学习泰语韩语”开始逐步
扩展它。
2021年4月完成了对美国的首次出口，同月通过与
美国40年历史的传统雷丁镇签署谅解备忘录进行
出口。
逐步扩展到日本、泰国、越南和印度市场。
像这样，AppMedia Inc. 正在成长为一个全球品
牌，成为新电子书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11 CVT Co., Ltd. 人脸识别，智能门锁，智能家居

如果只用脸就能开门、叫电梯、甚至在食堂付
款，生活该有多顺畅和方便？CVT利用生物识别源
技术（人脸识别芯片开发、硬件设计等）开发人
脸识别解决方案。 )、深度学习、云ICT技术，自
2015年成立以来，通过科技部颁发的奖项以及与
三星、现代、松下等全球公司的合作，其技术能
力得到认可。通过 20 多年的嵌入式门禁控制/摄
像头/芯片设计专业知识和经验提供的识别解决方
案。

CVT的Face A+是一种用于门禁、考勤和自助服务
的人脸识别设备，以安全的方式简化您的日常生

13
Smartsound
Corporation

智能健康产品

Smartsound Corporation 的愿景是“拥有全球
最佳智能医疗解决方案的公司”。基于我们核心
的“声音处理技术””，我们开发了基于医疗物
联网 (IoMT) 的智能设备，结合各种可以测量人
类和宠物生命体征的传感器信号。
我们与领先的医疗专业人士合作设计和开发智能
算法，为整个家庭提供个性化的医疗保健产品。
截至目前，我们将把测量的生命信号传输到云服
务器（大数据），并提供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
的转换诊断平台服务。



14 ZICGO 智能IOT硬件产品，智能穿戴

本公司自成立以来，以可穿戴设备、物联网和手
机配件为基础，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开发，通过技
术创新和质量改进，尽最大努力让客户满意。是
。
我司推出全球首款便携式测绘键盘，并在多项政
策项目中被评选为优秀产品。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没有可以替代智能机器、可
穿戴设备和物联网设备输入的输入设备的情况
下，我们通过开发和专注于市场，开发和专注于
市场，即使是残疾人也可以使用的激励产品，我
们正在成长为一家技术创新型公司做。请放心使
用。
Zicgo 是一家小而不断思考和成长的小型公司，
为您的隐藏价值而奋斗，为人类的未来提供更好
的服务。
此外，我们还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款使用碳纳米管
的 REAL 可穿戴手套 E-glove。
由于E-glove是一款穿戴式手套，键盘、鼠标、游
戏手柄兼容，可以连接IOT、ICT、PC、Mobile、
VR、XR、AR、智能手表、Smary眼镜等多种电子产
品。可应用于游戏、医疗、教育、机器人、工程
、培训无人系统控制等各个领域。

15 Web2gether 物流，仓库，运送解决方案



16 WECANHI CO.,LTD 智能洗便池硬件

在厕所清洁方面，我们使用人工合成化学原料制
造的“马桶清洁剂”已经30多年了。但它对人体
和自然环境有害，而且马桶清洁不好，消费者在
安装、购买、使用后对产品进行处理，产生了大
量的垃圾，出现了各种问题，却没有合适的替代
品。
'Toelect是一款自动马桶电解水产品，只使用活
化剂（盐+柠檬酸）来清洁、杀菌、清洁和除臭马
桶。这是一款以韩国无与伦比的技术改变世界厕
所清洁文化的产品。
“世界上第一个基于专利注册的产品（韩国、美
国、中国）”
• 99.99% 杀菌力（包括沙门氏菌在内的 6 种细
菌）- 由国家认可的实验室测试。
• 环保100%，化学成分0%，无细菌，无污渍，无
厕所腐蚀，无损坏
• 自动将花露水改为电解水
• 自动保持马桶清洁（去除水垢和霉菌）
• 除臭 99.8% 的厕所异味
• CE、RoHS、FCC 出口认证完成
• 韩国制造



17 EFCONTROLS CO., LTD.

EFCONTROLS CO., LTD.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企业，
不仅可以提高您在家和办公室生活方式的质量、
舒适度和奢华感，还可以提高您生活方式空间的
生产力和工作能力。
 

我们的使命是内置设计系统，完美满足我们全球
客户在智能家居、智能农场或智能车辆领域的当
前和未来期望。
 

我们希望所有能够拥抱我们的使命和创新技术的
公司，都可以在智能家居、智能农场或智能汽车
领域与物联网设备的连接技术合作。

18 Tatum & AhnLab 云技术服务

19 KUNYOONG IBC CO., LTD 残疾人辅助硬件

从2001年到现在，我们公司一直在研究、开发和

制造老年人和残疾人日常生活所需的康复辅助设

备，不仅在韩国而丐在国外都得到了高度认可。

我们开发和制造的领域可分为听力、视力和发育
障碍。

在听力障碍产品方面，我们生产结合了无线信号

气流、现有听力功能和智能无线听力功能的语音

放大器。

盲人产品生产可穿戴盲文键盘和伸缩式白手杖。

我们已经为残疾人生产了 POS，可以销售聋人和

发育障碍者，目前正在为聋人和听力障碍者开发

可穿戴通信设备。



20 inDJ
基于人工智能的音乐推荐广播流媒体系统分析用户
TPO（时间、地点、场合）和情感以进行定制。

1. 基于人工智能的音乐推荐广播流媒体系统分析
用户TPO（时间、地点、场合）和情感以进行定制
。
 - 它是一种平台服务，使用从智能手表和智能手
机等个人设备收集的数据，通过上下文感知来建
议音乐、广播频道和广播。
 - 按歌词和音乐特征（包括旋律、乐器、节奏和
流派）对音乐进行分类，以匹配用户的情感。通
过分析 TPO 和最近播放的音乐来学习用户的情绪
模式来推荐内容。
2. 启动服务
 - 苹果应用商店(IOS) / 11.26。 2020年启动服
务
 - Google Play 商店（Android）/ 12.11。
2020年启动服务
3. 近期成果
 - 2019~2021年招商引资，5次（$863,000）
 - 2019年6月与韩国版权协会签约（3M歌曲）
 - 2021 年 5 月，在 App Store 中获得第一
名，在 Play 商店中获得第三名

21 AI-harmony



22 LOCKIN COMPANY 移动应用安全解决方案

LIAPP是Lockin公司推出的一款移动应用安全解决
方案，LIAPP通过应用保护器技术和Anti-Hacking
Solution功能进行混淆和加密来保护应用程序的
重要源代码。
 基于SaaS的LIAPP混淆了源头，使得基于SaaS的
解码变得困难。凭借我们的专利技术，它通过源
代码加密和许多安全功能从根本上防止了移动应
用程序黑客攻击。 LIAPP 与现有解决方案之间的
主要区别在于，LIAPP 非常容易和快速应用并提
供最高的安全性，而现有解决方案仅提供混淆或
有限的功能。
 用SaaS模式服务LIAPP需要复杂的技术，因为它
在编译完成后重新分析完整的二进制文件后应用
保护代码。
由于用户除了在我们的网站上上传他们的应用程
序之外不需要做任何其他事情，它最大限度地方
便了用户。
与将基于中间语言的源代码混淆为开发人员工具
中的插件的现有方法相比，这是一种更高的技术
解决方案。
 LIAPP 不仅在应用程序运行时保护应用程序，而
且在应用程序未在待机状态下运行时保护应用程
序，这增强了应用程序的安全性。 LIAPP 最大限
度地减少了应用程序运行速度和文件大小的增
加，并且不影响任何原始应用程序的性能。此
外，LIAPP 还获得了韩国电信技术协会颁发的 1
级优秀软件 (GS) 证书，保证了其信誉。
通过简单的支付和直观的UI应用申请应用保护，
LIAPP是一款用户便利性高的产品，并通过以下功
能阻止了所有可能的黑客入侵途径。

25 MediciE&S 教育科技解决方案

26 neowine
IOT安全芯片解决方案（防止拷贝，加解密，语音
加密）



27 CUBOX AI人脸识别，指纹识别

29 12CM 智能印章（连锁店，网红店等）

12CM 是一家韩国初创公司，提供使用 Echoss
Stamp 的服务。我们为公司提供最广泛的可能性
来创建交互式体验，从而推动客户对移动设备的
参与度达到新的水平。我们在全球设立了 6 家子
公司/合资公司，我们的全球办事处设在新加坡。
目前与 128 家不同的公司合作，提供创新的移动
营销和商务服务。

30 HANTEOGLOBAL, Inc. 音乐大数据AI服务（全球K-pop和K-culture等）

一家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音乐行业增加价值
的公司！

Hanteo Global, Inc. 是韩国音乐和文化产业的
基础，并将这种经验和技术扩展到全球音乐和文
化产业。我们通过 K-pop 和 K-culture 以及全
球音乐市场的各种平台业务扩展到良性循环。

我们的服务包括“HANTEO CHART”，世界上唯一
的基于POS、API和GPS技术的实时图表，“HANTEO
NEWS”，K-pop首个AI机器人新闻新闻，“
Whosfan”，全球K -采用区块链投票技术的流行
粉丝平台、基于丰富K文化内容的韩语教育平台“
Whosfan Edu”、全球首个24小时K-pop新闻频道
“Whosfan News”和“音乐大数据分析”（
MBA），一个基于大数据的 K-pop 分析平台。

凭借这些服务和技术，Hanteo Global 推动了全
球民族音乐产业的发展，并成为全球音乐家的密
切增长合作伙伴。



31 HEYSTARS 韩语教育平台

Heystars 是一款面向全球的韩语教育应用，其初
衷是为了改善韩语教育行业内容的恶劣环境，并
提供更好的教育体验。
作为向用户提供差异化 教育内容的可靠服务，我

们正在引领韩国语教育行业的转型。

32 datamaker Co. 大数据综合解决方案

datamaker以最好的技术和质量推进人工智能
（AI）时代！
人工智能发展的完成在于数据的数量和质量。随
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所需的数据标准也
在不断提高。 datamaker 是一家数据标注公司，
成立于 2018 年 10 月，在韩国和加纳运营数据
实验室。
我们以最好的技术和完美的质量为基础，保证为
客户提供最大量的高质量数据。以信任为基础，
我们将成为不仅在韩国而且在世界上屹立不倒的
公司。

33 Spiceware 数据迁移保护解决方案

Spiceware 成立于 2017 年，是一家科技初创公
司，为迁移到云的企业提供云原生 PII 保护服务
。 Spiceware 安全地保护金融、公共、电信和医
疗保健行业的企业运营的所有数据。

34 WOORI NAVIGATION 飞机导航和卫星通信设备



37 NETAND Co., Ltd. 数据管理安全解决方案

NETAND 成立的目的是在网络和人类之间架起一座
桥梁——在日益复杂的 IT 基础设施和日益增加
的安全问题中实现更安全、更高效的系统管理。
内部威胁占全球所有黑客事件的 85%，并占据了
大部分用于消除其对公司造成的伤害的成本。随
着人为错误导致的安全问题增加，我们创建了
HIWARE 特权访问管理和 HIWARE 身份管理解决方
案，为您提供最佳安全性，您甚至可以保护自己
免受员工、合作伙伴或其他业务相关合作伙伴的
侵害。
自 2007 年成立以来，我们不断投资于为快节奏
环境中的单一 IT 管理解决方案创建最新最好的
技术。我们对研发的持续奉献以及与来自不同行
业的各种客户的合作经验帮助我们成为拥有最佳
解决方案和技术的行业领导者。我们的工程师和
研究人员继续致力于为您的安全需求提供更安全
、更出色的解决方案。
我们在韩国 IT 安全史上开辟了一条新路——我
们将继续朝着我们在网络和人的十字路口工作的
愿景而努力。我们希望继续作为 IT 管理解决方
案的领导者，并希望您加入我们的旅程。

39
OSI Microwave
Technology

超高频RF同轴电缆接头

OSI 制造射频无源高频微波电缆组件和连接器，
覆盖高达 67GHz 的频率，用于各种应用中的 5G
测试。我们是专门的微波电缆组件制造商，专注
于低损耗和稳定性，这是精密测试和测量应用的
关键因素。

40  soynet 人工智能模型服务



41 OpusM 区块链解决方案

42 HWALIP & XTDRONE 无人机应用解决方案

43 VR Travel 地理VR, 航空VR，建筑VR解决方案

44 FacePhi APAC 数字登录，认证解决方案

我们是用户身份验证技术领域的领先公司，专注
于数字入职和生物识别解决方案。作为一家全球
性公司，我们的技术每天有超过 3900 万用户。

促进生物识别技术以改善客户体验和尊重个人数
据隐私权是我们的标志。

45 BOXCON
智能工厂解决方案
物联网平台技术
刀具管理系统

46 INTELLECTUS AI解决方案，数据分析解决方案

47 AIMBROAD INC. 足球AI分析解决方案

AimBroad 是一家实时足球 AI 云公司。我们通过
AI 云为全球球迷和广播服务提供商轻松快速地提
供可口的实时 AI 数字娱乐内容。我们的足球 AI
可以分析和评估职业足球比赛和玩家实时。
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要归功于我们不断扩展的
数据库，其中包含 5,000 多场比赛（并且还在不
断增加）和数据架构，可以在球队和球员进行现
场比赛时每秒进行比较。

http://www.hwalip.com/


48 AIBRAIN INC 基于人工智能开发提高智力解决方案

AIBRAIN INC 是一家通过 AI 增强人类智能的全
球科技初创公司

1. AIBRAIN INC在过去的10年里在全球拥有超过4
个办事处，拥有来自全球8个不同国家的全职工作
人才。
-> AIBRAIN INC 作为全球 AI 解决方案/教育提
供商，追求持续创新，随着我们在亚太地区、欧
洲和北美的业务，我们期待将 AI 带给更广泛的
受众。

2. AIBRAIN INC 重视全球网络和合作伙伴关系
-> AIBRAIN INC 自 2013 年起作为成员公司积极
参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斯坦福计算机论坛。 事实
上，我们经常被公认为与 Google 和 Apple 等
Big Tech 并列的顶级 AI 公司之一。

网站
aibrain.com/

AIBRAIN 美国办事处
-3000 El Camino Real Bldg 4, Suite 200
Palo Alto, CA 94306

AIBRAIN 亚太办事处
-511 首尔国立大学计算机技术学院, 1 Gwanak-
ro, Gwanak-gu, Seoul, Korea 08826

AIBRAIN中国办公室
-中国深圳市罗湖市深南东路5002号地王广场55楼
5541单元



49 ATLab Inc. 视力受损者老年人辅助技术解决方案

作为韩国唯一一家为视障人士和老年人提供辅助
技术解决方案的科技公司，它拥有屏幕阅读器，
辅助技术的核心技术（ShinePlus）：它在全球有
26种语言版本。

共获得13项国内外专利
2017年外商投资企业，
入选2017首尔创业中心Post-Bi企业
2016 首尔产业振兴公社 (SBA)，首尔市政府支援
2018年与韩国盲人协会的谅解备忘录
2015 韩国应用大奖特别奖
2015年全球移动视觉创新奖
2013 创业大奖（创业振兴机构）
2014 SK Telecom Bravo 开始！被评为优秀科技
企业
2014 SK Telecom/AT Lab 相互协议
2015 Social Venture Partners Seoul (SVP-S)
协议



50
35 VISION GONGYU
Co.,Ltd.

ESP 解决方案，永久价值变更算法全球服务

【UNICORNZ ICT ESP 解决方案！永久价值变更算
法全球服务】

所有产品都像库存一样出售！

提供限量版策略。

2020 06 04 专利取得韩国

与 SAP Bahrain 合作开发联合创新项目。

EDB巴林经济发展合同预定！

[1] 增加公司利润的影响。 B2B SAP

[2] 最大化加速增长和 50% 的捐赠。

[3] 基本奇点和诺贝尔奖！

图片拍卖和重新定义股票市场系统。
专利在每个销售点重置剩余数量的价值。

应用于绝对时间的受专利保护的解决方案会导致
价值发生变化并产生以前不存在的销售额。

这个范式可以包含所有品牌！

基于销售速度的流动性杠杆。 & 捐赠。

基于一个月 100%~300% [+α ]



51 Ace Edu K-POP 英语的教育

ACE EDU 是一家生产 K-POP 英语的教育科技公司
。我们制作教育性 K-POP 音乐视频。我们的内容
包含母语教师教授的音乐视频的 MV、mp3 文件、
电子书和视频课程。科目是基础模式英语、伟人
传、科学和社会研究。

52 gnsmobileance.co.ltd
露营电子设备 便携式野营卫星自动追踪天线及可
装备在休闲车辆上的车辆用POP UP卫星自动追踪天
线系统产品

GS Mobileance Co., Ltd.是2016年在大邱特区
成立的一家研究所公司。
我们的主要业务项目是制造和销售可用于露营和
休闲活动的便携式野营卫星自动跟踪天线，以及
可安装在休闲车上的用于车辆的POP UP卫星自动
跟踪天线系统产品。
作为主要出口国，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往英国、欧
洲、中东，并拥有CE/FCC海外出口标准认证。

53 TAGby Company 社交媒体的营销解决方案

TAGby 是由数据分析驱动的影响者营销的多合一
应用程序。使用 TAGby，任何营销人员都可以自
己操作基于社交媒体的营销活动。 TAGby 提供完
善的数据分析和操作工具。可用的国家包括韩国
和泰国。 TAgby 也是 Facebook 在韩国仅有的两
个官方网红合作伙伴之一。

54 linkoptics 医疗器械和美容器械

成立于2004年5月，是一家有17年历史的制造企
业，主要生产医疗器械和美容器械，是一家高新
技术企业（第145号）。
我们将通过各种临床试验，例如使用人工光源
（激光或 LED）的诊断和治疗、压疮治疗、Y 区
护理、疼痛和白癜风，为医疗器械的国产化和光
融合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55
HWAJOO LAUNDRY
MACHINE ENGINEERING
CO.

工业洗衣机、烘干机

为21世纪创造新的愿景。

我们要以创新精神创造新的企业文化，引领未来

新方向，以新的愿景和价值践行21世纪新时代的

伟大激情和价值观。

保留技术

韩国测试实验室工业洗衣机、干衣机电磁适当注

册完成

56
CHOISTECHNOLOGY CO.,
LTD.

无线、传感器、IoMT、无线医疗

ChoisTechnology Co., Ltd. 是物联网领域的专
业公司。
自 2002 年推出世界第一台无线演示器以来，我
们一直保持在韩国市场的领先地位。
我们在 2012 年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智能手机演
示器 X-pointer Mobile，
这意味着我们再次进行了创新。
从 2014 年开始，我们一直在研究用于医疗和运
动的智能医疗保健。
此外，我们将在未来成为全球领先的无线传感器
接口公司。

57 VOAS Tech 数码笔刷

VOAS Tech成立于2018年，以通过科技与人的融合
创造美好社会为价值，开发和销售天然矿物化妆
品、头皮专卖店产品和个人头皮护理设备。尤其
是便携式家用头皮仪包括微电流功能，在最热门
的头皮护理店中最受欢迎，因此客户满意度高。



58 SILSTAR 数据处理

在韩国，SILSTAR 成立于 2012 年。自成立以
来，SILSTAR 一直致力于开发各种小工具、美容
和保健行业的新产品。

我们以技术和人才为基础的研发团队不断向市场
推出行业领先的环保、无动物试验、无毒产品。

2015年，SILSTAR首次在韩国推出数字画笔。 “
Butouch”是SILSTAR 数字画笔的领先品牌之一。

之后，“Butouch Professional”于2018年推
出，面向对数字艺术非常感兴趣的专业用户使用
Galaxy Tap和IPAD等导电触摸屏设备。

59 Tictag korea 数据标记

Tictag 允许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团队利用我们的
众包 Taggers 社区以高效且可扩展的方式训练和
标记他们的数据集——同时做得很好。

人类数据标记仍然是有能力的 AI 模型的黄金标
准。我们的平台使您能够利用人群的力量更有效
地标记您的数据集。

Tictag 是个人和公司与数据交互的最佳方式。通
过我们开创性的众包移动应用程序，我们为所有
企业和行业提供高质量的标记数据集。

60 Raon Software 基于AI 屏蔽不良内容及广告解决方案



61 VIRNECT
能源/资源,炼油厂/石化/电池
汽车/零部件,航空/铁路,EPC等解决方案

62 SUHYUNTECH 智能耳机

63 Luple 智能光疗便携式产品

由于最近的大流行或元界等社会变化，室内生活
的比例有所增加，与个人生物昼夜节律不匹配的
光线会导致各种个人和社会问题。 LUPLE 的愿景
是通过根据客户需求和生活方式提供定制解决方
案来解决睡眠障碍的根本问题。在 LUPLE，我们
专注于解决睡眠问题的新方法，并帮助因大流行
期间长时间待在室内而缺乏阳光的人们。 “Olly
”是 2021 年 CES 创新奖的获得者。 LUPLE 继
续开发更先进的设备和解决方案，以适应人工智
能、物联网和大数据领域的最先进技术。

64
OHSUNG Electronics
Co., Ltd.

智能家居解决方案

OHSUNG Electronics 提供电子和 IT 设备的控
制器。

公司与全球领先企业建立B2B关系，拥有全球生产
线和全球网络。
作为一家拥有高科技和优秀人力资源的公司，
OHSUNG Electronics 不断增强其 Q.C.D（质量
、成本和交付）能力，以提供最佳服务。



65 SEIL CO.,LTD
痛治疗仪、鼻炎治疗仪、视力矫正仪、骨关节炎治
疗仪、丰胸器等个人医疗器械

SEIL Co., Ltd. 是一家出口家用电器、美容设备
和家用医疗设备的贸易公司。
有经痛治疗仪、鼻炎治疗仪、视力矫正仪、骨关
节炎治疗仪、丰胸器等个人医疗器械，以及Aqua
Peel、Plasma等美容仪器，配备一体式梳妆台带
梳妆台功能。

66
Hanse Solutions
Co.,Ltd.

cctv, vdp, 对讲机, 数字门锁, 智能家居, 可视
门电话, 对讲机

HANSE Solutions Co.,Ltd 一直是韩国领先的监
控产品制造商之一。
我们拥有自己的工厂和研发团队进行产品生产和
开发，以便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当然，我
们可以为我们的客户支持 ODM/OEM。

我们还供应 HYUNDAI HT 品牌的产品以及我们的
HANSE 监控产品。
HYUNDAI 和我们签订了他们产品的销售合同，因
此我们可以专门向客户供应他们的产品。

67 BLUFEEL

解决在红海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的不便。我们创造
了一种进化的蓝海感觉。

BLUEFEEL 是一家从三星电子内部合资企业分拆出
来的初创公司，旨在通过令人耳目一新的解决已
经熟悉的 RED OCEAN 产品的不便，提供全新的家
电体验。

我们是一家以我们独特的理念和技术规划和开发
产品，设计、制造销售和营销的一站式公司。



68 VITSRO 美容仪、LED面罩

2020年，母公司VITSRO的LED照明工程师和护肤专
家经过多年深入研发，韩国LED美容仪品牌L.ma面
世。基于“创造美丽价值”的企业理念生产用灯
光，”L.ma 很高兴向全世界展示我们最先进的
LED 面罩。
L.ma 不仅限于提供 LED 美容产品，而是通过持
续的光波长研究积累了无与伦比的技术。我们通
过严格的产品安全测试建立了我们的可靠性。

凭借卓越的技术，L.ma有信心满足客户对美丽价
值的追求。我们将向您展示如何使用我们的真灯
进行安全和健康的改变。 L.ma，一种由光制成的
价值，将伴随您的皮肤重塑之旅。

69 BNSoft, Inc.
消费品、家居用品、紫外线消毒器、紫外线消毒器
、牙刷消毒器

BNSoft Inc. 以开发 LG 电子的系统平台 PDK 为
起点，稳步扩大其业务。连同软件部分，它的
idam div。正在开发UV生活产品，引领韩国UV市
场。在 ULTRAWAVE 品牌名称下，我们代表最小单
位杀菌、极简设计、无线使用、可靠耐用。



70 ACE EDU 教育技术解决方案

Ace Edu 凭借其使用 K-pop 的非面对面教育内容
技术获得了韩国政府颁发的优秀技术技能证书。
自2012年以来，公司开发了名为“Rap Tong”
（用rap背诵的教科书）的创新教育内容，并在韩
国获得了数万名付费会员，目前正在以全球品牌
“ “韩流英语”。
最近，我们为五岁以上的孩子和学生制作了K-pop
音乐视频，并在全球申请了PCT专利，并在AI平台
上为孩子们提供了定制的混音音乐视频，这是我
们成为Netflix的愿景教育部门。

71 PURIUM 空气质量管理服务的综合解决方案
Purium是智能物联网Air平台和室内空气质量管理
服务的综合提供商，专注于人工智能智能安全防
御门产品。

72 JoyFun AR/VR/MR,健身智能解决方案 使用人工智能的基于混合现实的健身教练内容

73 EXTRIPLE 实时通信和远程便利系统
MetaVu Remote 是一个基于扩展的实时通信和远
程便利系统。

74
Woongjin Thinkbig
Co., Ltd.

AR教育科技
孩子们可以通过平板电脑、应用程序和特殊的书
架享受纸质书的AR内容。

75 NDS Solution 数字标牌，新媒体
数字信号CMS SW Q-Sign和交互式触摸应用程序创
作SW Q Wayfinder（带面部识别和语音识别API）



76 AroundEffect AR冒险游戏 用我的手帮助角色的AR治愈冒险游戏

77 CELLBIG VR/AR游戏

我们结合微小的细胞来创造大的内容。我们是
CELLBIG。
CELLBIG 总是“超前”思考。我们以挑战技术创
新的精神和以客户为中心的创造性思维，创造独
特的价值，引领进入“下一个时代”。
CELLBIG在规划和制作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
面向未来的内容的同时，正在根据客户需求和市
场变化创造CELLBIG独特的新价值。
特别是，我们的企业内容研究实验室对下一代内
容进行了持续的研发工作，这些内容将利用各种
创新技术，包括增强现实、人工智能和全息图，
引领下一代。

78
VICTORIA PRODUCTIONS
KOREA

AR教育科技

Victoria Production 作为一家 AR/VR/MR 公
司，通过不断研发创新技术，同时出版儿童英文
书籍和开发相关 XR 软件，成为 XR 行业的领导
者。



79 Visang Education VR、AR、MR、教育科技。

维桑教育成立于 1998 年，一直在朝着其未来的教

育愿景迈出有意义的一步。公司通过不断创新、

新尝试，开发优质的教育内容，不遗余力地打造

更好的教科书、学习辅助工具和学习系统。通过

这些努力，维桑教育成长为维桑教育内容全面的

顶级教育提供商环保印刷公司 Terabooks 的教育教

科书和学习辅助工具、在线教育、教育评估、数

字业务和教师/家长培训。现在，在迈出前几步之

后，维桑教育已准备好向更大的世界腾飞。过去

几年，公司一直从面向未来的角度为即将重组的

教育市场做准备。基于我们的成果，我们将构建

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学习环境和让学生快乐学

习的教育环境，帮助学生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成

长为有梦想、有创造力、融合导向的丏业人士。

我们将努力为即将到来的融合时代树立全球教育

的榜样。



80 LUXROBO Co., Ltd. 编码教育

编码教育领袖LUXROBO’
LUXROBO 成功吸引投资，因为其增长潜力得到认
可。它已经成长为一家全球公认的机器人教育技
术公司。 LUXROBO 的智能模块 MODI 是第四次工
业革命中可以提供创意软件教育的最具创新性的
产品。

有关我们和 MODI 的更多信息，请通过以下社交
媒体联系我们：
Facebook
www.facebook.com/luxrobo.global

Instagram
www.instagram.com/luxrobo.global

YouTube
www.youtube.com/c/Luxrobo

81 HelloFactory 智能通信服务

HelloFactory 是基于物联网的通信平台服务初创
公司。通过我们的蓝牙（BLE）技术，我们为线下
业务的智能通信做出了贡献。通过不断开发物联
网设备产品和基于云的平台，我们推出了各种产
品，例如如“HelloBell”、“HelloClick”。我
们设想一个系统，通过我们的产品实现更智能、
更高效的通信。



82 KSEEK 广播制作的制作公司

KEEK Co., Ltd. 是一家科技创业公司和独立广播
公司
研究未来双向广播制作的制作公司
多年的技术。我们拥有安全的交互平台技术
有 100 万人参与调查、投票、测验等活动，
和通过智能手机的游戏。通过智能手机的参与
用户，我们也创造了集体智慧，制作了扬子香
广播内容。
我还与韩国主要广播公司 KBS、EBS、JTBC 和
Talent 合作
电视。最多108人可以参与非面对面视频
KSEEK Co., Ltd. 的参与功能在单个显示器上。
用户可以
从他们的手机下载“ThankAge”应用程序并参与
活动，作为
以及实时了解您的答案。

83 J2C 虹膜识别设备、光学元件和S/W。
J2C以实惠的价格提供安全、准确的虹膜识别设
备，并利用其专利技术开发各种虹膜识别设备、
光学元件和S/W。

84 OLIMPLANET 虚拟3D空间解决方案

OLIM PLANET提供基于沉浸式技术的虚拟3D空间解
决方案，以全新的客户体验和价值引领下一个沉
浸式未来。
OLIM PLANET 的主要目标市场按房地产分类，
MICE（展览），以及为数字化转型提供基于沉浸
式技术的虚拟展厅的商务。
我们的竞争优势是编辑解决方案和基于云的服务
器基础设施，称为查看器，用于在网络/移动设备
上流式传输沉浸式 3D 内容。



85 I-ON Communciations

软件，离子通信，离子，数据公司，数据，大数

据，saas，非结构化日期，数据管理，dxp，体育

科技，能源，电子签名，츤

自 1999 年成立以来，I-ON Communications 一
直提供企业级非结构化数据管理解决方案和服务
。 在全球拥有 1,600 多个客户和合作伙伴，我
们在数字体验平台、体育科技、能源 ICT、电子
签名和联系人管理正在提升 I-ON 品牌的全球知
名度。

86 SPACE AD.,Ltd 虚拟现实、身临其境、多方位的洞穴系统
基于虚拟现实的沉浸式灾害安全内容
BIM（建筑信息模型）

87 SmartDiagnosis 视线追踪及脸部识别解决方案

世界首创的自动生命体征提取算法（API/SDK）通
过分析
人眼使用 RGB 摄像头
- 在使用智能设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
本电脑等）时，生命体征是
收集并存储在我们的云 (AWS) 服务器中
- 无需使用任何额外设备，我们从普通 RGB 摄像
头获取生命体征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等设备。因
此，用户不需要

89 LILLYCOVER.Co., Ltd. 美容护肤电子产品

美容科技初创公司 Lillycover 旨在打造个性化
的护肤服务，为每个人提供合适的成分。为了做
到这一点，我们创建了一个名为 MUILLI & Smart
制造系统的便携式设备，用于皮肤诊断和血浆管
理，称为 ENIMA。 ENIMA 是一种计算机化的、亭
式的、精简的智能工厂系统，它通过从智能手机
或皮肤诊断设备、计算机集线器和自动化生产设
备收集数据来生产定制或个性化的化妆品。



90 BlueDawn 金融服务

Blue Channel Platform（BCP）是一种代理银行
服务，克服空间限制和某些地区缺乏金融/银行基
础设施的问题，随时随地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
BCP利用我公司Pin APP Platform的Client技术
。

91 Payperse 移动支付服务进行优化的数据业务平台

PayPerse提供针对二维码移动支付优化的支付大
数据业务解决方案。
PayPerse 是一个针对基于二维码的移动支付服务
进行优化的数据业务平台。
业务平台由以下解决方案组成：
- 商家的移动POS应用程序
- 面向消费者的移动钱包应用程序
- 移动支付服务商数据业务平台

92 Toy’s Myth IOT综合解决方案

Toy's Myth 为构建基于物联网的产品和服务提供
整体物联网解决方案，作为物联网和大数据分析
的专业公司，拥有与英特尔共同开发的经验，玩
具的神话开发了自己的物联网平台和解决方案，
并擅长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线下大数
据，提供TARS（交通分析与报告解决方案）、智
慧城市、智慧MICE、智慧净化、智慧零售等解决
方案。
Toy's Myth 能够使用各种传感器和执行器定制
IoT 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已应用于自动化项
目，例如水和土壤净化业务。我们的目标是将世
界连接在一起，为现实中的人类生活提供更好的
安全和便利。
我们公司将成为分析线下信息数字化数据的场
所，为所有需要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做准备的个人
和企业提供战略分析和建议。



93 Coconut Silo 货物运输经纪平台

货物运输经纪平台，匹配希望使用移动应用程序/

网络将国内货物运输到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市场
和陆上国际货物的托运人和借款人

94 INNORULES 数字决策管理器
INNORULES 的 DDM（数字决策管理器）为业务规
则管理提供最佳解决方案，以满足您的需求。

95 UTOVILLE 智能小区生活管理平台
一个提升住户生活品质，最大限度提高公寓管理
人员工作效率的住宅生活管理平台。

96 Unidocs PDF解决方案提供商

Unidocs是Kroea排名第一的PDF解决方案提供商，
基于PDF技术和过去20年的开发经验，开发了电子
文档的请求、提交和发布系统，电子文档的法律
证据安全保护技术，以及电子文档长期保存处理
的支撑技术。

98 Wizschool AI创作的软件教育平台
全球创业引领软件创作普及软件
教育服务和平台。

99 FRG Korea AR、AI等前沿ICT技术的沉浸式体验教育

FRG是一家初创公司，但在教育创新领域有实力，
以面向未来的课堂为目标，同时提供机器人、AR
、AI等前沿ICT技术的沉浸式体验。在教育科技领
域，FRG与SK Telecom作为战略合作伙伴，拓展全
球市场。



100 AKA AI 编程教育

AKA 开发和销售人工智能对话引擎“缪斯”和教
育社会
配备它的机器人“Musio”。 Muse 是我们内部开
发的 AI 引擎，它可以
作为 API 应用于所有需要 AI Conversation 的
行业。此外，它还可以
还分析用户的状态并将其显示为图表以及评估英
语
每个用户的熟练程度与各种英语教育功能，
公司长期发展。
“Musio”，一个基于引擎“Muse”的深度学习社
交机器人，提供英语
适合日益增长的需求的教育和编程教育
第四次工业革命。当连接到像电脑鼠标一样的设
备 Sophy 时，
学生可以通过扫描一个特定的
设计的教科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AKA 正在逐
步扩大
通过与广受欢迎的教育公司签订的合同可获得教
育内容
在我们的主要市场，如牛津阅读树、剑桥、学研
和 ALC。

101 AIDOT 基于人工智能的子宫颈癌远程诊断系统
医疗 ICT 专业公司，开发基于人工智能的宫颈癌

远程读出系统“Cerviray AI”



102 SmartdongSchool 个人社会成长教育平台

DoteTimer具有工具和解决方案的功能，可以让用
户长期提高时间管理能力。即使对于时间管理能
力不足的人，我们也为他们提供自动记录系统，
让他们自我弥补.
对于世界各地的学生或拥有专业知识的人来说，
时间管理是最困难的挑战。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时代，我们一直在考虑如
何帮助人们在没有任何干扰因素的情况下有效地
管理他们的时间。最后，我们开发了一个“宠爱
计时器应用程序”。

103 Sharebox VR/AR、MR、XR
Sharebox 创建以教育和文化为导向的内容，并开
发最能展示这些内容的媒体。

104 Minglecon 教育服务
Minglecon 提供融合游戏化服务，通过移动、应
用程序、动手工具、STEAM 机器人、AI 机器人等
技术提高人工智能基础、计算思维。

105 lululab
基于AI和大数据分析皮肤，推荐最佳化妆品的加爵
方案

lululab 是三星电子 C-Lab 的衍生产品，正在开
发一种解决方案，可以分析整个面部皮肤，并使
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向每位客户推荐最佳化
妆品。
lululab 因其在使用基于人工智能的皮肤数据方
面的价值而得到认可，成为全球最大 IT 展览会
CES 的发言人，并连续三年获得 CES 创新奖。
Minglecon 提供融合游戏化服务，通过移动、应
用程序、动手工具、STEAM 机器人、AI 机器人等
技术提高人工智能基础、计算思维。



106 Letsee Web AR SDK

Letsee 团队提供基于 WebAR 技术的增强现实解
决方案。Letsee WebAR 开发套件利用网络生态系
统，一个开放的内容平台，它可以及时推进无限
的内容，让用户无需单独的应用程序即可查看网
络 AR 体验。安装在他们的设备上。
公司与韩国主要公司合作，并为三星电子、LG 电
子、现代汽车和 KEB 银行开发了解决方案。

107 Ducogen 智能虚拟现实（VR）在虚拟/增强现实

Ducogen Co., Ltd. 是一家韩国-丹麦合资企业，
Kinect Motion 互动内容开发、Room VR 原型开
发、Creative Science Math 内容开发、GP VR
服务 STORYMAKER 版平台开发、智能虚拟现实
(VR) 职业体验内容开发、功能性在内容服务规划
开发等虚拟/增强现实领域拥有多项项目开发成果
。
信息与通信_广电研发业务、未来行业领先技术开
发业务、创意产业未来增长引擎业务、科技人文
融合研究示范 还拥有多项与沉浸式体验式教育内
容业务等相关的研发成果。

110 KEVoting 电子投票解决方案

经过验证的电子投票技术韩国电子投票服务
kevoting

它是一个应用电子投票技术的在线投票系统，已

被1600万人验证，包括无与伦比的技术、相关丏

利、数字选票验证、完美的秘密投票、防止经理

腐败和选民自我验证技术。



114 DeltaX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NLP、机器翻译、目标检测、
音频/视频合成和自动驾驶）

Delta X 拥有多项下一代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正
在专注于研发，成为韩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

目前，我们专注于基于计算机视觉的高尔夫球车
自动驾驶研究、深度造假和裸体检测技术。
尤其是 Delta X 的研究所，正专注于开发基于
SSL 的超轻/硬件无关的 deepfake 检测算法。

这种由 Delta X 开发的模型可以比现有算法更有
效、更快地验证真实性并阻止不适当内容的传输
、发布和共享。

116 NTUM NETWORKS 在线安全、在线分发

117 Ouster LiDAR 激光雷达（OUSTER），移动测绘

118 YHDatabase co.,ltd. 金融安全SW解决方案

YH数据库有限公司建立了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
的金融数据安全解决方案、公共信息化业务、安
全解决方案、软件开发、B2C内容开发等。
是一家在各个领域扩展服务的软件专业IT公司。

119 SyncTechno Inc. 智能海事

Make Vision R&D 公共警报的力量 〉数据市场
〉自主船舶 〉先行者产品软件认证工具 〉无人
驾驶汽车 〉市场领导者 将我们的动力、专业知
识、经验和同步作为基本价值来源。

120 TheCheat 反诈骗解决方案

121 POINBLACK 教育技术，在线校园解决方案

122 RAZEN 人工智能，面部识别，动作识别，语音识别

123 SammaICT
AI人脸识别（蓝色365）、CCTV（监控摄像头）、
安全解决方案、交通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