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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HKAI LAB

网站 www.hongkongai.org

HKAI LAB 是一个非牟利平台，由阿里巴巴香港创业者基金（AHKEF）与

商汤科技（ SenseTime）携手合作投资，并获得香港科技园公司

（HKSTP）、阿里云及达摩院支持。为了致力培育本地人工智能人才和初

创企业，以推动香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HKAI LAB 每年接受两轮申请，

为初创企业提供为期十二个月的「加速初创企业发展计划」，协助初创企

业将发明的人工智能和技术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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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浪科技有限公司 (Cloudbreakr)

类别 市场分析 | 募资阶段 A轮 | 网站 www.cloudbreakr.com

Cloudbreakr 是一所媒体分析公司，于香港成立总公

司，并在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等地拓展业务。

Cloudbreakr 利用大数据及 AI 技术，致力为多间企业及

国际品牌提供全面社交网络数据分析、最新营销科技工

具及整合方案，包括网红、媒体及内容搜索工具、品牌

及市场趋势监察报告、自媒体广告投放策划等，以提升

品牌的网红营销活动成效。

陈庆达（Rudy Chan）
Rudy 是 Cloudbreakr 的联合创办人，主力负责监督公司的运作
及制定战略规划，为平台的的跨地区业务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拥有多伦多大学的学士学位，主修金融的 Rudy，加入
Cloudbreakr 之前曾在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工作了五
年，担任法证会计部门的助理经理。Rudy 现活跃于香港的创业
社群，是香港青年创业家总商会的董事会成员。

萧进熙（Leo Siu）
Leo 是 Cloudbreakr 的联合创办人及销售总监，全面负责公司
销售职能的战略管理。单于2018年，他已经为公司带来130万
港元的销售收入，并于开拓、沟通和管理客户的范畴取得良好
的成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Leo 成功吸引了100多个国际品
牌成为合作客户，如 SK-II、Estée Lauder、Chanel、Clarins、
Uber 等。他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主修工商管理学。

联合创办人 - 王江源、陈庆达、萧进熙

王江源（Edwin Wong）
Edwin 是 Cloudbreakr 的联合创办人及 CEO，多年来专注于社交媒体数据分析及网红营销，目标是通过应
用 AI 技术，发掘社交媒体的趋势，并协助品牌和具网络影响力的人士创造感染人心的内容。在不足三年
内，他成功带领团队将公司业务由香港拓展至马来西亚，客户更覆盖超过七个亚洲国家，为逾10,000名营
销人士提供分析平台及营销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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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科技有限公司 (ClinicOne)

类别 医疗与健康科技 | 募资阶段 A轮 | 网站 www.ATG.ai

由应用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诊所一号（ClinicOne），为一站式保健和医疗

诊断平台，提供精准治疗、无缝病人体验及 AI 智能健康记录管理，为发展

新一代智慧诊所做好准备。

创办人、技术平台和医疗专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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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PropTech - 地理人工智能平台 | 募资阶段 种子 | 网站 arical.ai

ARICAL LIMITED

Arical 的地理人工智能（GeoAI）平台整合跨领域数据，为地产代理、发展

商、投资基金、零售商、市场推广公司和非牟利组织等客户提供位置情

报，协助客户发掘市场潜力，提高竞争优势，并获取重要见解，同时加速

共同实现智慧宜居城市的愿景。

田学维 - 行政总裁
田学维热衷于透过建筑设计和科技改善人的生
活。
他曾负责美国和香港地产发展的建筑设计和项目
管理。

王𤨢燊 - 科技总监
王𤨢燊深信以数据主导的城市发展和智慧城市定
能实现。
他曾负责研发物流机械人和自动驾驶车。

GeoAI 指示性分析互动位置智能的视像化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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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镁乐科技有限公司

类别 智慧城市 | 募资阶段 种子 | 网站 www.avarontechs.com

安镁乐为「智慧建筑」及「智慧出行」提供以 AI 应用为本的一站式解

决方案。方案采用多项环保技术，配以专利智能神经传感网络，量度范

围广泛的参数，从而为升降机、扶手电梯、空调系统及火警侦测系统等

设备所用的关键组件进行有效的预测性监控。

➢ 环保科技 - 智能神经传
感网络，用于所有关键
组件监测
- 无需电力亦可测量各
种数据

➢ 利用人工智能信号识别
系统，及早发现潜在问
题

➢ 利用物联网（IoT）及
云端智能，进行预测性
维护与检测

智能升降机
健康监测

智能扶手电梯
健康监测

联合创办人 - 郑基骏，朱瑞富

郑基骏

• 应用物理学博士
• 20年以上光通讯技术产品
开发和项目管理经验

• 擅长数据分析和技术研发

朱瑞富

• 在美国和亚洲拥有30年以上的
私募股权、并购、投资管理、
企业融资和私募股权业务经验

• 为安镁乐提供商业咨询和投资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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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智能有限公司 (viAct)

类别 建筑科技 | 募资阶段 种子 |  网站 www.viact.ai

佳智能有限公司开发的 viAct 视动智能为一站式人工智能监控平台，在

2019年获 BuildWorld 及 PwC 授予全球建筑高科技公司100强。viAct

针对建筑行业痛点，为企业提供专用的计算机视觉引擎，实时高效地检

测施工现场设备、车辆及工人的安全故障、资源分配和生产效率等关键

因素。建筑公司可以在 viAct 的智能平台下，实现自动化监控，同时达

至安全监管、提高效率和增加利润三大目标。

伍震驹（Gary Ng）- 联合创办人兼行政总裁

Gary 是一位「AIpreneur」（人工智能企业家），毕业于建筑工程，拥有多
年建筑顾问工作经验。在他展开人工智能之旅之前，他曾是全球领先的 3D

时装技术软件公司 EFI Optitex 的总经理以及纳斯达克上市全球最大 3D 打
印企业 Stratasys 的高级管理层。于2015年，他被授予 Stratasys 最佳地区
高级管理人员奖，其 Y2Y 销售额增长率最为优秀，达到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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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行者科技有限公司

类别 金融科技 | 募资阶段 A轮 | 网站 www.datago.com.hk

数行者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中文大数据分析的金融科技企业。数行

者运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将与中港两地资本市场相关的新闻、报告

和社交讨论等海量文本信息，实时转化为量化易用的结构性数据，如量化

舆情数据和产业知识图谱等，让客户能有效率地融入有用信息至交易决策

和风险管理流程中，从而提升交易收益和降低风险。

数行者的客户覆盖世界各地，包括来自中国内地、香港、美国和加拿大等

地的对冲基金、券商和研究机构。

龙毅博士 - 联合创办人及
行政总裁
• 逾12年数据挖掘经验
• 发表过数十篇学术论文
• 香港大学计算机博士
• 中文大学FinTech博士后

黄德尊 - 联合创办人

• 现任美国南加州大学商学院
正教授

• 前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院长
•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泰斗
• 中国资本市场顶级论文和引
用数第一

张田余 - 联合创办人

• 香港中文大学正教授
• 教育部长江学者
• 香港中文大学公司治理研究
中心主任

• 香港中文大学深高金制度与
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

数行者致力为大中华地区资本市场参与者，提供人工
智能化的大数据分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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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数据准备 | 募资阶段 种子 | 网站 https://datax.io

集智坊有限公司

Photo

Datax 致力协助企业善用内部数据，应用机器学习和自动化。

Datax 提供：

1.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据标注工具、数据健康检查和数据增强变换

2. 即用型 AI 解决方案

3. 人工智能培训、部署和持续学习

黄伟俊 - 创办人

黄伟俊获得香港大学 BBA（IS）和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后，与技术团
队合力构建了一系列 AI 相关的解决方案，以解决 AI 开发者和考虑采
用 AI 的公司的痛点。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困难及机遇下，他的团队
开发了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透过光学字符识别（OCR）分析银行账
单和公司文件，帮助中小型企业评估贷款资格；另一个是应用语音转
文字技术，帮助影片内容制作者自动准备粤语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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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智能零售 | 募资阶段 种子 | 网站 www.dayta.ai

DAYTA AI LIMITED

Dayta 是一间人工智能软件开发公司，致力研发能集合一系列（SaaS）

模型和计算机视觉的云端生态，当中旗舰产品 Cyclops 能连接任何闭路

电视，助客户采集、分析及解读店内数据如人流、人口特质及热图。

屠厚钧（Patrick Tu）- 行政总裁
Patrick 是一位连续创业家，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自大
学时期开始就持续投入初创企业，在成立 Dayta 前亦曾创立 EduTech公
司。在 Dayta 团队中，他负责公司的策略、执行和管理。

朱轩正（Alex Chu）- 财务总监
Alex 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会计与金融专业，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策展人和
网页设计师。在 Dayta 团队中，他负责财务、法律和人力资源。

何镇庭（Eugene Ho）- 科技总监
Eugene 就学期间主攻商业分析与人工智能，对于人工智能尤其感兴
趣。在 Dayta 团队中，他负责公司的数据科学、研究和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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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医疗与健康科技 | 募资阶段 种子 | 联系 xfsun@echox-tech.com

菲声科技有限公司

菲声科技是一家以香港为基地的初创企业，旨在令超声波影像产品

成为一个普及大众和无处不在的医学工具，用来解决医疗保健领域

常见的问题。创始团队集结了不同领域的菁英，包括医学影像分析

和深度学习、数学算法、优化和超声波影像技术等。

联合创办人 - 孙晓菲，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

其他联合创办人：
郭微伟博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
李聃，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

Photo

孙晓菲 郭微伟 李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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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视科技有限公司

类别 AI智能投研 | 募资阶段 A轮 | 网站 www.farseerbi.com

洞视科技是一个人工智能投研平台，其云端和 API 解决方案围绕风险管理

（如尽职调查和数据驱动的资产价格警报）、投资研究（如汇集后 MiFID II

市场的需求）和改善投资者关系，重点增强金融生态效率，客户包括各地的

券商。

洞视科技的专有云引擎结合搜索、文字分析（特别是中文 NLP）、知识图谱

和机器学习算法，通过全天候网络和 App 存取，根据客户的标准和输出/警

报格式以及通过使用者定义的情感权重，从数百万个非结构化数据中实时筛

选与金融相关的另类数据，从而将风险管理和投研工作数字化和自动化。

陈敬伦 - 联合创办人及行政总裁

• 瑞银私人银行部副总裁
• 对冲基金券商 Aviate Global 创办
人，并成功出售企业

• 花旗集团副总裁，负责香港及中国
消费行业证券研究

• 湾区青年创业家协会执行委员会委
会

薛秋实 - 联合创办人及科技总监

• 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 海外领先电脑防毒软件公司 IObit

创办人。项目获得 IDG、腾讯等
知名机构投资，并通过并购重组在
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

• 拥有逾15年软件互联网从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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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智能家居 | 募资阶段 种子 | 网站 www.myjoyplus.com

Photo

高乐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My Joy+」是专为长者而设的智能家居系统，利用各种传感器

收集数据，并以人工智能分析用家的生活习惯，协助用家及早

发现脑退化症、中风、抑郁症等疾病先兆，及时作出适切的跟

进。

联合创办人：
• 邓肇霆 - 行政总裁
• 梁凯乔 - 项目总监
• 梁裕永 - 科技总监
• 李燕侬 -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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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媒体 | 募资阶段 种子 | 联系 info@socialface.ai

铂睿智能传媒有限公司 (SocialFace)

Photo

由铂睿智能传媒有限公司开发的 SocialFace 是一款智能活动社交平台，

为活动主办方、拍摄团队和现场嘉宾提供定制化科技服务，如利用 AI 大

数据技术提升社交效率与质量。SocialFace 主要包含三大功能板块，分

别是 AI 活动智能报告、相册实时在线分享，以及智能人脉推荐。

柴舸洋
联合创办人 / 行政总裁

柴舸洋于俄亥俄州大学传播
学学士及布朗大学的公共行
政硕士毕业，在金融服务及
技术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尤其侧重于整体战略及营
运。

张栢鸣
联合创办人 / 技术总监

张栢鸣于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毕业，出版超过30份关于社
交网络分析、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的论文，并拥有关键的
人脸识别专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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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旅游 | 募资阶段 种子 | 网站 www.pokeguide.com

Photo

POKEGUIDE LIMITED

Pokeguide Limited 为公众、消费品牌、购物中心和商户提供基于地理信

息的智能城市解决方案。Pokeguide 应用程序已于全球几个主要城市推

出，为用户提供人工智能和 VR 技术，下载次数更已超过数十万，获得广

泛用户的好评。

We make locations more valuable

联合创办人 - 许沛然、许岸然、冯志仁

许沛然 - 拥有超过10年 IBM 及 PwC 业务发展及技术的经验

许岸然 - 具丰富的社交平台营销及产品设计经验

冯志仁 - 为多间金融企业及国际企业编写手机应用程序及网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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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B2B QA/QC 解决方案 | 募资阶段 种子 | 网站 www.quikec.com

易迅国际有限公司

易迅科技致力于使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智能设备，为 B2B 买家和制造商

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工作增加效率和价值。

Peter Li - 联合创办人兼总裁

Peter 拥有 30多年与 IT 和 B2B

供应链有关的工作经验，曾帮助
公 司 赢 得 许 多 跨 国 公 司
（MNCs）客户和 IT 奖项，并专
门为零售和制造领域的公司提供
战略和全球业务咨询。

Ted Wu - 联合创办人兼首席执
行官

Ted 拥有超过 25年与 IT 和 B2B

供应链有关的工作经验，曾为许多
跨国公司客户设计、开发和实施
B2B 项目，并专攻创新技术、研发
和客户项目管理。

Evan Chau - 联合创办人兼首
席技术官

Evan 是一位具有丰富代码编写经
验的高技能软件设计人员和开发
人员，拥有超过 16年与 IT 和
B2B 供应链有关的工作经验，曾
为许多跨国公司设计和编码测试
B2B 项目，并专攻研发、人工智
能、创新和基础架构。



HKAI LAB 初创企业

类别 AI 预警性建筑检测 | 募资阶段 A轮 | 网站 https://raspect.ai

维视拍智能检测有限公司

机械人检测
自动化幕墙和管道远程检查
无人机无损检测技术

IoT传感器 24x7 检测
数据驱动检测减少机器停机时间并提高安全性

人工智能检测
人工智能检测结构完整性、建筑材料老化、裂纹和
腐蚀

预警分析
根据参数分析预测建筑物性能

创办人 - 辛子隽

辛子隽是一位连续企业家，亦是国泰航空公司创新中心创始成员之

一，于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学士及香港中文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毕

业，并拥有 15 年以上经营初创企业的经验。

维视拍是一家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公司，为客户提供智慧城市解决

方案，使命是通过人工智能检测、物联网传感、预测技术及解决方

案，创建一个更安全、更智能和更环保的社会。维视拍专门为智能建

筑和智能基础设施构建安全的人工智能技术，并为业主、物业管理公司和政府提供人工智能 SaaS

解决方案及服务。作为摩天大楼安全监控技术的先驱，维视拍透过提升检测的效率和准确性，提高

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的安全系数，同时节省成本。香港是摩天大楼建设的领先市场，维视拍的技术已

在香港众多知名地标物业中得到充分验证。有了香港市场的强大优势，维视拍预见未来在全球市场

中亦能非常成功。维视拍突破性的技术，在本地和区域市场中创造了庞大的吸引力和增长，产品组

合亦从大厦外墙检测扩展到电梯、自动扶梯、空调系统等的建筑监控、预测及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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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TICS LIMITED

Regtics Limited 致力透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开发合规解决方

案，以确保金融机构遵守国际和当地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

规定，方案包含四大要素：交易监察、客户尽职审查、名称筛查及智

能调查员。

• Customer holistic view

• Improv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 Lower the operation risk

• AI embed intelligence engine

• Network analysis engine

• NLP recommendation engine

刘浩铭 - 联合创办人

刘浩铭是一名数据科学家，为现有和潜在客户提供大数据管理、高级分析、机
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咨询和执行上的支持。由于他拥有统计学方面的学术
和教学背景，因此在解决方案的开发、实施和项目结束时期，都能在分析方面
提供关键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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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澈人工智能集团

Photo

思澈是一间 B2B 金融科技公司，致力为金融机构提供人工智能技术驱

动的投资和风险分析方案，其重要技术包括投资组合优化及风险管理。

高舒卓
联合创办人 / 行政总裁

• 拥有17年累积的衍生品交
易及建模专业知识

• 前高盛及摩根大通股票衍
生品交易员

• 哈佛大学统计学硕士
• 剑桥大学工程学硕士

黄皓霆
联合创办人 / 人工智能
科研总监

• 拥有10年以上的人工智
能金融科研经验及6项人
工智能预测系统专利

•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

HKAI LAB 初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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