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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学訊息工程系兼任教授,过去10年教授碩士及商学院 
EMBA課程 

• 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訪问教授 

• 点亮资本合伙人 

• 国际技术转移协作网络（ITTN) 委员:创新医疗技术 

• 具25年中、港、美地區電訊, IT ,高科技行業及風險投資之工作經驗 

• 研究公司戰略、高科技投資、跨國高科技技術轉移、知識產權貿易
及授權 

 

曾任 

• 哈佛大學商學院亞太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 二間香港上市科技公司之董事會成員, 及替多間IT企業及 VC/PE作
諮詢顧問 

• AT&T Bell Labs（貝爾實險室）, 香港電訊, C&W Innovations及S 
Venture管理層職務 

 
   香港中文大學物理學士，哲學碩士及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 物理博士 

   曽任香港政府公職： 創新科技署 ― 創新及科技基金核下之  

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項目評審小組 評審委員  

 創新及科技基金資訊科技項目評審委員會 成員 

   曽任社會公職：香港青年企業家發展局董事，並在過去10年致力培育香港青年企業家 

   曽出版有關香港高科技初創公司之書籍 

Second Machine Age 

 

 The Second Machine Age is the time 

when machines are now able 

   to take over a lot of cognitive tasks that 

humans can do. 

 

 

A revolution is under way! 

 
 

• Google’s autonomous cars have logged 

 thousands of miles on American highways 

• IBM’s Watson trounced the best 

human Jeopardy! players.  

• Digital technologies—with hardware, software, and 

networks at their core—will in the near future diagnose 

diseases more accurately than doctors can, apply 

enormous data sets to transform retailing, and accomplish 

many tasks once considered uniquely human.  

• 3 key characteristics (exponential, digital, combinatorial) 

 

What cannot be done by machine 

• Computers are good at following rules… 

 

• But are lousy at pattern Recognition 

mailto:waislo@gmail.com
http://www.itf.gov.hk/tc/Committee/itpvc-mem.asp
http://www.itf.gov.hk/tc/Committee/itpvc-mem.asp
http://www.yd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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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will lose his/her job first? 

 

– Food ordering lady in Fast Food restaurants? 

– Chef? 

 

Examples 

• Watson 

• Google Car 

• $39 software replacing professionals 

• Ellie therapy 

• Baxter 

• Jibo 

• Pe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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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Robot? 

 

HKU’s Advanced Robotics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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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公司投资集中在专业服务机器人方面 

24 

主要公司 项目 

Google 
• Google收购7家机器人高科技公司 
•“大狗”机器人 
• 收购Titan，利用无人机为未上网的人提供网络服务 

Facebook 
• 2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英国的无人机厂商Ascenta，与谷歌类
似，利用无人机为未上网的人提供网络服务 

亚马逊 
•“Prime Air”，通过飞行机器人完成的快递服务 
•  收购Kiva Systems 仓库机器人系统 

微软 

• 微软“小冰”机器人：智能对话机器人 
• RDS机器人开发与仿真软件包，由于商业定位不清晰和面对
Willow Garage开发的机器人操作系统竞争而关闭，负责人基于
服务人口老龄化创建Hoaloha Robotics 

软银 

•“Pepper”机器人，可以充当婴儿保姆、护士、急救医护人员
甚至聚会伴侣，具有学习和表达情感的能力，面向消费市场 
• 开发开发用于控制机器人的操作系统，类似Android操作系统
让消费厂商定制，支持应用到娱乐、建筑等多行业领域 

IBM 
•“The maintenance, repair and operations ”系统，简称
MRO系统，让企事业单位仅雇佣少量的工程师就能完成对故障
设备的维护和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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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中国十大机器人产业基地 

26 

佛山 

广州 

沈阳 

青岛 

上海 

天津 

洛阳 

重庆 柳州 

芜湖 

Chinese Recent 

Acquisitions/Investments in Robotics 

• Ninebot bought Segway 

• China South Rail (CSR) acquired UK-based SMD 

• The new SoftBank Robotics Holdings Corp.(SBRH) is 

valued at $590 million, with Alibaba and FoxConn paying 

$118 million each for 20% stakes in SBRH. 

• Russia’s Skolkovo Foundation and the Chinese 

Cybernaut Investment Group signed an agreement to 

create a joint Russian-Chinese business incubator, a 

robotics accelerator program, and an investment fund 

worth $200M.  

 

 

    AI 人工智能 

 

http://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50617006552/en/Agreement-Reached-Alibaba-Foxconn-Invest-SoftBank%E2%80%99s-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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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资本 Invested Companies 

可以科技：细胞机器人 

35 

Heart 

大脑与心脏 

Cell 

骨架和肌肉 

Wheels 

运动专属 

拼装 

它由一个一个的Cell组合起来，变

成各种形状，实现不同的功能，比

如可以变成机械臂、遥控汽车甚至

是人形机器人。 

 

它是拥有无限可能的机器人，能做

什么完全取决于你丰富的想像力，

你所需做的就是设计他，拼装他，

并用心控制它。 

 

http://www.cells.io/cn/ 

 

速感科技：机器视觉 

36 

速感科技让机器人拥有一双和人类一样的眼睛。 

 

 

通过领先的三维视觉感知技术，为机器人提供路径

规划，提醒机器人该如何移动，让机器人可以根据

识别目标的特征，跟踪目标的移动方向、所在场景、

并提供实施决策方案，帮助机器人找到需要的目标。 

 

 

让未来的机器人，都装上速感科技的视觉眼睛。 

http://www.cells.i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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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面知心”：传感+人工
智能的应用 

37 

知面知心是由美国杨百翰大学电气工程博士

Jack Gunther和犹他州州立大学电气工程学硕

士Nate Ruben共同研究的项目。 

基于KLT算法，通过摄像机可以低成本大量的

收集血液信息并分析，通过侦测实验者的额头，

发现可以将额头区的像素用算法运算，通过皮

肤细微的变化算出心率的变化。 

 

KLT算法可以运用在汽车制造业、家用和医院、

银行机场、执法机构、教育、运动健身器材以

及谎言侦测等领域。 

呱呱英语 

 

  香港中文大学 CUHK 

 

港中大（深圳）获批首个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实验室 (徐扬生院士) 

 
五个机器人关键技术展开攻关与应用示范研究 

• 智能制造关键技术 

• 服务机器人关键技术 

• 多传感信息融合的穿戴式关键技术 

• 非标特种机器人关键技术 

• 智能监控关键技术 

同时将重点突破工业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制造、家庭服

务机器人、航天空间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医疗机
器人、智能运载平台机器人的产业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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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 and (Big) Data are key 

算法和数据 

成者科技 

 在软件上的优化是其核心
优势。扫描文档尤其是书
籍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
页面弯曲、在页面上留下
指纹等情况。利用成者科
技研发的算法，他们可以
在软件端把弯曲的页面展
平，可以把手指识别出来
然后去掉，会把扫描文档
周围不必要的背景裁掉 

Real Augmented Reality Vision 

 我们可以改装一下我们的大灯。我

们利用投影仪的原理，用一种类似
投影仪的智能大灯来代替车的大灯
。用这样的智能大灯，我们将不再
直接不断地发出高眩光，而是我们
可以控制和改变光线的发射过程。
那么，当我们在雨中驾车时，我们
可以发射出光线去照明，但是让光
线不碰到雨滴，而是避开雨滴。那
么当然我们就不会看到雨滴。这样
当你在下雨天开车的时候，你会感
觉似乎是在没有下雨的天气中开车
一样。 

Robot which can clean vs iRobot 

http://www.leiphone.com/tag/%E6%8C%87%E7%BA%B9%E8%AF%86%E5%8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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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about a mass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