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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rsive and printed character recognition forecasted for 2017 

24 years  
of expertise in Pattern 

Recognition 

8 languages 
French, English, German, 

Spanish, Italian, Portuguese,  
Arabic & Chinese 

100 people 
Engineers,Project Managers, 

Consultants, Pattern 
Recognition Specialists… 

1st in worldwide 
Handwriting Recognition  

2009, 2011, 2013 
Competitions 

手寫文檔和印刷文檔內容的智慧識別 

36 countries 
Offices:  

Paris / New York /  
Saint Petersburg / 

Mobile Capture & 
 Recognition 

Check & Payment Document 
Recognition 

 

Forms Processing & 
Recognition 

Data Extraction &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Full Text Recognition 



 預計在2017年實現中文草書和印刷文檔識別的開發 

 
模式識別 

的專業經驗 

24 年 

法語、英語、德語、西班
牙語、義大利語、葡萄牙

語、阿拉伯語和漢語 

8 種語言 

團隊包括工程師、專案
經理、諮詢師、模式識

別專家，等 

100 人 

2009、2011、2013 

手寫識別大賽 

世界第1 

手寫文檔和印刷文檔內容的智慧識別 

公司分佈在世界:  

36 個國家 
巴黎/紐約/聖彼德堡/

等  

移動資料抓取 
和識別 

支票及付款憑證識別 
表格處理和識別 資料提取 

和檔分類 
及全文識別 



DEEP VISION  Skype: deep.vision Email:info@deep-vision.com Site:www.deep-vision.com Wechat:Deep-Vision 

Live broadcast coverage for international 
aquatic sports events. Expertise in cinema, 
advertising and documentaries. 
 

• Asian Games 2014 - Korea 
• European Swimming Championships since 2012 
• FINA World Swimming Championships in 2013 & 

2015   

• 15 years experience 
• 20% growth per year 

• Partnerships 
•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TV channels 
• Promoting Chinese Athletes’ training 

performance & international audience 

Rental of underwater filming equipment and 
staffing. 

Project in China 

Strength 

CCTV 5 Sports - Sept 2015 

1st experience in China 

References 

Activity 

Services 

EXPERT IN UNDERWATER FILMING 



DEEP VISION  Skype: deep.vision Email:info@deep-vision.com Site:www.deep-vision.com Wechat:Deep-Vision 

國際性水下活動專業拍攝直播。 
在電影、廣告、紀錄片拍攝領域的專業經驗。 

• 2014年韓國亞運會 
• 自2012年，歐洲游泳錦標賽 
• 2013年、2015年，FINA世界游泳錦標賽 

• 15年的經驗 
• 年增長率20% 

• 合作夥伴計畫 
• 與中國各家電視臺合作 
• 向世界觀眾宣傳中國運動員的訓練表現 

水下拍攝器械和專業從業人員的租賃服務。 在中國的專案 

優勢 

2015年9月 CCTV 5 體育 國際游泳世界盃北京站 

在中國的首次經驗 

資訊參考 

業務 

服務 

水下拍攝專家 

水下拍攝 



H i g h   e n d u r a n c e ,   l o n g   r a n g e 
[ up to 3 hours of flight time ] 

C e r t i f i c a t i o n   f o r   B V L O S 
[ beyond visual line of sight ] 

Created in March 2011 – 50 employees – 
Business running in 30 countries 
 
Strong R&D capacities for constant innovation 
 
 
Unique experience in the drone for B2B 
applications targeting large industries 
 
Looking for customers, distributors, partners in 
China 
 

The best UAV for long distances observation Delair Analytics data processing platform: 

Turn millions of images into decision 

They already trust us 

Drone and data solutions for industry 



持久性強，範圍廣 
[ 3小時續航時間] 

超越操控視線 BVLOS 
[ beyond visual line of sight ] 

2011年3月成立 - 50名員工  
業務涉及30個國家 
 
強大的研發能力，不斷創新 
 
針對大型工業的無人機應用，專注B2B 
 
 

在中國尋求客戶、經銷商及合作夥伴 

最佳的長距離觀測用無人機 Delair 資料分析後臺 : 

將數百萬幅圖像轉換成商業決策 

他們相信我們： 

工業用無人機及資料解決方案 



First Community Cloud for Connected Health 

Clients: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healthcare insurers, health software editors 
 
Project in China: increase the number of clients and enrich the marketplace with new health services 
 
Investment: 4 million EUR to speed-up its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and gain global recognition 

SaaS Marketplace of new 
connected health services 

SaaS CRM & CLM for 
pharma companies 

• Worldwide Secure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 infrastructure 

• Best of breed eHealth solutions gathered 
on a single Marketplace 

• As-a-Service 

• Standard and powerful technologies 
• One technical code for all devices 
• One user interface 
• Online & Offline features 



首個針對 互聯醫療健康 的 雲端網路 

客戶: 醫藥公司、 醫療保險公司、醫療用途軟體編輯 
 
中國專案: 增加客戶數量並開展新的醫療服務來豐富這個市場 
 
投資: 400萬歐元用於全球拓展和推廣 

SaaS  
新的互聯醫療服務市場 

SaaS 為醫藥行業打造的 
CRM & CLM 

客戶關係管理 & 閉環電子行銷 

• 全球性業務安全持續性基礎建設計畫 
• 單一市場內最佳種類的電子醫療解決方案 
• 形成一種服務 

• 標準且強大的技術 
• 相容所有設備的技術規範 
• 一個使用者介面 
• 線上&離線功能 



1 

Christophe BIANCHI 
PhD, Founder & CEO 

Philippe MONNIER 
Investor & CTO 

Technologies  for Wellness and Healthcare 

Security, efficiency, ease-of-use 

Controlled Transdermic diffusion 

large range of treatment 

multi product incarnation 

A new beauty ritual 

• A connected device 
• 4 premium formulations 
• A mobile application / 

cloud platform 

舒綠 



1 

Christophe BIANCHI 博士  
創始人及首席執行官 

Philippe MONNIER  
股東及首席技術官 

致力於健康和保健的科技 

安全,高效,易於使用 

皮膚滲透控制 

用於治療的範圍廣 

可經由多種產品實現 

一種新的美容方式 

• 1個連接儀器 
• 4個優選菜單 
• 1個移動應用/雲端後臺 

舒綠 
任何形狀，任何尺寸 

嵌入式活性藥物 

一次性電極 

面部皮
膚護理 

背部
疼痛 
 
關節 

藥物傳遞 

帶狀瘡疹 

靜脈 
 
筋腱 

壓瘡預防 

迅速緩解疼痛 

按需傳遞藥物 

無需透明質酸 

皮膚滲透率
80% 

蜂窩組織炎治療 
 
大面積的治療 



 
 
 
 
 
 

Challenger on the 
 Chinese market 

 
Creator of a 

new technology 

Chinese fashion 
industry is booming! 

Our vision? 

 
Provider of a 

 multi-channel solution 

 
 
    

Algorithm Fitizzy  
 
 
 
 
 
 
 
 

 
Leader on the  

French market 

More than 100 French  

and European partners…  

...For 1 million 
 users 

Online: Our plugin 
 Reduce product Returns 
 Increase sales 

 
 

Offline: Our mobile app 
 Solve problem related  

to in-store fitting room 
 Reduce the in-store  

product flows 
 

Solve the sizing issue  
 Ready-to-wear 
 Lingerie brands 
 Shoes 

Compare the products 
dimensions to the body 

measurements 
Customer 

satisfaction! 

Your fitting expert, everywhere! 

Work with the 
clothing retailers 

 
New partners 
 
 
Fund-raising 

 
 
 
 
 



 
 
 
 
 
 

中國市場的 
挑戰者 

 
新技術的 
開創者 

中國的時尚產業正
在蓬勃發展!  

我們的願景？ 

 
多管道解決方案的 

提供者 

 
 
    

Algorithm Fitizzy  
 
 
 
 
 
 
 
 

 
法國市場的 

領導者 
超過100家法國及

歐洲合作商 

...為 100萬用戶 
提供服務 

線上: 外掛程式 
 減少產品退還 
 增加銷售 

 
 

離線: 移動端應用 
 解決店鋪內的試

衣間問題 
 減少店鋪內的商

品流量 

解決尺寸難題  
 成衣 
 內衣品牌 
 鞋子 

比較產品尺寸和 
試穿者身體尺寸 客戶滿意! 

您的試衣專家, 無論何地! 

與零售商合作 
 
 
尋求新的合作
夥伴 
 
資金募集 

 
 
 
 
 



Founded in 2009 
• 11,5M€ raided 
• 120 employees 
• 3 600+ customers in 40 countries 
 
Partnerships with 1 800+  
E-Commerce distribution channels : 
• Comparison search engine 
• Marketplaces 
• Affiliation & Retargeting 
• Sponsored Links 
 
250B products indexed by year 

Lengow help merchants to growth with 
theirs products catalogs 

Feed Management, orders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profits 



創立於2009 
• 募集了1150萬歐元 
• 120名員工  
• 超過3600個客戶分佈在40個國家 
 
與超過1800個電商分銷管道合作: 
• 搜尋引擎比較 
• 市場佔有 
• 關聯與重新定位 
• 贊助商連結 
 
每年登記2500億商品 

Lengow 説明商家與他們與他們的產品
目錄共同成長 

進貨管理、訂單管理、優化利潤 



Project in China 

Strenghts 

First experience in China 

References 

• Kickstarter camapaign : $161.000 pre-orders 
(1 month) 

• CES Innovation Awards winner 

• Current batch produced in China 

• Patented technology 
• Data science & design experts 

• Manufacturing partners : audio, electronics 
• Distribution partners 
• Music industry partners 

The best music experience at home 
 Simplicity : Just press one button. No smartphone 

needed. 
 Discover amazing songs everyday 
 Social : Prizm adapts the music to people in the room 



您在家時最佳的音樂體驗 

在中國的專案 

優勢 

在中國的首次經驗 

參考資訊 

• Kickstarter 眾籌平臺 : 平均每單161美元 
（1個月） 

• 國際消費類電子產品展覽會CES 創新獎得主 

• 目前在中國批量生產 

• 專利技術 
• 數據科學與設計專家 

• 製造商合作夥伴: 音訊，電子 
• 經銷商合作夥伴 
• 音樂產業合作夥伴 

 操作簡單 : 只需一個按鈕。無需智能手機 
 帶你每天發現妙趣音樂 
 社交活動 : Prizm會根據室內的人群調配適合

的音樂 



WE TRANSFORM MOBILE ADVERTISING INTO 
CUSTOMIZED VALUABLE MESSAGE AT SCALE 

We have built advanced algorithm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engage the Right User at the Right 
Moment with the Right Message in the Right Context. 

WE MAKE MOBILE PERFORM 

WHAT WE DO? 

HOW WE DO IT? 

WHY WE WIN? 

THANKS TO OUR MOBILE NATIVE FULL STACK 
TECHNOLOGY 
OUR CLIENTS GAIN MINIMUM 30% OF EFFICIENCY 

Highly Efficient. 24/7 access. No black box. 
Fully Transparent.  

INTELLIGENT 
DSP 

RICH MEDIA 
ADSERVER 

TRACKER IN-
APP AND 

MOBILE SITE 

ANALYTICS 
AND DMP 

Our 
Ambition in 
China 

Connect with: 
• Advertisers 
• Media Agencies 
• Publishers 

Adnetworks 
 

In 2016:  
- Opening an 

office 
- Drive Sales and 

Revenues 
- Engage solid 

partnerships 
 

Massive Growth 
Since 2012 

• 250 Premium 
Customers 
Huawei, Orange, 
Estée Lauder, 
Nissan, Renault, 
McDonald’s, 
L’Oreal, Subway… 
 

• Revenues ($15m) 
     715% growth rate  

 

• Headcounts (#) 80 
 

• Offices: Singapore, 
Paris, London, 
Berlin, NYC, Sao 
Paulo 
 

• Series A (May 15) 
$8 M 

combining programmatic technology,  
data and expertise 



我們將手機廣告轉化成  
為客戶定制的價值資訊 

我們已經建立了先進的演算法和人工智慧 
在恰當的時間針對正確的用戶， 
並在恰當的語境中傳遞準確的信息 

我們讓手機的表現更出色 

我們做什麼? 

我們如何做? 

我們為什麼能贏? 

得易於我們的移動堆疊技術 
客戶獲得率不小於 30% 

高效. 全年無休. 沒有黑盒. 全程透明化 

智能數位訊號
處理器 

豐富的廣告媒
體資源 

跟蹤移動引用
及網站 

分析及資料管
理平臺 

我們在中國
的目標 

與以下機構聯繫: 
• 廣告商 
• 媒體公關 
• 出版商和網路廣

告商 
 

在2016年 :  
- 建立辦公室 
- 開展銷售並取得

盈利 
- 建立堅實的合作

夥伴關係 

自 2012起，開始
大規模發展 

• 250 個優選客戶 
• 華為Huawei, 法國

電信Orange, 雅詩
蘭黛Estée Lauder, 
尼桑Nissan, 雷諾
Renault, 麥當勞
McDonald’s, 歐
萊雅L’Oreal, 賽百
味Subway等… 
 

• 收益 ($1500萬美
元) 

     增長率 715% 
 

• 員工人數 (#) 80 
 

• 辦公地點: 新加坡，
巴黎，倫敦，柏林，
紐約，聖保羅 
 

• A輪 (15年5月)  
• $800萬美元 

將程式設計技術、資料和專家聯結起來 



sentryo 
Protects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against 
cyber risks 

 
Prevent and detect of cyber 

breaches by monitoring networks to 
get full situational awareness, 
detect abnormal events and 
comply with new regulation. 

 
Bridge the gap between OT and IT 

Staff by providing common 
language and tool centered on risk 

management. 
 

 

Sentryo 



 
預防和監測網路，充分掌控從而
對網路狀態保持警覺，檢測異常
事件發生，並制定新的規則。 

 
應用通用的語言和工具，針對風
險管理，在OT和IT員工之間建立

溝通橋樑。 
 

Sentryo 

sentryo 
保護 
工業互聯網免
遭網路威脅 



SENTRYO – 用於工業互聯網的網路安全系統 

■ 2014年6月 成立公司 

■ 總部位於: 法國里昂  

■ 設計，開發，銷售網路安全解決方
案 

■ 有多名企業家和網路安全資深人士
注資和管理 

sentryo 
保護 
工業互聯網免
遭網路威脅 

在哪裡  
工業互聯網涵蓋了機器對機器的網路，以及網路-物理系統，後者與物理世界進行交流。
它可以是應用在石油和天然氣，能源，交通和基礎設施的命令與控制網路（ ICS或
SCADA），也可以是即將到來的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為什麼  
工業控制系統（ICS， Industrial Control Systems ）現在更開放，資訊技術和外部業務
夥伴逐步加入進來，於此同時也越來越多地依賴於資訊技術的標準化，而這會是的工業網
路極易受到網路風險。工業控制系統最初的設計並沒有考慮防範網路風險，因為沒有網路
安全解決方案能與現存的工業控制系統限制及標準匹配。 

 
是什麼  
專門為保護工業領域的重要資產（資訊），Sentryo ICS Cyber Vision監控系統指揮和控
制網路，防止網路攻擊，檢測異常事件並能簡化應急回應。 
 
不同於以往的IT解決方案，Sentryo ICS CyberVision是完全被動的，這是針對此類重要
網路解決方案的前提條件。它確保了IT專家能夠與自動化專業人員之間開展密切合作，這
也是工業互聯網保護中另一個關鍵的成功因素。 
 
憑藉深入的檢測打包系統，以及先進的資料視覺化和對於異常情況的檢測，Sentryo ICS 
CyberVision  能夠讓使用者建立一個詳細的網路安全方案已保護自己的重要網路。 
 

Sentryo @ 中國  
Sentryo意欲在中國尋找合作夥伴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目標是針對能源和交通領域。 
Sentryo’s 的合作夥伴將會是那些工業企業或是想要承擔當地的銷售，業務諮詢及客戶
服務的網路安全企業 

Winner 



Connected buildings to serve the elderly 

The China market 
represents 100Md$. 
 
Our goals are: 
To find customers who are 
in relation with buildings 
construction 
To find customers who 
managed retirement home 
 To find a partner to 
promote and commercialize 
our offer 
To find investors 

Contact: contact@technosens.fr  

mailto:contact@technosens.fr


為老年人提供服務的聯網住宅 

中國市場1000億美元 
 
我們的目標: 

尋找建築行業的相關客戶 

尋找老年護理院的管理者

客戶 

 尋找服務的推廣 和進行

在地商業化的合作夥伴 

 尋找投資人 

聯繫我們: contact@technosens.fr  

一種能將所有技術關聯並確保可用性的
學習式服務嵌入平臺 

通過創造新技術與人際間的關係，讓新的業務領域、服務
及利益成為可能 

專業人士 

家人 

老年人 

mailto:contact@technosens.fr


WHO 

 
FACIAL RECOGNITION 

WHAT 

HOW 

FRENCH INNOVATIVE DIGITAL FACTORY - INNOVATION 
LABORATORY 

CUSTOMER KNOWLEDGE / SERVICE CUSTOMIZATION / 
CUSTOMER LOYALTY 

THROUGH STRONG INNOVATIVE MOBILE SOLUTIONS 
BASED ON TWO TOPICS 

Recognize age/gender/emotion of user 

Log into account with one’s face 
Deliver targeted content/advertising/interactivity  
Data gathering 
Embedded SDK 
Offline processing 

 
INDOOR LOCALIZATION 

Localize a user inside a building (accuracy of 
50 cm)  
Create paths and search for points of interest 
Send targeted notifications depending on a 
user’s location  
Analyze customers’ behavior and adapt the 
service provided 

Paris London 
Hong 
Kong 

Abu 
Dhabi 



我們是誰 

 
人臉識別 

做什麼  

怎麼做 

法國創新數字工廠-創新實驗室 

客戶知識/ 服務定制 / 客戶忠誠度 

通過強大的創新移動解決方案 
建立在兩個主要產品上 

識別 年齡/性別/用於情緒  
人臉登陸 

傳遞提供有針對性的資訊/廣告/互動  
資料獲取 
嵌入式 SDK 
離線處理 

 
室內定位 

在建築物內定位用於（精確度達到50釐米)  

為搜索的興趣點創建路徑 
根據使用者位置發送有針對性的通知 

分析客戶的行為，調整服務 巴黎 倫敦 香港  
阿布
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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