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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创业者  
the first generation startups 

硬件 hard ware 
华为 

创始人：任正非 
 
 

第二代创业者  
the second generation startups 

互联网 Internet 
腾讯 

创始人：马化腾 
  



第三代创业者 
the third generation startups 

硬件 hard ware 
柔宇柔性显示 
创始人：刘自鸿 

 

第三代创业者 
the third generation startups 

硬件 hard ware 
大疆无人机 
创始人：汪滔 

 

第三代创业者 
the third generation startups 

硬件 hard ware 
优必选机器人 
创始人：周剑 

 



深圳因为完善的硬件供应链吸引全球的硬件创客聚集 



创客之都? 
makers capital？ 

深圳迈向全球创新“引领区” 
Shenzhen become the core area for global innovation 



深圳  硅谷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深圳实现了从
一个加工制造基地向科技产业创新
中心转变，建立了强大的互联网和
信息产业基础，形成了“设计-研发
-孵化-生产-运营”的创新生态系统， 
成为吸引全球创新企业和创客人群

的“硬件产业硅谷”。 



创新之城 
 
深圳产业创新专利逐步具有不
可小觑的全球竞争力。根据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欧洲商学院
、康奈尔大学联合发布的《20
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GII
）》，在基于PCT国际专利申
请数量的全球100个科创聚落
中，深圳与香港地区以“数字
通信”为主要创新领域，成为
仅次于日本东京－横滨的世界
级科创聚落。 



我是谁？ 
who am I  ？ 





国际化，深度新硬件创客加速器 
국제화, 전문 신규 하드웨어 메이커 액셀러레이터 

THE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HARDWARE MAKERS ACCELERATOR   

定  位：
포지션: 



创新设计
中心 

 
THE INNOVATION 

DESIGN CENTER 

供应链 

中心 
 

THE SUPPLY 

CHAIN CENTER 

品牌渠道
中心 

 

THE BRAND AND 

MAREKETING 

投资中心 
 

 

 

THE INVESTMENT 

CENTRE 



共享办公空间 
 

share work space  

共享研发体系 
 

share R&D system 

共享供应链 
 

share supply chain 



创客与供应链的链接者！ 
让创业者不再为供应链烦恼。 

the connector of maker and supply chain 
save makers from worry aboutsupply chain 



科技部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创客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 
The maker supply chain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落户大公坊创客基地 
landed on iMakerbase 



与欧美合作 
cooperate with Europe&America 



印度创客团队和荷兰创客团队分享 
Indian makers  team and Dutch maker team make speech 



来自意大利和日
本创客分享自己
创业心得。 

 

Italy starups 



英国创客团队和以色列创客团队分享 
UK makers  team and Israel maker team make speech 



美国创客团队和欧洲创客团队分享 
USmakers  team and Europe maker team make speech 



MIT 合作交流 
MIT discussion 



瑞士洛桑理工学院到大公坊进行双创调研  
EPFL visit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research 





大公坊韩国合作 
COOPERATION WITH KOREAN COMPANY 



韩国SCCEI考察大公坊 
S-Korea Makerbase SCCEI Visit iMakerbase  



韩国创业振兴院KISED 到大公坊考察参观 
KISED visiting 



Platum携韩国众多独角兽公司及最大投资公司LB参观大公坊 
Platum lead unicorn companies and LB visit  



韩国电力公司参观大公坊  
Korea Electric Power 

Corporation visit  



韩国技术大学和韩国软件协会到大公坊就创新创业合作进行洽谈  
Korean tech university and KOSA visit for cooperation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与启明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reach a strategy cooperation with keimyung university  



韩国LG集团创客考察团 
 

A maker delegation of  LG Group , South Korea  



韩国创客团队分享 
Korean team make speech 



中韩创客对接会2 
2th sino-korean makers meeting 



中韩供应链对接 
Global B2B Matching Meeting 



中韩投融资对接会Global 

IR Demoday 



韩国创客路演 
Korean startups roadshow 



参加 
大公坊活动 
Joined iMakerbase event 



韩国创新创业大赛评委  
한국 청년 창업 콘테스트 심사 위원 

attend Korean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as judge 



在2018首尔
国际创业论
坛分享 



韩国知名科技媒
体公司Platum
与大公坊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 
  
 
Sign strategic agree
ment with Platum.  



韩国经济频道报道大公坊 
 The South Korea Economy Television had interviewed iMakerbase  





我们做了什么？ 



HX 体感车 
爆款产品 
HX Inmotion 
explosion product 贾斯汀HX体感车秀 

Justin's HX Inmotion Show 
  



创客团队  
未来机器人 
THE TEAM OF MAKER'S PROJECT 
THE FUTURE ROBOT 



创客团队  
家庭安防机器人 

makers project 
family safety robot 
 





韩国游戏椅 

Korea game chair 



stepvelo 



韩国智能枕头团队 



意大利运动DV团队 



英国创客团队MCLEAR 
UKmakers  team MCLEAR 



中国区块链团队 



IP孵化 



便携式投影仪 

淘宝众筹达成率1743%，众筹资金达￥3487872.00 
Protable projector 
淘宝crowdfunding ￥3487872.00 ，1743% 



折叠车 

淘宝众筹达成率595%，众筹资金达￥1190360.00 

Folding bicycle 

淘宝crowdfunding ￥1190360.00 ，595% 



OPEN-SOURCE  INCUBATOR 

开放共享的协同创新平台 







创客之都? 
makers capital？ 

深圳迈向全球创新“引领区” 
Shenzhen become the core area for global innovation 



新硬件创业成本： 
The cost for smart hardware startup 
首尔 是深圳的3-5倍  
Seoul is 3-5times as shenzhen 

硅谷 是深圳的5-8倍  
Silicon valley is 5-8times as Shenzhen 

慕尼黑 是深圳的5-10倍 
Munich is 5-10times as Shenzen  



相对低的劳动力成本 
高素质硬件研发人才 
快速反应的供应链 
全球最庞大的消费市场 
活跃的风险投资 
全市VC／PE机构近5万家，机构数和管理资本总额均占全国1／3左右 
 

low cost,excellent R&D，perfect supply chain，biggest market，
positive economy 





深圳       首尔 
2200(KM)       3.5(hours) 



Seoul + Shenzhen 







어떻게 해야  iMakerbase의 메이커가 될수 있을가요? 

HOW TO JOIN 大公坊 FOR INCUBATION  

如何成为大公坊创客 ? 

入驻 孵化  
实际入驻大公坊深圳创客基地 

입주후 인큐베이: 실제적으로 
iMakerbase에 입주 합니다. 

Location incubation:set a office at 
大公坊Shenzhen makerspace 

云 孵化 
无需入驻，共享技术、生产供应链、品
牌渠道、投融资服务 

크라우드 인큐베이션: 입주 필요 없이 
기술, 생산공급체인, 브랜드 루트, 투자 
융자 서비스를 공유 

cloud incubation（remote service 
): 

need not location,still provide R&D 
、supply chain、marketing、 
financeing service 





wechat QR code 

Facebook:曾霞 

WeChat   :13652428815 

Tel           : 13652428815 

QQ          : 3217299794 

Email      :admin@imakerbase.com 

曾霞 Zoey 

T h a n k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