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dealab是一家科技创业公司孵化
器，受启发于著名的托马斯∙爱迪
生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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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寻找有
划时代意义
的宏大议
题，然后
头脑风暴来
寻找可能的
先进技术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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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任务是创造，成立和
运营科技行业的先驱企业，
挑战行业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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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创业能够解锁人的潜
力，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辅
佐创业团队的模式日臻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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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lab创立了 150余家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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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引领大胆决定的 20余年

• 孵化/建立了超过150家公司

• 募集到超过35亿美金的后续资金

• 这150家公司状况如下：

– 45 家成功上市或被收购

– 45 家目前健康运营

– 60 关闭或者没有成功

• 创下对原始投资回报比高达13.5X倍的历史记录

• 创造了逾一万个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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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y big problems 
and brainstorm 

solutions

Prototype and  
test many ideas 

in parallel

Successful 
validation of 

idea and model

Recruit team 
and form a 
company

Iterate 
and grow 
business

由Idealab工作室孵化培养 启动资本

Funded by Idealab Funded by Idealab,
Seed Funds and Venture Capitalists

Exits

$

我们的工艺：从创意到成功的企业

确定主要问题，头脑
风暴解决方案

确立问题模型，
同期尝试多种方

案

验证至找出成功
理念和模式

招募团队，开创
公司

反复实践，商
业发展

赚钱

由Idealab资助 由Idealab，种子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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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意的种子 到枝繁叶茂的企业

探索发现
Scan for opportunities, look at 

problems in the world and
trends in technology.

头脑风暴
Logobservations for

brainstormingby extended
product,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teams.

提出假设
Formulate hypotheses to

validate customer pain and
market need for the most

promising ideas.

模型创立
Perform light R&Dand prototyping for
ideas with technical risk. Developan
MVPto test the market for others.

联合创始人
Whenpositive signalson

product-market fit 
appear, co-founder
recruitment begins.

验证复查
Formalize company business plan
with co-founder. Additionalmarket

tests further confirm the opportunity
and identify/assess likely risks.

通过/不通过
Mutual assessment with

entrepreneur for ago/no-go decision
once business plan is finalized.
If outcome is positive, form and
initially capitalize the company.

初创团队
Recruit other early team members

while building product. Prioritize work
to further de-risk the opportunity and

prove the scalability.

募集资金
Train co-founders on presenting

their businesses and leverage our
investor network to efficiently

raise early financing.

配给资源
Provide shared resources (workspace,
adminservices, vendor buying power, 
growth techniques, and management
best practices) so company can focus

on product and customers.

辅佐咨询
Workwith co-founders over

many years, providingongoing
strategic involvement, insights
and advice based oncollective

experience.

优先排序
Assessideas from various vantage
points: problem and opportunity, 

competitive landscape, risks, required
capital, access to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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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金融 法务 电子信息和
科技发展

产品 /
平面设计

公共关系 /
市场营销

基础设施

人事& 招聘

凭借Idealab世界一流的集中式服务，让每个创业
团队可以全神贯注地钻研其核心客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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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家成功上市或被收购的公司

并购方

Idealab孵化的成功上市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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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家目前健康运营的公司

11



目前健康运营的公司
移动互联网/消费/娱乐

清洁技术和可再生能源

健康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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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软件

O2O

3D打印

AI/VR

Block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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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lab正在与以下领先风投公司
进行多轮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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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电源
– 发电
– 优化效率
– 监控
– 储藏

人机界面

– 增强用户输入/输出
– 移动交互
– 扩增实境和虚拟现实

• 商业活动
• 娱乐领域

深度学习/人工智能

– 用户生产力
– 自动化汽车和机器人
– 人机交互和合作

关注的研究领域

信息技术
– 搜寻和检索

– 交互

– 数字资源生命周期
的抓取或其显著性

3D
– 低成本3D打印

– 新型可视化技术

教育

– 实时背景

– 协作网络
– 大众个性化

数据区块链
– 智能合同，因子分解

– 电子货物，过户，产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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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格雷斯 (Bill Gross)
创始人 & 首席执行官, Idealab

• 逾一百家公司企业创始人

• 超过30项专利的获得者
• 校董事会成员

• 加州理工学院

• 艺术中心设计学院

Idealab之前的创业经历
• Knowledge Adventure 

(后为Havas/Vivendi收购)
• GNP Development 

(后为Lotus Development Corp收购)
• Solar Devices Corporation 

(高中时期创办)
• 加州理工大学，机械工程本科毕业

See Bill’s talks at TED 
www.ted.com/speakers/bill_gross

@idealab
@Bill_G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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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Gross
首席执行官，董事长

Marcia Goodstein
首席运营官，总裁

Craig Chrisney
首席财务官

Debbie Chen
首席法律顾问

Tom McGovern
董事总经理

创始人始于1996 联合创始人始于 1996 2000年加入 1999年加入*2000年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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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lab 董事会和导师

Allen Morgan
董事会成员

Renée LaBran
导师

Dr. Howard Morgan
董事会成员

Jack L. Rivkin
董事会成员

Robert Kavner
导师

始于2009年 始于 2015年始于1996年始于1996年始于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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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W. Union Street 
Pasadena, CA 91103
contactus@idealab.com
www.idealab.com

TheCoolNewStuff

See Bill’s talks at TED 
www.ted.com/speakers/bill_gross

@idealab
@Bill_Gross

Idealab

mailto:contactus@idealab.com
http://www.idealab.com/
https://www.youtube.com/user/TheCoolNewStuff
http://www.ted.com/speakers/bill_gross
https://twitter.com/idealab
https://twitter.com/Bill_Gross
https://www.facebook.com/idea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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