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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机构:  公益基金会法人关西文化学术研究都市推进机构

i-Brain × ICT 「超舒适」智能社会的创出
全球研发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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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阪奈文化学术研究都市

京阪奈是文化学术研究都市。京阪奈区域内有企业，研究所，金融机
构和居民。

住宅地区

SEW-Eurodrive Japan
Co,Ltd

三菱东京UFG银行

同志社大学

KICK

ATR

岛津制作所

日本电产
京瓷

NICT

国际高等研究所

Panasonic

RITE

国立国会图书馆

KEIHANNA PLAZA 

三得利

欧姆龙

NTT



・创建世界级的创新研发机构

・在该地区集聚的产业・学术・政府・金融机构开展研发、产
业化、人才培养，构建研发综合体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JST研发综合体项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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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T;Japan Science Technology Agency = 国立研究開発法人 科学技術振興機構



京阪奈的特点
i-Brain（脑・人类科学）

i-Brain是根据人的心理·行动·脑·生物信
息数据分析，把心理活动定量的·客观地
捕捉的技术群。

潜在的心理状态估计技术 控制感觉的VR技术

脑活动成像分析技术

ICT/IoT, AI, 健康医疗

京阪奈文化学术研究城市有很多研究机构・
大学和企业，环境・能源・生物科学和信息
沟通技术等最先进的研究和开发正在被推
进。

RoboticsICT/IoT AI

Keihanna healthcare system Keihanna e2-future city project

居民参与

居民对城市建设参与意识强，共同配合
进行实证实验，共同推进智能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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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阪奈创新生态系统

人力资源开发

１） 专业知识・技术普及课程

２） 开放式创新方法的课程

３） 创意开发及实践的课程

人力资源开发课程的体系化

１） 对现有公司产业化支援

２） 对新兴中小企业产业化支援

３） 支持企业全球化发展

实现项目共建

产业化支援

实现心灵愉悦的社会

地方与世界连接的社会

创造高利润产业的社会

「超舒适」智能社会

不同领域的融合研究开发

i-Brain✕ ICT

１）最适宜人类的智能环境设计

２）衣食住行的舒适监测

３）在心中产生共鸣的交互性舒适生活

脑・人类科学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的融合

精神压力・增加不安

地方・地区社会的衰退

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劳动人口下降

社会问题

京阪奈丰富的基础设施的利用

KICK的利用 新兴中小企业支援的基础设施的提高研究设施的共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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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阪奈研发综合体的概要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42023 2025

FS 全面采用

集
聚
度

（人
数
）

10,000

15,000

8,000
8,564

9,000

15,000

2026

・人员集聚

・研发能力的集聚

・产业能力的集聚

・人力资源开发

・中小新兴企业的培养

12,000

成为世界级研发综合体

～～

京阪奈ＲＣ的目标
成为世界级研发综合体

集聚度；大学，研究所和企业的研究员人数（不包括学生） 7



◇企业

◇研究组织

◇大学・高专

・三得利
・大金
・Aromajoin
・Daiwa House Industry
・JATO
・Skill Information “S“
・Proassist
・欧姆龙
・国际电气通信基本技术研究所(ATR)

・信息通信研究机构(NICT)
・地球环境产业技术研究机构(RITE)

・同志社大学
・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
・大阪大学
・奈良县立医科大学

・Panasonic
・岛津制作所
・日本电信电话(NTT)
・木村工机
・京瓷
・Mitsufuji
・PROKIDAI

・京都大学
・东京大学
・奈良女子大学
・奈良工业高等专门学校

16

RC的参加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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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京都府
・大阪府
・奈良县3

◇其他 ・京都银行
・公益基金会法人 关西经济联合会2

◇核心机构 ・公益基金会法人 关西文化学术研究都市推进机构

1

产

学

政

总量32



 本区域的企业有对创造内心丰富的事业强烈的需求、作为未来的有前途的事业感受魅力。

 本区域的大学・研究所有i-Brain（脑・人类科学）和ICT（信息通讯技术）的强大技术。

脑・人类科学和信息通讯技术有可能创造高利润产业。

■ 在RC创建 通过i-Brain ✕ ICT技术使 内心产生「感动・活力・共鸣」的「超舒适」
（Meta-Comfort）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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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领域的融合研发课题

五感信息的
感测技术

五感信息的
控制技术

人工智能（AI） ICT

交流机器人

大数据分析

IoT
✕

衣的「超舒适」
睡眠的「超舒适」

婴儿的「超舒适」

交流的「超舒适」

创建「超舒适」

脑信息科学
心理・行动・生物信息测量

脑活动成像 脑功能数据库

i-Brain

社会・企业的需求
食的「超舒适」 住的「超舒适」

食的「超舒适」

声音的「超舒适」

空气的「超舒适」
香味的「超舒适」

老人的「超舒适」



不同领域的融合研发的概要
通过不同领域的融合研发，创建使人内心感觉丰富的「超舒适」智能社会

有前途的事业的例子

智能环境设计

舒适的交互式生活

衣食住行的舒适监测

・ 无精神压力的办公环境

・ 促进病情恢复的医疗环境

・ 促进家庭团聚的环境

・ 提高智力生产力的空间创建

・ 创造美味的护理餐食・医院餐食

・ 监测生物节律的房子

・ 精神疾病的前兆发现・可视化

・ 延长健康寿命的新衣服

・ 安抚式的护理机器人

・ 使异地的家庭成员产生共鸣

・ 通过远程医疗・护理给予精神安慰

・ 加强与独居老人交流对话

「超舒适」证实实验环境的建筑・利用

i-Brain ✕ ICT的技术 通过不同领域的融合研究开发证实数据

通过脑信息精神状态分析 在现实空间的证实实验

五感信息控制技术

生物信息感测

估计精神状态的技术

・ 通过声音等疲劳度估计

・ 通过眼球运动等注意程度估计

・ 通过脑信息精神状态估计

・ 通过表情・动作等情绪认识

・ 心搏・血压等的连续感测

・ 通过唾液等精神压力检查

・ 通过影像等非接触式感测

・ 穿戴式IoT生物感测

・ 影像・音响・香味的智力控制

・ 通过VR/AR五感信息控制

・ 沟通机器人控制

・ 照明・温度和湿度的智力控制

・ fMRI和生物信息的相关分析

・ 通过脑电波注意状态分析

・ 通过NIRS脑状态分析

・ 在医院等证实实验

・ 居民参加的数据收集・分析

・ 于真实空间适用性验证

「超舒适」指标的
制定・标准化

心理・行动・生物信息的
大数据分析

五感环境AI控制算法的开发

创造各个机构共同参与研发的平台，共同收集和分析「超舒适」证实数据，促进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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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居民参加的「超舒适」的证实实验



不同领域的融合研究开发的进展情况

不同领域的融合研究开发项目的推进

建立不同领域的融合的三个项目和九个分项目，履行工作活动。向具体的事业化企业・大学・研究所共同建立任务组。

在心中产生共鸣的快活相互作用生活衣食住行的舒适监测创建舒适的智能环境设计

在

ya

(1-1)智能环境的建筑技术

(1-2)智能环境的控制・内容产生的技术

(1-3)在真实的空间证实实验

(2-1)衣环境的技术创新

(2-2)食环境的技术创新

(2-3)住环境的技术创新

(3-1)情感机器人技术

（3-2)超远程存在感

(3-3)精神状态感测技术

在医院通过智能环境治疗效果的验证等
在真实空间证实实验的履行

不同领域的融合研究项目

【不同领域的融合研究项目1】 【不同领域的融合研究项目2】

合作演示照明・空调・影像・音响・香味
等五感信息的智能环境创建

通过触摸护理机器人・会话促进技术等，
创建老人QoL提高的事业等

被科学地验证多种感官信息对美味给
的影响，创建食环境服务事业

为优化人的各种活动的环境创建AI控
制・内容产生的技术开发

通过VR/AR/超临场之感技术等，创建
远程通信促进事业

解开环境（照明・温度和湿度等）对生物节
律给的影响，创建舒适健康的住环境

通过声音・表情・ 脑信息等估计精神状
态，创建全项目的基本技术

构筑促进参加组织互动的「超舒适」证实实验环境,履行不同领域的融合的启动研究

现在有17个任务组和12个NDA（保密协议）。

【不同领域的融合研究项目3】

开发可穿戴式生物信息感测器，实
现精神和身体状态的连续监测

11



「超舒适」证实实验环境的概要
面向不同领域的融合技术的社会实际应用，在KICK内构筑「超舒适」证实实验环境

・在医院「超舒适」技
术的治疗效果等的验
证实验

系统要求不同领域融合・系统化

需求 市场

实用化
・ 五感环境的智能控制： 照度・色温度・温度・湿度・影像・音响・香味・模拟窗等

・ 智能环境设计

・ 舒适的交互式生活
・ 衣食住行的舒适监测

「超舒适」实验室

实验室A 实验室B控制室

5.5m

5.5m

控制・通信设备

・ 感相互作用：情感机器人・超远程存在感技术的验证
・ 精神和身体状态的估计：精神・行动・生物信息・脑活动数据的测量・综合分析

在KICK内构筑「超舒适」证实实验环境

【 产业化案例 】

各种参加组织的技术 在真实的空间适用验证

・ 积极调查和开拓其他
市场

・居民参加的数据收集・
分析,从居民角度市
场需求的分析

在真实的空间验证・反馈

估计精神状态的技术

五感信息控制技术

穿戴式IoT生物感测，心搏・血
压・唾液等的生物感测

照明・空调・影像・音响・香味等的
控制技术，VR/AR・机器人技术

通过表情・ 声音・动作・脑信息・眼球
运动等估计疲劳・注意力・情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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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信息感测



不同领域的融合研究项目1：舒适的智能环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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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事业化形象⇒“优化人类活动的办公室”

上图为在办公室内通过环境传感器评估人员精神状态，并通过AI自动创建最佳的
环境（照明・影像・温度・ 湿度・ 音响・香味等）。例如，针对需要集思广益
的会议和休息时，最适环境条件的设定是不同的。

想法会议 休息时间



不同领域的融合研究项目2：衣食住行的舒适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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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所示，通过传感器测量婴儿的脑・生物信息，通过大数据的分析评估精神和身体的状
态，捕捉提示婴儿发育不良的先兆。

未来的事业化形象⇒“婴儿精神和身体状态的评估”



不同领域的融合研究项目3：快活相互作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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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所示，通过超远程存在感系统，独居老人达到与远方的家庭共享相同的空间进行
交流的状态，另外也展示了安抚式情感机器人对老人会话交流能力的自主促进作用。

未来的事业化形象⇒“在独居老人的心中产生共鸣和活力”



Phase 1 (~2016) 京阪奈的人力资源开发概念；「produce（制作）的海」

Phase 2 (2017) 京阪奈的虚拟校园推进

Phase 3 (2018~ 计划中) 开放式的新兴产业策划人才培养

 Producer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建议
 京阪奈的关键技术

i-Brain × ICT技术・基本知识的传播

 通过各种机构人力资源开发活动的合作促进
／构筑虚拟校园

 建设年轻人社区，成为社会实施的基础

 以企业员工为对象的开放式新兴产业策划人才
培养

 通过与京阪奈地区外的合作进一步扩大活动

 面向“京阪奈”虚拟校园，实现各种机构的集结・融合

人力资源开发・活动项目

fMRI/NIRS经验培训
脑科学基础课程

主意会议

学术界研究介绍技术交流会
在Fab Lab 年轻工程师
的自主交流活动

区域间合作课程开放式创新培训／MBA课程

（形象图）（形象图）

Phase 4 (2019~计划中) 在京阪奈实现「produce（制作）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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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研发综合体的构筑
【目的】
海外拥有大量的风险投资机构。以市场营销，资金，新技术合作，实现构筑全球研发综合体。
【实施项目】
以高创新力（促成增长），以高成长性（顺势增长），以与京阪奈RC的高度亲和力（成为成

长的伙伴），三个政策促进与全球的合作。

硅谷
（4）

纽约
（2）

西班牙
（3） 以色列

（3）

中国
（2）

日本国内（45）
京都(7), 大阪(14),奈良(2)
兵库(2), 东京(16), 茨城(1)
山口(1), 长崎(1), 冲绳(1)

与59个机构（国内45/海外14）开展合作。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