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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十年中，Williams F1 一直保持着高水平的赛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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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投资并开始向业务多样化转型，事情才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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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赛车遥测和数据工程技术及工具应用到商用公路车辆
和越野车辆以及设备车队
“虽然我们仍处于建立商业化项目的初期阶段，不过我们
已经看到了无限的潜力。在我们实现这种潜力的过程中，
Derwent Innovation 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Scott 先生
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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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作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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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从事相关的技术和产品研发，公司需要设法让他
们轻松、安全地开展项目协作，让大家感觉就像在同一
栋大楼里办公一样。Derwent Innovation 就能提供这样的
环境，这有助于促进创新和发掘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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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mien Scott
卡塔尔 WTC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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