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行业决赛赛程安排表

 
2019-09-04

序
号 比赛时间 赛场 行业 组别 项目名称 参赛者名称

1

2019-09-04
上午场

先进制
造

（A）
先进制造

企业组 视觉巡边点胶设备 深圳市鹏创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2 团队组 前移升降智慧停车系统 上海酷位停车设备
3 企业组 工程安全监测预警系统 深圳市安地科技有限公司

4 企业组 角位移湿式直读传感器及其水表 深圳市捷先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5 团队组 无人艇和水下机器人系统 集群机器人团队
6 企业组 纳米级精测工业应用领航者 深圳明锐仪器有限公司
7 团队组 模块化自主水下机器人 模块化自主水下机器人团队
8 企业组 全自动纺织插纱机器人 深圳市微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 团队组 新一代磁悬浮技术应用解决方案
平台

新一代磁悬浮技术应用团队

10

新能源
及节能

环保
（B）

新能源及节能
环保

企业组 猛犸充电平台 深圳智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11 团队组 绿色银行--绿色智能回收平台 绿色银行团队
12 企业组 液气能治水 深圳兰科科技有限公司
13 团队组 复合式油气分离装置商业计划书 动力365团队

14 企业组 专注于智慧能源互联网管理平台
——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深圳量子力能源互联网有限公司

15 团队组 重金属污染治理和回收及盐碱地
治理

中芬东连横环保科技团队

16 企业组 稀土抛光粉的循环利用项目 深圳粤鹏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7 团队组 用能源互联技术重建BOP人群用
电行为与教育

清洁能源改善人类金字塔底层环
境

18 企业组 基于无人机的空冷燃料电池动力
系统

深圳市通用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19

新材料
（C） 新材料

企业组 功能化石墨烯包覆材料在锂离子
电池中的应用

深圳粤网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0 团队组 富勒星——无机富勒烯纳米工艺
引领者

广西富勒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富勒星团队）

21 企业组 抗干扰高阻靶材 深圳市众诚达应用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22 团队组 全波场道路空洞病害检测 江苏筑升土木工程科技
23 企业组 新型阻燃型液体硅橡胶泡沫材料 深圳市利亚特科技有限公司

24 团队组 高性能层叠阻隔包装材料的产业
化

广东海湾高新材料研究院—北京
化工大学联合研发中心

25 企业组 垃圾发电装备防护用石墨烯涂层
产业化

深圳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6 团队组 浸入式液态散热 浸入式液态硬件项目

27 企业组 石墨烯基复合散热材料产业化研
究和应用开发

深圳市铭晶科技有限公司

28

互联网
和移动
互联网
（D）

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

企业组 RFID预制件追溯管理云平台 深圳市艾赛克科技有限公司
29 团队组 喝彩网 喝彩网

30 企业组 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公共实训基
地互联网平台

深圳市同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31 团队组 登录易 登录科技
32 企业组 客户经营大数据解决方案 深圳市惟客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33 企业组 AI智能虚拟老师 深圳市声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4 团队组 冠心病中老年人的身边AI良医 济沧海
35 企业组 交互式双耳翻译耳机 零零幺（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36 企业组 北斗云在大型施工机械高精度定
位导航和自动化监测中的应用

深圳市北斗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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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生物医
药（E） 生物医药

企业组 新一类抗癌多肽药物的开发 深圳市博圣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8 团队组 JAK抑制剂治疗自身免疫性皮肤
病的研究及产业化

广州再极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39 企业组 病原微生物检测创新技术与产业
化

广东美格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40 团队组 肿瘤基因检测分子诊断技术平台 桐树生物
41 企业组 果蔬保鲜抗菌肽 柠小萌（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42 团队组 尿路感染快速精准检测试剂盒的
研发及产业化

深圳易致精准医疗团队

43 企业组 自动化外泌体（囊泡）提取检测
平台

深圳汇芯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4 团队组 深透医疗科技 深透医疗科技

45 企业组 单分子体外检测技术平台的研发
创新及产业化

深圳上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46

电子信
息（F） 电子信息

企业组 基于自主研发NFC芯片设计的反
向电源智能锁系统

深圳市物联锁科技有限公司

47 企业组 随身物品智能化方案 前海随身宝(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48 团队组 低空防御系统 低空防御系统

49 企业组 高功率高亮度半导体激光芯片的
研发及产业化

深圳市柠檬光子科技有限公司

50 企业组 新型异构可编程 计算芯片项目 京微齐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51 团队组 手机面板玻璃瑕疵检测 嵌牛视觉团队
52 企业组 多米索智能钢琴 深圳多米索科技有限公司
53 企业组 多频通信技术融合与创新 深圳鲲鹏无限科技有限公司
54 团队组 MEMS压电芯片及水声传感系统 广州辰方MEMS压电芯片团队

55

2019-09-04
下午场

先进制
造

（A）
先进制造

企业组 直线旋转二自由度伺服电机研发
及产业化

国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56 团队组 激光纠偏控制器项目 天安至远

57 企业组 分布式单分量高灵敏度智能低频
地震数据采集仪器

深圳面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8 团队组 智能化服装成衣质量检测机器人 七好科技
59 企业组 光谱共焦位移传感器 深圳立仪科技有限公司
60 团队组 掌上超声 掌上超声

61 企业组 特种专业级智能无人直升机系统
平台的研发及产业化

深圳洲际通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2 团队组 室内变电站智能巡检机器人 室内变电站智能巡检机器人
63 企业组 KUBO库宝仓储机器人系统 深圳市海柔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64 团队组 纳米合金管材中国开发技术 超细纳米合金管队
65 企业组 全球智能卫星网络项目 深圳市超时空探索科技有限公司

66 团队组 跟随式低速无人驾驶物流搬运平
台

武汉木神机器人

67

新能源
及节能

环保
（B）

新能源及节能
环保

企业组 有机光伏材料和器件在中国的产
业化

深圳易柔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68 团队组 生物基润滑油研发及产业化 生物基润滑油团队

69 企业组 基于智慧感知的安全生产监测控
制系统

深圳市海捷能科技有限公司

70 团队组 氢能转换器 深大LOHC

71 企业组 城市建筑群幕墙风控系统平台研
发

深圳市智汇幕墙科技有限公司

72 团队组 环保节能型超级智能玻璃 环保节能型超级智能玻璃
73 企业组 一体式智能生态综合除臭系统 深圳市方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4 团队组 低温废热发电技术——热转电电
池

海柏斯股份有限公司

75 企业组 太阳能智慧发光路面系统的研发 深圳慧通光电有限公司
76

新材料
（C） 新材料

企业组 华为手机项目 深圳艾利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77 团队组 高性能碳系水性导电油墨产业化
及推广

武汉鸥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78 企业组 高比能低温动力电池 深圳中全氢锂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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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团队组 amazINK——纸基印刷型柔性
STEAM教育模块

amazINK——纸基印刷型柔性
STEAM教育模块

80 企业组 航天及国防用尖端高性能铝基复
合材料的产业化研发制备及推广

深圳优越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

81
企业组 重冲载荷及高温冲蚀条件下高寿

命复合金属功能梯度超硬涂层处
理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深圳市和胜金属技术有限公司

82 团队组 锂离子电池用低温导电添加剂
MEC380 开发及产业化

ITST

83 企业组 高强度超轻生产特种碳纤维蜂窝
复合材料

时代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84 企业组 银纳米线透明电极，触控新时代 深圳市华科创智技术有限公司

85

互联网
和移动
互联网
（D）

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

企业组  水电气表计物联&智能抄表服务
项目

深圳蜜獾智抄科技有限公司

86
团队组 Dream House——基于手机多传感

器的快速移动测绘与室内设计系
统

Dream House 团队

87 企业组 哈哈零售AI零售柜 深圳市哈哈零兽科技有限公司
88 团队组 南方健康群媒体 南方健康群媒体
89 企业组 花儿数据 深圳花儿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90 团队组 有爱无碍—地理信息技术助力无
障碍出行

武汉百瑞而福科技有限公司

91 企业组 populele 2 智能尤克里里 深圳视感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92 团队组 易贸E-mall人工智能跨境电商出
海运营平台

易贸E-mall出海电商AI平台

93 企业组 工业设备预测性维护软件系统 深圳华远云联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94 团队组 PNC物理层网络编码 中大编码团队——香港中文大学
网络编码研究院合作编码实验室

95

生物医
药（E） 生物医药

企业组 一次性下消化道电子内窥镜系统 岱川医疗（深圳）有限责任公司
96 团队组 高精度自由曲面角膜塑形镜 高精度自由曲面角膜塑形镜

97 企业组 治疗脑中风-脑溢血的新型介入医
疗产品研发与制造

深圳美诺微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98 团队组 熹妃藤茶及产业化项目计划书 熹妃藤茶产业化团队

99 企业组 医用低温等离子技术在全科室微
创手术中应用

深圳唯奥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100 团队组 新一代EGFR抑制剂用于C797S突
变肺癌的治疗

武汉宇科源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101 企业组 基于心电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心律
失常筛查关键技术研发

深圳旭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2 团队组 创新型全自动组织/细胞/蛋白/分
子体外诊断系统

褀氏生物团队

103 团队组 基于免疫机制的创口护理以及消
毒技术

基于免疫机制的创口护理以及消
毒技术

104 企业组 下一代主动免疫检查点调控治疗
及特异性整体免疫重塑

优锐生物医药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

105 团队组 治疗男女不孕不育症的新型长效
新药Grinodin 研发

唐松山博士团队

106

电子信
息（F） 电子信息

企业组 智慧型助听器和智能音频分离系
统

音科（深圳）技术有限公司

107 团队组 5G通信射频芯片项目 5G射频芯片项目
108 企业组 柔性可拉伸电池 深圳极展科技有限公司

109 团队组 基于复杂环境智能安全监控系统
研发及产业化

雪亮工厂团队

110 企业组 高端光通信芯片设计 深圳市芯波微电子有限公司
111 团队组 量子计算 集成开发系统 云韬量子科技

112 企业组 领先的微型投影光学引擎研发及
产业化

深圳市点睛创视技术有限公司

113 团队组 用于机场手推车自动回收的智能
机器人系统

BonoBot

114 企业组 智能水下机器人 深圳微孚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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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团队组 第四代基因测序仪研制应用

——测序技术、纳米孔生物芯片
及核心算法芯片的研发和产业化

第四代基因测序仪

116 企业组 小型低温共烧LTCC滤波器研发及
应用

深圳飞特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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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05
序
号 比赛时间 赛场 行业 组别 项目名称 参赛者名称

1

2019-09-05
上午场

先进制
造

（A）
先进制造

企业组 以极致性能，打造超越日本制造
的“爆品”

深圳市品罗创新实业有限公司

2 团队组 通用型MR智能眼镜的产业化 加州理工学院应用光学双创团队
3 企业组 MiniLED的激光焊接与修复系统 深圳市微组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4 团队组 MANTABOT智能潜水机器人 洋流科技智能潜水机器人

5 企业组 激光传感器及智能移动解决方案
项目

深圳玩智商科技有限公司

6 团队组 精密非球面玻璃透镜的新型生产
线研发

华睿光机科技

7 企业组 超高速磁悬浮穿梭版 深磁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8 团队组 卓远NLP智能公安执法系统 卓远NLP智能公安执法系统
9 企业组 3D-LAMI 深圳市炎瑞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10

新能源
及节能

环保
（B）

新能源及节能
环保

企业组 高能、高功率低温动力锂离子电
池

深圳新恒业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11 团队组 城市矿山开发——废旧锂离子电
池深度处理、回收再生有价资源

城市矿山开发

12 企业组 AI建筑装饰垃圾分拣机器人 深圳扎莫科技有限公司
13 团队组 木蚁机器人 上海木蚁机器人科技

14 企业组 环境挥发性有机物（VOCS）精
准实时检测设备

深圳市世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5 团队组 用于工业高难废水减量化的正反
渗透联用系统

苏州诺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6 企业组 天然气催化裂解零排放制氢和纳
米洋葱碳的中试研究

深圳市前海首尔科技有限公司

17 团队组 船舶柴油机余热ORC发动机/氨盐
吸收制冰机

船舶柴油机余热ORC发动机-氨盐
吸收制冰机

18
企业组 磁控溅射镀银（铜）在5G滤波器

行业取代重污染的化学镀银或银
浆烧结镀银

深圳市鸿儒恒兴科技有限公司

19

新材料
（C） 新材料

企业组 基于石墨烯改性无压虹吸高性能
分离膜与净化装备集成创新技术
及净化装备集成技术

广东泽蓝膜科技有限公司

20 团队组 全波段光敏半导体新材料及光芯
片技术的应用

芯光新材

21 企业组 增强（混合）现实核心光学技术
及系统的研发与产业化

深圳光子晶体科技有限公司

22 团队组 高性能碳陶摩擦材料产业化 高性能碳陶摩擦材料产业化团队

23 企业组 健康护眼精准解决方案（高端创
新制剂生物材料研发与应用）

深圳诺坦药物技术有限公司

24 团队组 高强高韧无磁铝合金产业化 高强高韧无磁铝合金产业化研发
团队

25 企业组 插层自组装功能材料应用及产业
化

深圳海源恒业高新材料科技研发
有限公司

26 团队组 高性能疫苗药物冷链系统及商业
模式

高性能疫苗药物冷链系统及商业
模式

27 企业组 二维黑磷光电功能材料 深圳市中科墨磷科技有限公司
28

互联网
和移动
互联网
（D）

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

企业组 智能售药机+电子商务平台 广东一六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29 团队组 基于深度学习的消防智能诊断预
警云平台

拓深科技

30 企业组 起点学院在线教育平台 深圳聚力创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1 团队组 联合办公空间与颠覆式零售场景 Bee+
32 企业组 搜房车 深圳壹果科技有限公司

33 团队组 心知天气 - 企业级高精度气象服
务

北京心知科技有限公司

34 企业组 音视频AI计算平台 深圳市瑞讯云技术有限公司
35 团队组 IDOL BOX 偶像手办 潮玩科技

36 企业组 基于T-Plant互联网三维可视化平
台的智慧电厂解决方案

深圳图为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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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生物医
药（E） 生物医药

企业组 基于激活抑癌因子P53的抗肿瘤多
肽

深圳市昂克司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38 企业组 基于CRISPR技术的核酸高敏快速
等温检测体系

中科瑞慈生物科技（深圳）有限
责任公司

39 企业组 LiTone LBS 五维高速活细胞成像
系统

光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40 企业组 “Lifemotion 心动力”便携式生命
急救系统 创新研发项目

深圳汉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1 企业组 基于DNA纳米传感器HIV潜伏期
超微量检测试剂盒产业化

深圳市展行生物有限公司

42 团队组 自修复高分子水凝胶用于改善类
风湿性关节炎

吉林大学超分子团队

43 团队组 辅助生殖人工智能诊疗系统 辅助生殖人工智能诊疗系统
44 团队组 3D打印生物陶瓷骨支架创新团队 3D打印生物陶瓷骨支架创新团队
45 团队组 新型抗糖尿病药的研发 哈佛医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团队

46

电子信
息（F） 电子信息

企业组 金属网格（Metalmesh）大尺寸触
摸屏项目

深圳市志凌伟业光电有限公司

47 团队组 面向物联网的RISC-V处理器IP设
计与开发

芯来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48 企业组 宫颈癌液基细胞人工智能筛查系
统Cervix-Sight

深圳视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9 团队组 基于AI与数模混合SOC的智慧医
疗解决方案

澳创芯（澳门）科技有限公司

50 企业组 柔性AMOLED 驱动芯片 深圳吉迪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1 团队组 高精度传感芯片 高精度传感芯片
52 企业组 腾视智能驾驶黑匣子 深圳腾视科技有限公司
53 团队组 BRICKSPOWER Brickspower

54 企业组 国产化高速ADC芯片 灵矽微电子（深圳）有限责任公
司

55

2019-09-05
下午场

先进制
造

（A）
先进制造

企业组 超高精度坐标测量机系统 深圳力合精密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56 团队组 激光清洗-毛化复合加工枪头 Clean All

57 企业组 超大型SLA光固化3D打印机 深圳市金石三维打印科技有限公
司

58 团队组 工业伤损智能监测与在线自动化
检测

零声科技

59 企业组 量产型商业微小卫星标准平台研
制及产业化项目

赛德雷特（深圳）空间技术有限
公司

60 团队组 A-BOT模块化快速拆装机械臂 A-BOT可重构快速拆组机械臂
61 企业组 高精度快速成型光固化3D打印机 深圳市纵维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62 团队组 950型全自动钉接卷绕含浸组立套
管设备

诚捷智能

63 企业组 基于先进印刷制造技术的超薄柔
性印刷电池

深圳新源柔性科技有限公司

64 团队组 高活性细胞3D打印技术 高活性细胞3D打印技术
65 企业组 128线车规级混合固态激光雷达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66 团队组 时空聚焦多光子荧光显微成像系
统

慧眼团队

67

新能源
及节能

环保
（B）

新能源及节能
环保

企业组 锂电池智能干燥系统产业化 深圳力士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68 团队组 多种燃料制燃气供热系统 俄拉诺特
69 企业组 高性能锂离子电池隔膜产业化 深圳锂硫科技有限公司

70 团队组 废旧电路板电子元件分离回收装
置

边疆重案组

71 企业组 基于电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企
业“运动手环”

深圳行知聚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2 团队组 发电设备安全环保高效运行的智
能化设计及改造

哈尔滨沃华智能发电设备有限公
司

73 企业组 新能源汽车多合一集成电机控制
系统

深圳硅山技术有限公司

74 团队组 寒地秸秆饲料化菌剂 寒地秸秆饲料化菌剂

75 企业组 革新的耐有机溶剂分子分离特种
膜材料研发与制造

吾净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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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团队组 高功率催化（HPCO）有机污染
物治理技术开发

高功率催化（HPCO）有机污染
物治理技术开发

77

新材料
（C） 新材料

企业组 声学超材料在减震、降噪、隔音
等领域的应用

凌波怡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78 团队组 层纤/树脂基复合材料边框产业化
项目

德善德信

79
企业组 非金属内胆全缠绕复合材料

LPG气瓶及智能生产线的研发和
制造

海控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80 团队组 一种具有负刚度效应的新型吸能
多孔超材料

星梦团队

81 企业组 芯片材料高通量制备系统开发及
应用

深圳市矩阵多元科技有限公司

82 团队组 新型特种功能聚酯材料 特种聚酯创业团队
83 企业组 各向异性导电胶 深圳市南科康达科技有限公司

84 团队组 可取代塑料的无毒环保新材料的
研发及应用

可取代塑料的无毒环保新材料的
研发及应用

85 企业组 石墨烯包覆纳米金属复合塑料制
备技术研发

深圳赛因斯坦新技术有限公司

86

互联网
和移动
互联网
（D）

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

企业组 Pear Fog 共享雾计算 深圳梨享计算有限公司

87 团队组 哈尔滨玄智科技有限公司轻量级
格斗机器人

哈尔滨玄智科技有限公司

88 企业组 全流程智能处理的商业大数据洞
察系统

深圳市一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89 团队组 智能公安执法研判与量罚系统 智能公安执法研判与量罚系统

90 企业组 即速云小程序开放服务平台建设 深圳市咫尺网络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91 团队组 村镇房屋建造一站式平台 西咸新区矩阵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92 企业组 天天学农 深圳市天天学农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93 团队组 全球室内大数据地图平台 蜂图室内大数据地图平台
94 企业组 区块大陆BaaS系统 深圳区块大陆科技有限公司
95 团队组 AI毒瘾渴求评估系统 望里科技团队
96 团队组 鲲影互娱 鲲影互娱

97

生物医
药（E） 生物医药

企业组 可释放细胞因子封盖的双特异性
抗体应用于肿瘤免疫治疗

深圳康源久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98 团队组 肿瘤病理免疫诊断试剂研究开发 肿瘤病理免疫诊断试剂研究开发

99 企业组 新型临床生物质谱的研制与生产 深圳市永道致远科学技术有限公
司

100 团队组 康养机器人 康养机器人

101 企业组 全方位、高精准、高通量、低成
本的肿瘤液体活检整体解决方案

晶准生物医学（深圳）有限公司

102 团队组 用于终末期肾病替代治疗的可植
入式生物人工肾脏

华越肾科再生医学

103 企业组 细胞辞典细胞富集系统 深圳市潘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4 团队组 新一代预防和改善抑郁和痴呆海
洋脂质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

海洋脑健康功能食品和药物研发

105 企业组 红细胞寿命测定呼气试验仪 深圳市先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6 企业组 循环肿瘤细胞（CTC）高效分离
与临床应用

深圳市瑞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7

电子信
息（F） 电子信息

企业组 用于三维传感的高性能单光子探
测器芯片

深圳市灵明光子科技有限公司

108 团队组 便携式超宽谱中红外激光器 Photon Innovation
109 企业组 半导体装备智能化系统 深圳匠韵智能有限公司
110 团队组 模块化可重构外肢体机器人 模块化可重构外肢体机器人

111 企业组 阵列式热电堆产品（热成像方向
）

深圳市美思先端电子有限公司

112 团队组 Echocloud智能语音云端接入平台 零秒科技
113 企业组 基于ToF技术的3D图像传感器 深圳芯聚微电子有限公司

114 企业组 智能化高灵敏度宽频电磁监测系
统

深圳昆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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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团队组 先进无人航空器集群平台创新应
用：星空视觉盛景和5G高空覆盖

鹰火威峰

116 企业组 视觉导航前移式无人叉车 未来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

117 企业组 近零延时无线高清视频传输解决
方案 — HDZERO

深圳市迪威码半导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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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06
序
号 比赛时间 赛场 行业 组别 项目名称 参赛者名称

1

2019-09-06
上午场

先进制
造

（A）
先进制造

企业组 高精度3D视觉轮廓测量仪 深圳市深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 企业组 基于惯性+GNSS+里程计的铁路
轨道检测仪

深圳华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 团队组 面向终端的低功耗人工智能芯片 面向终端的低功耗人工智能芯片

4 企业组 并联机器人 深圳若贝特智能机器人科技有限
公司

5 企业组 智能工具状态监控系统 深圳吉兰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 企业组 电池烘烤房自动化方案 深圳市镭煜科技有限公司

7 团队组 仿生肌肉动作器件 灵巧仿生机械
臂、机械手和机器人

华龙智能科技

8 企业组 高速高清三维成像系统 深慧视（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9 企业组 基于多传感器同步感知的物流终
端配送机器人系统研发和产业化

深圳一清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10

新能源
及节能

环保
（B）

新能源及节能
环保

企业组 基于新型垂直轴风机的智慧灯杆 深圳市图灵科创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

11 企业组 海洋工程地质勘察设计与服务 深圳亚纳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12 团队组 智能环境监测无人机 华研科技
13 企业组 航天 PEM 水电解制氢项目 深圳太科飞天科技有限公司

14 企业组 先进工业废水废气净化和资源化
技术

沃克福德环境科技（深圳）有限
责任公司

15 团队组 智能水产-高密度绿色水产智能养
殖系统

智能水产-高密度绿色水产智能养
殖系统

16 企业组 高精度直流传感器 深圳市航智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17 企业组 电池的核心材料及其产业化 深圳道童新能源有限公司
18 团队组 水下清刷机器人 斑斓海洋

19

新材料
（C） 新材料

企业组 面向油气田高效高通量油水分离
技术与设备

深圳市圳力液体分离科技有限公
司

20 企业组  光子微晶透明高清全息显像技术 深圳市宝溢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21 团队组 高导热氮化硅板材的制备与应用
研究

氮化硅板材的制备与应用研究

22 企业组 人造微纳仿生功能结构商用 深圳纳弘熠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3
团队组 清水研磨 联和同创（牡丹江大学海南软件

职业技术学院联和同创研磨材料
）

24 企业组 气凝胶节能新材产业化应用 深圳中凝科技有限公司

25 企业组 耐盐碱稻（海水稻）的选育与产
品研发

中农海稻（深圳）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26
团队组 低成本千米级第二代高温超导

YBCO涂层导体用基带产业化项
目

索红莉高温超导材料团队

27 企业组 免喷涂产业闭环-免喷涂一站式解
决方案

深圳免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8

互联网
和移动
互联网
（D）

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

企业组 基于物联网智能门锁的公寓管理
服务系统

深圳旦倍科技有限公司

29 企业组 游密通讯云 游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30 团队组 琳云科技-虚拟偶像 琳云科技-虚拟偶像
31 企业组 互动影像 深圳市百恩互动娱乐有限公司

32 企业组 云工厂在线制造服务平台(在线优
质产能的云制造平台)

云工工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33 团队组 虚拟黑客机器人Vackbot 墨云科技

34 企业组 基于MR剧院的VR直播技术 深圳市大象虚拟现实科技有限公
司

35 企业组  OMH-3D智慧工厂管控系统 东杰智能软件（深圳）有限公司
36 企业组 无障碍地图 深圳地平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7 生物医

药（E） 生物医药
企业组 精准小分子抗癌药物研发项目 深圳艾欣达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38 团队组 海红香米 湛江海稻红健康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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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企业组 铁基可吸收药物洗脱支架 元心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40 企业组 肿瘤光动力诊疗一体化设备 深圳市雷迈科技有限公司
41 团队组 便携式动态表面轮廓分析仪 便携式动态表面轮廓分析仪
42 企业组 晶泰云端智药引擎 深圳晶泰科技有限公司
43 企业组 面阵型量子计数乳腺机产业化 深圳帧观德芯科技有限公司

44
团队组 关节组织干细胞防治关节疾病

：产业化制备关键技术与应用推
广

瑞健小分队（Alps Rejuvenation
Unit）

45 企业组 柔性消化内镜辅助机器人产业化 深圳市罗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6

电子信
息（F） 电子信息

企业组 超低功耗传感器端人工智能芯片 深圳市九天睿芯科技有限公司
47 团队组 100G/400G AWG芯片光引擎 众瑞速联

48 企业组 基于磁异常探测水下目标侦测系
统

深圳市雷立科技有限公司

49 企业组 中海北斗全球厘米级导航与位置
服务

中海北斗（深圳）导航技术有限
公司

50 团队组 基于人工智能的图片视频深度压
缩与增强

福建帝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1 企业组 飞泊通智能化代客泊车平台 深圳市天行家科技有限公司
52 企业组 实时资讯舆情量化数据平台 数行者（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53 团队组 水上智能硬件与机器人 Seauto
54 企业组 360°全景AI音视频智能会议系统 深圳壹秘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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