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第十二届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行业决赛一二三等奖获奖名单及奖金

序号 行业 参赛组别 项目名称 企业/团队名称 奖项
奖金（万
RMB)

1

互联网和
移动互联

网

企业组

“天枢”轨道交通智慧安全立体防

控平台
深圳市北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一等奖 30

2 “零编码企业级极速开发平台 ”创
新创业项目

深圳市科南软件有限公司 二等奖 20

3 智能睡眠解决方案 深圳市迈迪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二等奖 20

4 智能钢筋加工云平台 东杰智能软件（深圳）有限公司 三等奖 10

5 普拉托智慧托盘循环共用解决方
案

深圳市普拉托科技有限公司 三等奖 10

6 移动电子签名专家 深圳小信科技有限公司 三等奖 10

7

团队组

速斗-引领娱乐竞技机器人新时
代

哈工大-速斗 一等奖 30

8 见智——基于区块链隐私学习的
信用科技平台

见智 二等奖 20

9 PNC物理层网络编码 港中大深圳大学5G+团队 三等奖 10

10

电子信息

企业组

Micro-LED新型显示 深圳市思坦科技有限公司 一等奖 30

11 短波长（绿光，紫外）亚纳秒光
纤激光器

深圳公大激光有限公司 二等奖 20

12 人工智能镜片检测设备 心鉴智控（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20

13 物联网世界的皮肤-柔性仿生触
觉传感技术

钛深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三等奖 10

14 一种支持蓝牙泛洪网络和WIFI 
MESH网络新型协议设计与实现  深圳四博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三等奖 10

15 便携式水下智能航行器 深圳潜行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三等奖 10

16

团队组

新一代工业级智能处理器 珠海泰为电子处理器团队 一等奖 30

17 纳米光学生物芯片便携检测系统
的产业化

匠芯科技 二等奖 20

18 天云数据 天云数据 三等奖 10

19

生物医药

企业组

针对TRPC5靶点致力于抑郁症和
慢性肾病创新抗体新药研发

深圳晶蛋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一等奖 30

20 高性能飞行时间（TOF）PET-
CT研制与产业化

中派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20

21 心脑血管介入式手术机器人 深圳市爱博医疗机器人有限公司 二等奖 20

22 可植入式生物人工器官 深圳华源再生医学有限公司 三等奖 10

23 一种极端环境来源天然活性物
（四氢嘧啶）的研发和产业化

深圳中科欣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等奖 10

24 JRF103 深圳金瑞基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等奖 10

25

团队组

果蔬保鲜抗菌肽 果蔬保鲜抗菌肽 一等奖 30

26 个性化精准癌症药物筛选 中科快准医疗 二等奖 20

27 青光眼治疗创新解决方案 青光眼治疗创新解决方案 三等奖 10



28

先进制造

企业组

基于云数据的面向现场用便携式
质谱智能检测系统

深圳至秦仪器有限公司 一等奖 30

29 基于物联网的机器人关节核心零
部件

深圳市零差云控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20

30 基于超微粒子流体显微成像和AI
建模技术的三维粒度仪

深圳孚科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20

31 新一代3C产品精细陶瓷构件精密
加工技术与装备研发及产业化

深圳迈菲精密有限公司 三等奖 10

32 发动机叶片陶瓷型芯的高精度陶
瓷光固化增材制造解决方案

深圳长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三等奖 10

33 SC2000染色封片系统
达科为（深圳）医疗设备有限公

司
三等奖 10

34

团队组

高精度显微手术机器人 高精度眼科手术机器人 一等奖 30

35 高功率工业飞秒激光器及其核心
器件产业化

奥创光子 二等奖 20

36 光子成像新型检测技术服务及系
统建设

光子之光 三等奖 10

37

新能源及
节能环保

企业组

现场热再生机组及成套技术
嘉鹏再升科技（深圳）股份有限

公司
一等奖 30

38 基于产氢供氢一体化技术的氢能
源装备的产业化

深圳市中氢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20

39 固废热解资源化利用技术及装置 优尼环境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二等奖 20

40 一种新型高性能碳复合材料 深圳烯湾科技有限公司 三等奖 10

41 高功率长寿命的氢燃料电池电堆 深圳市南科燃料电池有限公司 三等奖 10

42 氢燃料电池系统高效大功率直流
变换器（DC/DC）

深圳市福瑞电气有限公司 三等奖 10

43

团队组

超高容量石墨烯基超级电容器材
料

超高容量石墨烯基超级电容器材
料

一等奖 30

44 微通道陶瓷过滤膜 微通道陶瓷过滤膜 二等奖 20

45 DPMU配电网同步相量监测单元

研发及应用
剑智电网研发团队 三等奖 10

46

新材料

企业组

新型钙钛矿薄膜太阳能电池的研
发与产业化

深圳普太科技有限公司 一等奖 30

47 高端电子组装及半导体封装材料
的国产化

深圳广恒威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20

48 纳米防雾抑菌材料及产品开发 深圳南科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20

49 有机发光芯片OLED功能材料研
发与产业化应用

冠能光电材料（深圳）有限责任
公司

三等奖 10

50 纳米储热相变材料
小墨热管理材料技术（深圳）有

限公司
三等奖 10

51 液晶膜汽车玻璃 深圳市唯酷光电有限公司 三等奖 10

52

团队组

新型无源显示线性光栅的研发制
造与应用

新型无源显示线性光栅的研发制
造与应用

一等奖 30

53 自控温柔性石墨烯PTC材料
清华大学研究院自控温柔性石墨

烯PTC材料
二等奖 20

54 可长效水下固气的高耐磨超疏水
涂层复合材料 技术(HARSHI)及

应用

智能分子和界面控制前沿技术团
队

三等奖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