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半决赛赛程安排表

 
2022-08-08

序
号 比赛时间 赛场 行业 组别 项目名称 参赛者名称

1

2022-08-08
上午场

电子信
息A 电子信息

企业组 智能物联网断路器的研制及销售 深圳腾明技术有限公司

2 企业组 整合充电、电池保护和电机驱动
功能的AISC开发

深圳市诚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企业组 朗力半导体 深圳市朗力半导体有限公司
4 企业组 工业硅光传感器 深圳市曙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5 团队组 基于掩星技术的低轨气象卫星星
座系统研发及其大规模商用

气象卫星星座系统团队

6
团队组 长输管道分布式光纤智能感知与

识别技术（DAS+AI光纤声学系统
）

OptANN

7 团队组 清智优化 清智优化
8 团队组 无屏触控智能AI机器人 无屏触控智能AI机器人团队
9 团队组 人工智能停车场 元通智能

10

互联网
和移动

互联网B

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

企业组 DeAI--基于区块链技术的web3应
用 AI裁决系统

深圳市小元宇宙科技有限公司

11 企业组 Tapdata实时主数据服务平台 深圳钛铂数据有限公司

12 企业组 清声妙语中小学生语言能力提升
/测试（人工智能）项目

深圳市妙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3 企业组 画版平台 画版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4 企业组 基于NLP的法律裁判文书智能检
索

深圳得理科技有限公司

15 企业组 金属加工设备集群管理智能化系
统

深圳市信润富联数字科技有限公
司

16 企业组 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SCM-筷链 深圳市筷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7 团队组 工业互联网安全产品及系统 工业互联网安全团队
18 团队组 精准医疗信息搜索 和医源
19 团队组 军事模拟仿真系统 军事模拟仿真系统团队

20

生物医
药C 生物医药

企业组 MARRKE运动心电监测心率带项
目

深圳星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1 企业组 柳叶刀关节置换手术机器人 深圳柳叶刀机器人有限公司

22 企业组 新型多肽载体靶向药物
（PDC）的研发和应用

深圳市泰尔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23 企业组 抗新冠特效口服药SHEN26 深圳安泰维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4 企业组 新型肿瘤和肿瘤免疫抗体药物的
临床前研发

安普生物医药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

25 企业组 工业级活细胞分析工作平台 深圳市倍捷锐生物医学科技有限
公司

26 企业组 青光眼早期诊断设备 深圳安捷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7 团队组 泛血管介入手术治疗机器人 泛血管介入治疗机器人团队（微
创医疗机器人深圳）

28 团队组 医学影像超声AI领导者 小白极智医联网

29 团队组 细胞与基因治疗（CGT）行业上
游核心生产设备新型解决方案

声行生命科技

30

先进制
造D场 先进制造

企业组 激光微增材技术的研发及应用 深圳原驰三维技术有限公司

31 企业组 海洋油气水下高端测控装备国产
化

海默水下生产技术（深圳）有限
公司

32 企业组 鑫巨先进封装5微米线路电镀与制
造技术

鑫巨（深圳）半导体科技有限公
司

33 企业组 TNS总线控制器解决方案 深圳市同芯智控技术有限公司

34 企业组 超快激光加工碳化硅半导体材料
的自动化设备研发与产业化

深圳腾睿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5 企业组 半导体焊线后自动化检测设备 深圳市华拓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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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企业组 超高性能特种七轴联动激光机器
人研发及产业化

深圳科中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7 团队组 基于复合3D视觉检测技术的智能
焊接机器人及其应用

锐视杰

38 团队组 基于五轴平台的脉冲磁场异种金
属焊接系统

一触即合

39 团队组 绿禾建材-国内首家基于玉米秸秆
-地质聚合物复合墙板供应商

绿禾建材-国内首家基于玉米秸秆
-地质聚合物复合墙板供应商

40

新能源
及节能

环保E场

新能源及节能
环保

企业组 氢燃料电池系统产品开发与智慧
氢能场景应用

深圳市氢蓝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
司

41 企业组 微型动力技术的小型便携式发电
机

百变动力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42 企业组 军工级超低温锂电池 深圳市金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3
企业组 乘用车安全软硬件在环

HIL/MIL碰撞测试车联网平台
&AEB-FCW测试系统

深圳市通盈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44 企业组 自主移动智能设备的大功率无线
充电系统

深圳市旋依科技有限公司

45 企业组 基于热压成型全自动线体电池产
业化

深圳市奥特迈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46 企业组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绿色高效回
收

深圳佳彬科技有限公司

47 团队组 多维度低位道路照明系统 多维度低位道路照明系统
48 团队组 《草木染》 草木染

49 团队组 循环智造——动力电池绿色回收
开拓者

循环智造——动力电池绿色回收
开拓者

50

新材料
F场 新材料

企业组 聚酰亚胺泡沫 深圳市菲尼的科技有限公司

51 企业组 高效环保型设备专用生物清洗剂
合成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优艾斯（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52 企业组 LED 光电玻璃--建筑新材料 深圳市晶泓科技有限公司

53 企业组 液态金属复合材料及3D构件成型
技术产业化

优品优家（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54 企业组 水泥地面结晶硬化剂 深圳市邦士富科技有限公司
55 企业组 三亚保利瑰丽项目 深圳福美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56
团队组 利用微生物技术高效降解农林固

体废弃物开发生物菌肥的应用研
究

中山大学农学院农业资源与利用
团队

57 团队组 核辐射检测材料——NaI的产业化 中大核技术转化团队

58 团队组 环境友好型聚乙烯醇基薄膜 环境友好型聚乙烯醇基薄膜项目
团队

59

2022-08-08
下午场

电子信
息A 电子信息

企业组 基于国产卫星基带芯片的海洋物
联网应用

深圳华力创通科技有限公司

60 企业组 新一代计算流体力学工业软件解
决方案

深圳秩益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1 企业组 制度引擎-内控合规数字化转型
，赋能银行全面合规风险预警

深圳市和合信诺大数据科技有限
公司

62 企业组 基于数字化赋能的跨境综合服务
平台

深圳市德启跨境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63 企业组 商用智能清洁机器人研发与产业
化

九天创智(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64 企业组 水务水利基础设施智能检测监测
装备研发及应用

深圳市智源空间技术有限公司

65 企业组 应用于高频电子线路的微型磁簧
传感器国产化

深圳市小磁科技有限公司

66 企业组 全工况高效增程式智能矿卡技术
项目

深圳得到运通科技有限公司

67 企业组 高性能MCU定制化设计 白泽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
68 企业组 基于磁性存储技术的芯片产业化 深圳亘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9 团队组 卫星激光通信 卫星激光通信

70 团队组 智能多功能超高清显示屏关键技
术研发及产业化（亿普拉斯）

智能多功能超高清显示屏关键技
术研发及产业化（亿普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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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团队组 基于氮化镓技术的Ku波段300W高
线性卫星通信固态功率放大器

天宇星研发团队

72 团队组 高频高速新材料的开发与产业化 高频高速新材料的开发与产业化
73 团队组 8通道24位高速ADC芯片开发 沅上科技团队
74

互联网
和移动
互联网

B场

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

企业组 无感连续检测生物传感器 杉木（深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5 企业组 EC云呼CRM获客系统 深圳市六度人和科技有限公司

76 企业组 高密度PC算力矩阵 深圳市宝通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77 企业组 基于 Unity3D引擎打造的足球用
户画像虚拟仿真系统

深圳市循常互娱科技有限公司

78 企业组 人工智能在多学科诊疗
（MDT）方面的应用

深圳市引领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79 企业组 IOT数智平台C-PASS综合解决方
案

深圳硕软技术有限公司

80 企业组 企业级一站式知识图谱应用及决
策分析平台

深圳普适智能有限公司

81 企业组 爱捷云EdgeRay云平台 深圳爱捷云科技有限公司
82 企业组 BOOKS-AI智能服务器 深圳市不可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3 企业组 数贸云产业生态链 深圳前海数字贸易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84 团队组 NL艺术画鞋 NL 艺术画鞋
85 团队组 OVLD OVLD
86 团队组 Theatron Theatron
87 团队组 ATUN META ATUN META
88 团队组 木材流通智能供应链服务平台 木材流通智能供应链服务平台
89

生物医
药C场 生物医药

企业组 基于PEG的双抗ADC 深圳康源久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90 企业组 治疗dAMD及IBS的1类小分子创
新药研发

科岭源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91 企业组 幽门螺杆菌耐药基因检测系统 深圳市飞渡生物医学有限公司

92 企业组 面向大分子药物递送的纳米电穿
孔系统

深圳载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3 企业组 基于新E3连接酶和难成药靶点的
PROTAC蛋白降解剂研发

百达联康生物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

94
企业组 Cryochip 用于体外辅助生殖卵细

胞/胚胎玻璃化冷冻的自动化操作
平台

深圳拜尔洛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95 企业组 基于掺铒YAG激光的便携式智能
采检仪

深圳市北扶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96 企业组 干细胞规模化培养技术与产业转
化

深圳汉盛汇融再生医学科技有限
公司

97 企业组 生物材料数字化 赋能药械结合下
的医疗定制化植入体

深圳创医汇中新医疗技术有限公
司

98 企业组 “点燃”抗肿瘤免疫治疗的生物
活性药物

深圳市华药康明生物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

99 企业组 定点整合细胞株及工艺解决方案 深圳太力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00 团队组 一站式数字病理与智能诊断系统 英特美迪
101 团队组 医养行业涂鸦 云芯科技
102 团队组 宿主防御多肽 宿主防御多肽

103 团队组 从肠计议——开启配方菌精准治
疗新纪元

从肠计议-开启配方菌精准治疗新
纪元

104

先进制
造D场 先进制造

企业组 智能农业机器人的技术落地与产
品推广

深圳千木知微科技有限公司

105 企业组 高强铝合金铸锻一体成型设备技
术

深圳市北工实业有限公司

106 企业组 Apices Robotics 深圳市好奇心探索科技有限公司
107 企业组 新能源气动元件 深圳市佳迈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108 企业组 DIC视觉传感器技术及其产业化 深圳市海塞姆科技有限公司

109 企业组 应用于AR VR设备的大角度光学
成像镜头

深圳市都乐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110 企业组 人工智能和3D打印技术在齿科数
字化中的应用

深圳腾宏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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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企业组 喷雾消毒机器人 深圳布科思科技有限公司
112 企业组 3D分层检技术 深圳市商巨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113 企业组 玄羽CNC 智能刀具系统-“小羽
飞刀”

深圳市玄羽科技有限公司

114 企业组 锂电池材料高精密加工系统研发
与产业化

深圳市阿尔斯自动化科技有限公
司

115 团队组 智能农业机器人在现代农业中的
研究与应用

仙云机器人技术团队

116 团队组 产业化应用传感器及检测系统 点联智控团队
117 团队组 智能西点机器人 哈尔滨智能西点机器人团队
118 团队组 微纳动力微推力器及推力测量 微纳动力微推力器及推力测量

119

新能源
及节能

环保E场

新能源及节能
环保

企业组 太阳能电池的栅线细密化技术应
用与产业化

深圳纳弘熠岦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120 企业组 下一代燃料电池用新型碳载体及
超低铂催化剂

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

121 企业组 智能电动滑板车（华为生态链战
略合伙伙伴）

深圳市乐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22 企业组 海洋新型原位测试装备关键技术
研发及产业化

深圳市普罗海洋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123 企业组 新型二氧化碳储能系统 百穰新能源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124 企业组 好运拉渣-数字化建筑垃圾资源再
生服务平台

深圳垃小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25 企业组 充电安全运维智能解决方案 深圳库瓦科技有限公司

126
企业组 基于电子噪声的可靠性快速无损

测试方法在新能源汽车电池检测
方面的应用

深圳市好及时科技有限公司

127 企业组 二氧化碳高附加值利用项目 深圳中科翎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8 企业组 第三代船舶动力电池系统研发及
产业化

深圳安易控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129 企业组 基于智能调度、主动管理混合算
法  的智能锂电储能系统

互宇数字能源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

130 企业组 基于多能互补的分布式储能系统 海能信通（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131 团队组 增强现实工业气体泄漏云监测 欧拉方程
132 团队组 下一代更安全新型电池领航者 下一代更安全新型电池领航者
133 团队组 氢燃料电池低Pt催化剂批量制备 氢燃料电池低Pt催化剂批量制备

134 团队组 水落金出 水落金出——重金属电镀废水资
源化领军者

135

新材料
F场 新材料

企业组 基于柔性纤维传感器的AI生命体
征监测系统

棉捷（深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36 企业组 基于单原子技术的新型硫化添加
剂在橡胶领域中的应用

深圳市单原子材料有限公司

137 企业组 车载复合板材表面处理AF颗粒 深圳怡诚新材料有限公司
138 企业组 新型纳米磁流变流体 深圳博海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139 企业组 新型锂电池溅射复合极薄铜箔 深圳市汉嵙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140 企业组 增材制造用金属球形粉末材料的
电弧微爆制备技术及产业化

深圳航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141 企业组 阿尔玻微纳光学元件的设计及产
业化

阿尔玻科技有限公司

142 企业组 芯片级底部填充封装材料的研发
及应用

深圳市汉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43 企业组 650V氮化镓功率器件的研发与产
业化

深圳英嘉通半导体有限公司

144 企业组 第三代OLED核心材料研发及产业
化

深圳智材有机光电有限公司

145 团队组 e创科技-纤维纸基柔性传感材料
的领航者

e创科技

146
团队组 基于新一代大功率半导体芯片技

术及其配套海洋集鱼灯产业化应
用

基于新一代大功率半导芯片技术
及其配套产业化科研团队

147 团队组 可规模化应用的工业级槐叶萍仿
生表面

高科新材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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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团队组 光刻彩胶用纳米色浆 光刻彩胶用纳米色浆攻关队

149 团队组 基于材料基因工程的功能纳米纤
维高通量研制及其应用

功能纳米纤维研发及产业化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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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09
序
号 比赛时间 赛场 行业 组别 项目名称 参赛者名称

1

2022-08-09
上午场

电子信
息A场 电子信息

企业组 室内外一体化定位导航 深圳方位天枢科技有限公司
2 企业组 短距离光互连芯片集成方案 深圳市埃尔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 企业组 高性能半导体激光发射器系列模
组项目

深圳市柠檬光子科技有限公司

4 企业组 指纹保温杯 翰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5 企业组 基于毫米波雷达技术的智能监测
及看护解决方案

深圳市万佳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 企业组 空间感知与多元传感器融合 深圳雷研技术有限公司
7 团队组 Light G Light G

8 团队组 人工智能三维虚拟数字人生成系
统

张晶的团队

9 团队组 北斗不迷路-智能感知的北斗抗干
扰终端设计与应用

中山大学CPNT Lab

10

互联网
和移动
互联网

B场

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

企业组 驼信宝 - 跨境生意更值得新来的
伙伴

深圳马它马它科技有限公司

11 企业组 基于机器视觉的车载移动执法平
台

深圳市品轩智能图像技术有限公
司

12 企业组 AI驱动型虚拟真人直播生成平台 深圳市达旦数生科技有限公司

13 企业组 跨境电商独立站数据BI平台 深圳市店湖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14 企业组 基于云诊断技术的新能源汽车智
能设备

深圳市星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团队组 智能物联网、数字孪生全过程自

动生成技术，赋能数字化转型
，让城市更智慧！

SAFTOP创未来

16 团队组 城乡互连 城乡互连
17 团队组 音乐密码 音乐密码
18 团队组 智能滑轨控制及演示系统 番腾团队
19 团队组 众新科技 众新科技

20

生物医
药C场 生物医药

企业组 可降解蛋白质医用材料 中科蔚蓝(深圳)海洋科技有限公
司

21
企业组 国际唯一对的系统性红斑狼疮

（SLE）基因甲基化标志物研制及
产业化应用

深圳市赛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2 企业组 互联网+血压管理解决方案 深圳瑞光康泰科技有限公司

23 企业组 新一代感染性疾病体外诊断技术
的研发与应用

深圳市海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4 企业组 生物3D打印超级再生工厂 华清智美（深圳）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25 企业组 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的1类多肽
创新药开发

深圳中科新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6 企业组 合成生物学驱动的微生物靶向创
新药

瑞微（深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7 团队组 鼻腔治疗及护理平台 鼻科疾病治疗及护理

28 团队组 “亿迈飞（EMMPhS）”系列骨
科可穿戴治疗设备

“亿迈飞（ EMMPhS） ”系列骨
科医疗可穿戴设备

29 团队组 基于人工智能的药物研发-亿药科
技

北京亿药科技

30

先进制
造D场 先进制造

企业组 像头模组中的检测设备 深圳眼千里科技有限公司
31 企业组 载人eVTOL飞行器（ZG-ONE） 零重力深圳飞机工业有限公司
32 企业组 多功能推拉力测试机 力标精密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33 企业组 11万转高速电机及其驱动控制系
统

深圳市中驱电机有限公司

34 企业组 半导体用“卡脖子”光学零部件
研发与产业化

徕泰信光（深圳）半导体有限责
任公司

35 企业组 千巡巡检巡逻软硬一体化解决方
案

千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36 企业组 数字化直接成像微纳光刻 深圳光迪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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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团队组 超高效工业风机的定制化  超高效工业风机的定制化

38 团队组 慧眼-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线缆巡
检系统

微检创业团队

39 团队组 指保-用于断指患者的主被动式轻
量化外骨骼康复训练系统

指保团队

40 团队组 深海科技构建智慧海洋关键基础
设施

硅赫智慧海洋科技团队

41

新能源
及节能

环保E场

新能源及节能
环保

企业组 家用电动汽车充电桩 深圳腾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2 企业组 深碳科技 深碳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43 企业组 海域热污染降温治理及冷源海水
淡化工程

深圳润德工程有限公司

44 企业组 动力软包极耳 深圳市文壹先端材料研究开发有
限公司

45 企业组 发泡极片制备固体电池及新能源
汽车后备电源BMS产品

深圳市豪锦鹏新能源有限公司

46 企业组 海洋生物酶促五碳糖转化技术在
牧农循环产业中的应用

美丽乡村（深圳）智农科技有限
公司

47
团队组 藏粮于“剂”——己唑醇杀菌新

剂型为农业绿色防控“保驾护航
”

藏粮于“剂”——己唑醇杀菌新
剂型为农业绿色防控“保驾护航
”

48 团队组 e换电：专注轻型电动车能源网络 e换电：专注轻型电动车能源网络

49 团队组 柔性CIGS半导体薄膜太阳电池及
其智能装备应用

新能源智能装备团队

50 团队组 “碳迹因子库” 碳迹因子库

51

新材料
F场 新材料

企业组 红外热成像系统与关键器件材料
的产业化

深圳普诺维科技有限公司

52 企业组 特种车辆噪声检测及降噪解决方
案

深圳启赋科创技术有限公司

53 企业组 高频磁性材料及半导体元器件研
究开发

深圳市中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4 企业组 柔性智能膜/屏 寒武纪防卫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55 企业组 高性能硅烷改性聚醚密封胶 深圳市优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56 企业组 计算驱动的材料设计 深圳新顿科技有限公司

57 企业组 应用于可穿戴健康监测的全印刷
柔性传感器

明鑫（深圳）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58 团队组 透明分辨率扩增器 元面
59 团队组 高容量钠离子电池硬炭负极材料 钠电硬炭团队
60

2022-08-09
下午场

电子信
息A场 电子信息

企业组 迈创MX6100编解码系统的研发 迈创（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1 企业组 L2.99多功能智能驾驶域控制器 深圳市英博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
司

62 企业组 融合量子密码技术的商用加密产
品开发及应用

深圳科盾量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3 企业组 下一代自主可控的智能 GPU+RI
芯片

深流微智能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64 企业组 Data Thinker大数据基础软件  深圳湖图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信
息

65 企业组 新一代eSIM物联网基带芯片及全
球连接服务

深圳树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6 企业组 低功耗/高性能线性降压(LDO)芯
片

深圳奥简科技有限公司

67 企业组 智令互动—国内首个互动视频创
作云服务平台

智令互动（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68 企业组 基于声呐阵列的环境声音感知 深圳迅声灵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9 团队组 人体体征雷达传感 凌感科技
70 团队组 农卷风数字农业建设方案 农卷风运营团队
71 团队组 深度学习模型计算管理平台 青年夏日科技团队

72 企业组 基于光波导核心技术的AR光学模
组

深圳珑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73 团队组 算显分离式混合现实智能设备 算显分离混合现实技术及产品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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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团队组 基于智能传感器和AI视觉多算法
融合的灾害预防整体解决方案

金瑞铭

75

互联网
和移动
互联网

B场

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

企业组 基于AR/AI的元宇宙底层引擎平
台软件

深圳市乐浩洋科技有限公司

76 企业组 点链SCCP供应链协同管理 深圳点链科技有限公司

77 企业组 SmartBuIlding数字孪生平台助力
政企数字化转型

观讯信息（深圳）有限公司

78 企业组 基于SaaS云平台的综合能源港数
字化项目

深圳市能数科技有限公司

79 企业组 XR智能座舱 小象智能（深圳）有限公司
80 企业组 装配式建筑一站式云平台 深圳市大乐装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81 企业组 基于AI与大数据应用的依瞳智慧
工业平台

依瞳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82 企业组 STAR SEEK 数字孪生基础设施提
供商

深圳星寻科技有限公司

83 企业组 基于深度学习的面部特征识别系
统

深圳市智胜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84 企业组 达实旗云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 深圳达实旗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85 团队组 鲸头鹳 鲸头鹳-把写真变成一份礼物

86 团队组 新工业引领新时代——数字化转
型助推制造企业高效运营

新工业引领新未来

87 团队组 沉浸式自闭症儿童治疗康复方案 沉浸式自闭症儿童治疗康复方案

88 团队组 潮粤——搭建“粤菜师傅” 工程
文培教育的桥梁

潮粤策划——搭建“粤菜师傅
”工程文培教育的桥梁

89 团队组 斜杠力Powerslash 斜杠力Powerslash

90

生物医
药C场 生物医药

企业组 让中药走向世界，让中药走进生
活

炁艾生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91 企业组 产科超声筛查和国产超声设备的
智能化升级

深圳度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92 企业组 基于免疫代谢策略的First-in-
class免疫抑制药物研发

 深圳默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3 企业组 AI赋能代谢增强型免疫新疗法 深圳莱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4 企业组 早期胰腺癌智能分子诊断技术早
筛试剂盒

康德（深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95 企业组 体腔热灌注治疗机、一次性使用
体腔热灌注治疗循环管路

深圳市医思美科技有限公司

96 企业组 高通量自动化类器官平台 深圳市西格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7 企业组 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远程放
疗服务模式研究

深圳市医诺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98 企业组 一种高效的生物育种加速器 中农数字育种（深圳）有限公司

99 企业组 全球领先独创的双/多特异性分子
嫁接生物制药

准星生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00 企业组 个体化胰腺癌肿瘤新抗原疫苗 安达生物药物开发（深圳）有限
公司

101 团队组 基于微粒操控生物芯片叉指电极
阵列开发

微粒操控生物芯片团队

102 团队组 多腔室体液采集装置及区块链健
康管理系统

多腔室体液采集装置及区块链健
康管理系统

103
团队组 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技

（LSPR）的多疾病即时检测
（POCT）平台

望切One Check团队

104 团队组 新型复杂碳水化合物结合蛋白疫
苗技术研发平台的开发与产业化

创宇制药

105

先进制
造D场 先进制造

企业组 洋流水上运动及装备产业化 洋流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06 企业组 QD Infinity粮食工业智能AI检测终
端

深圳市赛泰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07 企业组 智能气体传感器及人工嗅觉平台 深圳市汇投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108 企业组 柔性材质贴覆技术的推广及
OLED柔性屏智造应用

深圳奥图美特技术有限公司

109 企业组 船舶除锈攀爬机器人 深圳市华维浦上智能机器人有限
公司

110 企业组 eVTOL 载人级自动驾驶飞行器 深圳市蜉飞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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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企业组 Die prober For WLCSP Bump 前海晶方云（深圳）测试设备有
限公司

112 企业组 库宝箱式仓储机器人系统 深圳市海柔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113 企业组 功率半导体大电流无功测试系统 深圳市愿力创科技有限公司

114 企业组 特种全域应急救援机器人研发与
产业化

深圳丞士科技有限公司

115 企业组 一种新型水上运动装备的研发及
产业化

深圳市天云极客科技有限公司

116 团队组 一款可以准确预测随机载荷下金
属疲劳寿命的系统

一款可以准确预测随机载荷下金
属疲劳寿命的系统

117 团队组 “数字孪生化”新中式顶奢服饰 元衣科技

118 团队组 EnsmartEV: Entrust Smart EV
Charger

Entrust智能微电网

119 团队组 开创新型聚酯材料用醇的新工艺 创艺酯醇团队
120

新能源
及节能

环保E场

新能源及节能
环保

企业组 城市固废数字化运营平台 飞宝（深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21 企业组 茵塞普设施化昆虫蛋白生物转化
系统

茵塞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22 企业组 320W-1200W大功率LED驱动电源
技术的设计与研发

深圳市高工电子有限公司

123 企业组 BIPV 深圳赛格龙焱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24 企业组 化学镀镍废液无害化及高值化利
用

深圳市点石源水处理技术有限公
司

125 企业组 基于浮选法的垃圾焚烧飞灰资源
化处理技术

深圳市小荷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126 企业组 18S-30000mAh 农业植保无人机智
能电池及充电器

深圳市智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27 企业组 面向下一代数字基础设施的节能
双循环液冷项目

深圳安腾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128 企业组 真空气相沉积制备大面积高效率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深圳无限光能技术有限公司

129 企业组 基于真空镀膜技术的功能型电子
薄膜制备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派镀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30 企业组 机电抗震系统 深圳市置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31 团队组 风驰电掣 光驰电掣
132 团队组 绿色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氢春动力

133 团队组 海洋生物酶促五碳糖转化技术在
牧农循环产业中的应用

乡村振兴

134 团队组 湖石负排技术 AIERERE 湖石可持续发展负排放技术团队
（湖石负排）

135 团队组 跳出农业做农业——基于科技农
业的城市碳中和解决方案

跳出农业做农业-基于科技农业的
城市碳中和解决方案

136

新材料
F场 新材料

企业组 S-OCA增强光能光学胶 深圳市群智科技有限公司

137 企业组 DDH 高速高频高导热印刷电路板
用覆铜板材

深圳市纳氟科技有限公司

138 企业组 基于紫光激发LED芯片技术及配
套全光谱照明科技产业化应用

深圳市知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39 企业组 可循环功能性PVA薄膜 深圳森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40 企业组 石墨烯散热材料研发与应用 深圳稀导技术有限公司
141 企业组 透明石墨烯美肤仪产品 深圳市照见科技有限公司

142 企业组 基于非织造柔性过滤新材料的涤
风灭菌净化芯

深圳市涤风科技有限公司

143 企业组 基于溶胶-凝胶法调控结合剂方法
的团聚磨料制备技术

深圳中机新材料有限公司

144 企业组 长寿命低成本储能钠离子电池关
键材料

深圳珈钠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45 企业组 水系钠离子电池制备与应用 深圳为方能源有限公司

146 团队组 超导“基业—中国高温超导合金
基带开拓者

超导“基”业团队

147 团队组 光膜科技——为你看世界更出彩 光膜科技——为你看世界更精彩
148 团队组 康邦德生物树脂与复合材料 康邦德生物树脂与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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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团队组 高品质碳纳米管及其复合材料的
研发与产业化

一羽纳米科技

150 团队组 新一代纤维三维编织成型轻量化
材料研发与应用

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研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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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10
序
号 比赛时间 赛场 行业 组别 项目名称 参赛者名称

1

2022-08-10
上午场

电子信
息A场 电子信息

企业组 空中视频信息系统 深圳市空中秀科技有限公司
2 企业组 新一代相控阵卫星通信终端 深圳市飞思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3 企业组 4G/5G混频天线研发项目 深圳市鑫龙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4
企业组 基于L1/L5双频GNSS+惯导定位系

统及LTE-CAT1无线通讯的两轮车
IOT解决方案

深圳欧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 团队组 边缘智芯CoreAcceler 边缘智芯CoreAcceler

6 团队组 消费级烫画打印机 执着于创客工具开发的海外营销
团队

7 团队组 AI释谱——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
古琴减字谱数字化平台

AI释谱

8 团队组 交通基础设施安全监测与数字化
运维

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促进者

9 团队组 结合集成光学和微机电系统的 智
能光传感器芯片

结合集成光学和微机电系统的 智
能光传感器芯片

10

互联网
和移动
互联网

B场

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

企业组 INZ LAB — 全球数字艺术与未来
科技创新平台

因子（深圳）艺术科技有限公司

11 企业组 鞋都优选  -  鞋类数字化设计制造
云平台

知鞋数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2 企业组 B2B企业礼品定制电商服务平台 艾象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13 企业组 借助nEdge(MEC) 构建5G+智慧园
区

紫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4 企业组 科中云智慧能源云平台 深圳市科中云技术有限公司
15 企业组 雷达光电一体海洋监控预警系统 深圳市数智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16 团队组 同梦艺术-幼小初OMO智慧音乐
课后服务领航者

同梦艺术-幼小初OMO智慧音乐
课后服务领航者

17 团队组 水环境智能监测监控机器人及蛟
龙平台

泰艾德机器人技术团队

18 团队组 心情红绿灯 心情红绿灯
19 团队组 心云智联 心云智联
20

生物医
药C场 生物医药

企业组 深圳市步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步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1 企业组 大麦微针植发 大麦植发医疗（深圳）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2 企业组 智能下肢外骨骼康复系统 深圳市丞辉威世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

23 企业组 重组生物纳米磁珠法冠状病毒富
集及检测

国科融智（深圳）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24 企业组 基于原创纳米化学及相关技术的
血浆无创液体活检应用平台

深圳市南科征途有限公司

25 企业组 游离核酸液相提取技术研发及产
业化

相达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6 团队组 医用被服智能化 一秋团队

27 团队组 脑云筛-急性脑血管病院前早筛早
诊解决方案

 脑云筛-急性脑血管病院前早筛早
诊解决方案

28 团队组 基于溶瘤病毒治疗卵巢癌的创新
药开发

苑存忠团队

29 团队组 电化学核酸快速检测一体机 电化学核酸快速检测一体机团队

30

先进制
造D场 先进制造

企业组 专为家庭设计的智能服务终端
——家庭服务机器人

赋之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31 企业组 基于L4无人驾驶技术的3D视觉智
能环卫清扫车

城市之光（深圳）无人驾驶有限
公司

32 企业组 新能源便携式密封测试仪CBW01 深圳市希立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33 企业组 企业级非结构化数据处理AI平台 深圳智能思创科技有限公司
34 企业组 冰淇淋生产自动一体化解决方案 深圳上善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35 团队组 新一代高速高频印刷电路板技术 新一代印刷电路板技术

36 团队组 基于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技术的公
共安全快检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增强拉曼技术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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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团队组 卒中卫士-穿戴式上肢外骨骼康复
训练评估系统

智慧医疗团队

38 团队组 智能光电子芯片创新研发和应用 Tera+先进光子半导体技术创新团
队

39 团队组 柔性测量智能机器人 柔性测量智能机器人研发团队

40

新能源
及节能

环保E场

新能源及节能
环保

企业组 基于蓝藻和二氧化碳排放的低成
本项目

深圳市科冬科技有限公司

41 企业组 新型碳捕集工业环保处理技术 天星高科（深圳）有限责任公司

42 企业组 超热导材料与应用 深圳市飞象智能家电科技有限公
司

43 企业组 基于下一代通信技术的小运量轨
道交通低碳解决方案

比亚迪通信信号有限公司

44 企业组 锂电材料智能制造一体化解决方
案

深圳禹龙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45 团队组 电磁行星齿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电磁行星齿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46 团队组 海源清能 海源清能

47 团队组 大黄牛。基于区块链StoBtoC产业
互联网废旧物资回收与利用

大黄牛，基于区块链StoBtoC的产
业互联网废旧物资回收与利

48 团队组 生鲜垃圾“负碳”技术应用 生鲜垃圾“负碳”资源化技术团
队

49 团队组 智行环保无人驾驶环卫车 智行环保无人驾驶环卫车

50

新材料
F场 新材料

企业组 K金用高抗氧化性母合金工艺研
究

深圳市翠绿贵金属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51 企业组 彩色柔性电子纸用低温制程彩色
光刻胶

深圳市邦得凌半导体材料有限公
司

52 企业组 新材料塑料金属化在通讯行业技
术化及产业化

深圳慧联达科技有限公司

53 企业组 一种取代塑料制品的全生物降解
合成新材料及自动化生产设备

三叶草生物降解新材料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

54 企业组 智能仿生与纳米增强超高抗冲击
防护材料

深圳安迪上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55 团队组 基于逆数智能分析技术的材料检
测工作站

孚科仪器

56 团队组 新型量子点在高端显示领域的产
业化

桑若量子科技

57 团队组 一种低温膨胀聚氨酯防火系统的
应用

空间防火防护专家

58 团队组 国防军工级压电陶瓷声光新材料
技术的产业化

国际领先的压电陶瓷声光新材料
技术的产业化

59

2022-08-10
下午场

电子信
息A场 电子信息

企业组 智慧城市终端LED显示领域关键
技术研发

太龙智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60 企业组 高精度电流检测及充电指示芯片
LK1072（SOC）

深圳市兰科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61 企业组 功率半导体及第三代半导体产业
化项目

深圳市思米半导体有限公司

62
企业组 汽车主动安全系统（AEBS）行人

目标物检测控制单元的开发与测
试

深圳申美科技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63 企业组 基于物品标识与定位芯片技术的
商品数字化技术平台

优思物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64 企业组 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芯片 深圳市森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5 企业组 洛克特视效 深圳洛克特视效科技有限公司

66 企业组 电力物联网自取电智能感知产业
化应用

凯铭诺（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67 企业组 基于衍射光波导及微投影的扩瞳
显示装置模组

深圳市光舟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68 企业组 智能多模态经颅穴位神经刺激
（Robotized TMS）医疗机器人

身欣医学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69 团队组 完整5G+AI基带通讯芯片及解决
方案

以芯半導體

70 团队组 新型智慧城市信息栅格“4S”云
系统

北斗智慧城市团队组

71 团队组 元宇宙超声波芯片 超声波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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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团队组 BIM码-孪生核·全域产业元宇宙 BIMetaverse
73 团队组 基于无感交互技术的手控环 原宇智能

74

互联网
和移动
互联网

B场

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

企业组 基于神经网络的3D视图多层次结
构匹配软件

深圳皓南科技有限公司

75 企业组 星云Clustar高性能算力解决方案 深圳致星科技有限公司

76 企业组 诺伊云不良资产处置法律智能尽
调系统

深圳市诺伊云数字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77 企业组 一体化智慧物流解决方案 深圳市平行线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78 企业组 Ai赋能智慧防疫--运输全接驳管
理平台

深圳柏成科技有限公司

79 企业组 实时VR 3D一体式相机&元宇宙应
用

深圳视点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80 企业组 MatrixOne 新一代超融合异构云原
生数据库

矩阵起源（深圳）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81 企业组 康益恒 深圳市康益恒科技有限公司

82 企业组 应用AI学习的行业大数据SAAS平
台

汇赢（深圳）信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83 企业组 基于大数据及AI技术的新零售智
能营销平台

深圳市灵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84 团队组 万象智联-工程机械数字化运营管
理平台

万象智联-工程机械数字化运营管
理平台

85 团队组 阿托盾元宇宙 阿托盾元宇宙

86 团队组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地下管廊大数
据平台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地下管廊大数
据平台

87 团队组 华清绿色保税国际维修供应链平
台

华清绿色科技团队

88 团队组 予心港-全链式大学生心理关怀互
助平台

予心港-全链式大学生心理关怀互
助平台

89

生物医
药C场 生物医药

企业组 全自动核酸分析系统-全场景解决
方案

深圳市博德致远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90 企业组 便携式连续无感血压监测和风险
预警

心永（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91 企业组 智能医学3D可视化系统 深圳市一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2 企业组 基于人工智能的诊疗一体化血管
介入手术机器人

深圳睿心智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93 企业组 深圳市贝美药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贝美药业有限公司

94
企业组 “光影智融”一融合光学定位、

混合现实与人工智能的手术导航
技术

深圳市深光粟科技有限公司

95 企业组 杂交稻优质亲本兆A创制及应用 深圳市兆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96 企业组 第二代体外培育人工血管项目 柔脉医疗（深圳）有限公司
97 企业组 医学可视化与医学信息传达 深圳科视绘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98 企业组 纯粒NFC玉米汁 深圳市一个玉米科技有限公司

99 团队组 夹持式环形微针刀特斯拉阀高效
无痛采血装置

夹持式环形微针刀特斯拉阀高效
无痛采血装置

100 团队组 放疗靶区智能勾画系统 柏视医疗放疗靶区智能勾画项目

101 团队组 “乳药健康”—— 一种防治乳腺
增生的现代中医药综合疗法

深圳技术大学药学院乳药健康团
队

102 团队组 视盈-智能眼视力保健仪 视盈-视力保健仪

103 团队组 “珍惠听”智能耳伴—更时尚的
无障碍助听解决方案

完人科技

104

先进制
造D场 先进制造

企业组 超精密晶圆减薄机设备研制 深圳市梦启半导体装备有限公司

105 企业组 基于融合感知和意图识别的大场
景商用清洁机器人

汇智机器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06 企业组 智能无人仓整体解决方案 深圳蓝胖子机器智能有限公司
107 企业组 直线交叉带分拣设备 深圳市立晟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108 企业组 建筑机电支撑系统的关键部件研
发和应用

深圳市固耐达科技有限公司

109 企业组 面向适航的三余度电动飞机控制
系统

深圳市边界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20
22
08
01
15
23
35



110 企业组 数字化运动与健康闭环解决方案 深圳市圆周率智能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111 企业组 基于PMD技术的高反光物体面形
检测系统

深圳品图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112 企业组 卫星激光通信终端 氦星光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13 企业组 新石器无人车 新石器粤通（深圳）科技有限公
司

114 团队组 用于触觉感知的柔性六维力传感
器技术

斯塔奇柔性触觉团队

115 团队组 汽车用高集成度低功耗激光雷达
模拟前端芯片

汽车用高集成度低功耗激光雷达
模拟前端芯片

116 团队组 全自动激光焊接系统集成产业化 智能焊接团队

117 团队组 火箭派商业航天运载火箭和空间
生命科学服务产业化

火箭派商业航天运载火箭和空间
生命科学服务产业化

118
团队组 锐意制造——轻质高强碳化硅高

精密结构件3D打印技术破局者
锐意制造——轻质高强碳化硅陶
瓷高精密结构件3D打印技术破局
者

119

新能源
及节能

环保E场

新能源及节能
环保

企业组 一种抗电解液褶皱锂离子电池隔
膜制备方法及制得的隔膜

深圳市博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120 企业组 模块化组合式太阳能储能电源 深圳市航城电子有限公司

121 企业组 新能源汽车用镁合金部件微弧复
合处理装备研制及工艺开发

深圳市粤辉煌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122
企业组 高热流密度散热技术在数字相控

阵与射频大功率组件散热能力提
升的应用研究

深圳威铂驰热技术有限公司

123 企业组 负极极片补锂一体机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124 企业组 储能系统产品为核心的全球微电
网解决方案

中腾微网（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125 企业组 纳米电解水产业化 中领淼之奇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126 企业组 基于智能多模传感器的储能电池
安全监测预警及消防联动系统

深圳市赋感科技有限公司

127 企业组 海洋智慧监测预警 深圳市绿洲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28 企业组 适用于中国海域海上风电工程技
术解决方案

深圳华蕴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129 企业组 易能电 深圳易能电科技有限公司
130 企业组 光纤传感-为新能源赋能 深圳中科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131 企业组 智慧储充一体式电源装备产品 启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32 企业组 基于全生命周期系统管理的锂电
池回收梯次利用服务平台

深圳市闪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33 团队组 4D毫米波雷达技术在自动驾驶L3-
L5项目中的商业化应用

自动驾驶4D毫米波雷达

134

新材料
F场 新材料

企业组 屹艮工业模拟平台 深圳屹艮科技有限公司

135 企业组 超减压凝胶多聚物新型高分子材
料在睡眠床垫及枕头的应用

梦适睡眠健康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

136 企业组 倒装芯片封装用底部填充胶 深圳市聚芯源新材料技术有限公
司

137 企业组 FRCC新材料 世大新材料（深圳）有限公司

138 企业组 Micro-LED新型显示锡球转移技
术

安兴精密（深圳）有限公司

139 企业组 超薄透明柔性导电材料—微米级
超精密导线技术及应用

深圳市壹显科技有限公司

140 企业组 钛基燃料电池金属双极板 深圳金恒辉新材料有限公司

141 企业组 基于全波光响应技术的空间净化
项目

深圳市德晟泰达科技有限公司

142 团队组 舸安氢能-全球新型催化材料革新
者

舸安氢能团队

143 团队组 数据中心新型浸没式液冷散热技
术解决方案

兰洋科技

144 团队组 冰来胶挡——仿生防冰新材料 冰来胶挡——仿生防冰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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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团队组 长兴——打造化肥式惠农公益的
领头雁

长兴农业科技服务团队

146 团队组 弘润清源：新型功能材料应用于
空气集水解决方案

弘润清源：新型功能材料应用于
空气集水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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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11
序
号 比赛时间 赛场 行业 组别 项目名称 参赛者名称

1

2022-08-11
上午场

电子信
息A场 电子信息

企业组 睿思芯科RiVAI-V DSP IP 产品 睿思芯科（深圳）技术有限公司
2 企业组 微特电机驱动芯片 深圳率能半导体有限公司
3 企业组 可见光通信系统的产业化 深圳华创芯光科技有限公司

4 企业组 车规级功率半导体器件国产化替
代

深圳云潼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 团队组 海上智慧牧场 智慧海洋牧场

6 团队组 EE Music Tech Singapore EE MUSIC TECH （新加坡鱼尾狮
音乐教育科技）

7 团队组 海洋油气生产系统数字孪生 油气集输工艺系统仿真软件开发

8 团队组 EPC300xx 消费级智能BMS SoC电
源管理芯片

鸿智电通微电子

9 团队组 软镜手术机器人高精度磁导航系
统

软镜手术机器人高精度磁导航系
统

10

互联网
和移动
互联网

B场

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

企业组 蓝税-薪社税一体化解决方案 深圳市蓝鹰立德科技有限公司
11 企业组 医药行业营销服务交易SaaS平台 深圳要易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2 企业组 苔米域小蜜SCRM平台商业推广
服务系统

深圳苔米科技有限公司

13 企业组 基于低代码的智慧水务微服务快
速交付平台

深圳市润泽鑫技术责任有限公司

14 企业组 飞算云创全自动数据建模平台 前海飞算云创数据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

15 团队组 智慧两轮车及运营方案 智慧物联团队
16 团队组 “数和”实时数据交换平台 智云数和

17 团队组 思流Focus-基于注意力机制的视
频压缩技术及应用

思流科技

18 团队组 声声不息 声声不息

19

生物医
药C场 生物医药

企业组 间充质干细胞新药研发及产业化
平台

深圳市茵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 企业组 基于vlp病毒样颗粒的疫苗研发 深圳赫兹生命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21 企业组 无创呼气分子诊断平台 惠雨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2 企业组 新一代细胞药物数字化制造装备 深圳赛桥生物创新技术有限公司

23 企业组 基于LNP递送系统的mRNA药物
的开发

深圳虹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4 团队组 再生医学产品的研发及其产业化 再生医学产品的研发

25 团队组 三级联动模式下心脏精准筛查与
康复

三级联动下心血管病精准筛查与
康复

26 团队组 基于熵焓补偿的蛋白质相互作用
的高精度计算

雨林团队

27 团队组 新一代分子病理诊断 新一代分子病理诊断技术-超纳

28 团队组 颅内动脉瘤纳米电纺支架的研发 深圳市人民医院转化医学中心介
入研究团队

29

先进制
造D场 先进制造

企业组 3D数字孪生与混合智能平台
(Mixed AI)

跨维（深圳）智能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

30 企业组 模块化机器人动力与控制系统解
决方案

深圳市昂霸科技有限公司

31 企业组 超小型时钟晶体谐振器（3215和
2012系列）

深圳市鑫亿晶科技有限公司

32 企业组 全场景应用触觉数字化与触感技
术

帕西尼感知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33 企业组 中高端芯片测试探针卡国产替代
产品

深圳市弘测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34 团队组 南科eVTOL智能混合动力系统 南科大eVTOL智能混合电推进实
验室

35 团队组 奇异摩尔：算力时代，芯片界的
LEGO

奇异摩尔智慧芯团队

36 团队组 YBSF大功率交流异步伺服驱动器 YBSF大功率交流异步伺服驱动器
37 团队组 阿凡达脊柱微创手术机器人 阿凡达脊柱微创手术机器人
38 团队组 高精度医疗微系统芯片 前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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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生物医
药E场 生物医药

企业组 血流导向密网支架的研发 聚辉医疗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40 企业组 国内领先的临床免疫数字平台 深圳泛因医学有限公司
41 企业组 医疗激光荧光诊断及治疗仪器 深圳市安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2 企业组 高精度亚微结构骨质量分析系统 博志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43 企业组 通用型CAR-T细胞治疗CDMO平
台

深圳汉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4 团队组 “油板”卫士--抗流感病毒革新
者

华云博仕

45 团队组 肿瘤类器官个体化精准药筛项目 普罗布诺
46 团队组 基于人工智能的药物研发 亿药科技
47 团队组 声场生物制造技术 声场生物制造技术
48 团队组 一站式全景医疗便捷就医服务 云医康团队

49

电子信
息F场 电子信息

企业组 急危重症数据一体化辅助决策平
台

深圳市尚哲医健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50 企业组 西人马智慧风电系统 西人马（深圳）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51 企业组 基于机器视觉的情绪识别系 统关
键技术研发

深圳埃尔姆科技有限公司

52 企业组 inFace科技智美家用多效美容仪 深圳市米谷智能有限公司
53 企业组 碳中和大数据平台 深圳市智多兴投控科技有限公司
54 团队组 新型节能智慧公厕 万物智联
55 团队组 中國特色元宇宙 中國特色元宇宙
56 团队组 智能全地形机器人 智能全地形机器人
57 团队组 基于微内核研发安全操作系统 磐石团队
58

2022-08-11
下午场

电子信
息A场 电子信息

企业组 SA32 深圳市普雷德科技有限公司

59 企业组 医疗AR场景化硬件解决方案组合
——AR医疗矩阵

深圳返景星达科技有限公司

60 企业组 智能遥控器 深圳弗瑞奇科技有限公司
61 企业组 小间距室外显示屏 深圳市德浩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62 企业组 E波段GaN四合一功放模组 盛纬伦（深圳）通信技术有限公
司

63 企业组 闪存可靠性测试产品 深圳市芯片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64 企业组 国产工业仿真软件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深圳十沣科技有限公司

65 企业组 基于LPD的脸部特征点AI识别 深圳市深智誉科技有限公司
66 企业组 面向SMT行业的智能制造系统 深圳市硕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7 企业组 物联黑板项目 深圳市灵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8 团队组 芯片前端设计EDA软件国产化研
发及产业化项目

芯片前端设计EDA软件国产化研
发及产业化团队

69 团队组 空海跨领域可重构航行器 潜鸟创新
70 团队组 AIS人工智能Robot AISround人工智能团队

71 团队组 基于金属网格材料的5G透明薄膜
天线的开发

志凌伟业金属网格导电薄膜应用
研究团队

72
团队组 半导体5G微机电之自动驾驶安全

系统 與无创医疗检测器传感器产
业化

慧盈队

73

互联网
和移动
互联网

B场

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

企业组 闪剪 深圳市趣推科技有限公司

74 企业组 一诺云数据 一诺（深圳）离岸云数据科技有
限公司

75 企业组 小蚁数智: Web3.0 全场景创新互
动营销平台

深圳市小蚁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76 企业组 AI无碍——启明智能助盲助残信
息辅具

深圳启明无障碍科技有限公司

77 企业组 下一代高性能智能车联网综合系
统

深圳诗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8 企业组 中小微企业数智跨境SAAS平台 深圳市小关智能有限公司
79 企业组 数字化虚拟场馆编辑器 深圳市捷时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80 企业组 基于SaaS的银行业数权营销移动
商圈系统

深圳亿诚数字供应链科技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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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企业组 社农通：养殖业金融SAAS平台解
决方案

深圳市英创艾伦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

82 企业组 个人数据安全存储及管理运营专
家

安信服（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83 团队组 一启未来 一启未来
84 团队组 做AI企业的数据合伙人 整数智能
85 团队组 雷达测绘 雷达测绘

86
团队组 3D面部自动建模技术赋能视觉化

呈现应用于外科整形、电商与虚
拟人市场

AVERPLAS

87 团队组 基于知识图谱推荐算法的知识付
费平台解决方案

猛犸科技团队

88

生物医
药C场 生物医药

企业组 创新心衰器械综合解决方案 深圳佰特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89 企业组 填补国内空白的临时心脏起搏系
统的研制

深圳市先健心康医疗电子有限公
司

90 企业组 高通量液相芯片荧光免疫检测系
统

深圳唯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 企业组 新型治疗艾滋病核酸注射液
（ICVAX）的研发

深圳医克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92 企业组 CGT产品非临床评价体系研究及
产业化

国科赛赋（深圳）新药研发科技
有限公司

93 企业组 “1” 管血 +“1” 管细胞， 聚焦
生育的全孕期保健平台

壬辰生物医疗技术（深圳）有限
公司

94 企业组 基于SZC原代培养技术的实体肿
瘤精准药物筛选

深圳市勃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5 企业组 诱导多能干细胞来源造血干细胞
治疗血液再生障碍性疾病

深圳丹伦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96
企业组 基于生物计算与原生态细胞膜生

物芯片技术的大规模GPCR药物筛
选系统

深圳阿尔法分子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97 企业组 精准治疗2型糖尿病创新药——洛
可西兰

深圳市华元生物科学研究院

98 团队组 神经系统疾病和肿瘤新药研发 聚焦神经系统疾病和肿瘤创新药
研发项目

99 团队组 杰芯科技-开启高通量精准药物筛
选“芯”时代

杰芯科技

100 团队组 基于植物反应器生产贝塔烟酰胺
单核苷酸

探科科技

101 团队组 基于人工智能的细胞免疫治疗
（TCR-T）药物设计与研发

基于人工智能的细胞免疫治疗
（TCR-T）药物设计与研发

102 团队组 全自动鼻咽拭子采样机器人 杭州湖西云百生科技

103

先进制
造D场 先进制造

企业组 时空穿越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孪生
舱项目

时空穿越（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104 企业组 新能源电池液冷板激光装备及工
艺

深圳亿升激光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105 企业组 国际首创车载单芯片4D毫米波成
像雷达前端芯片

深圳牧野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06 企业组 JAWD双轴一体伺服驱动器 深圳市杰美康机电有限公司

107 企业组 傲镭科技-碳纳米管冷阴极场致发
射技术引领者

深圳傲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8 企业组 数控机床和新一代高精度移动作
业机器人的无人工厂自动化项目

深圳市功夫机器人有限公司

109 企业组 磁悬浮无轴承泵 槃实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10 企业组 人工智能陶瓷薄膜外观检测设备 深圳市海泰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111 企业组 高分子型固态铝电解电容 深圳市柏瑞凯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2 企业组 浸没式液态散热整体解决 深圳睿冷科技有限公司

113 团队组 全球唯二无镉量子点模块背光技
术

矩岳科技

114 团队组 散装炸药现场混装技术及智能装
备

华顺力拓

115 团队组 基于阻抗控制的柔性驱动系统 驱动未来

20
22
08
01
15
23
35



116 团队组 国防卫士——特种智能无人机与
无人机反制系统

国防卫士——特种智能无人机与
无人机反制系统

117 团队组 基于二维量子材料的红外工业级
芯片及产业化

新加坡先进制造院

118

生物医
药E场 生物医药

企业组 树枝状大分子核酸递送系统 深圳市乐土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119 企业组 治疗深度真菌感染的创新药物研
发

深圳市祥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120 企业组 新一代轻量化静音呼吸防护装备 深圳市大雨创新实业有限公司

121 企业组 AI＋穆勒显微镜 -全球首创高精准
早期癌变诊断系统

博勒（深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22 企业组 新型甲基化诊断技术——癌症超
早期精准筛查

爱彼爱深医疗生物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123 企业组 基于生物焊接技术的新型外科公
用多功能手术机器人

深圳华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4 企业组 基于类器官+AI 的创新靶向药研
发

希格生科（深圳）有限公司

125 企业组 经皮介入二尖瓣修复系统 瀚芯医疗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26 企业组 PCR 微液滴生成系统的研究与开
发

深圳瑞亚力集团有限公司

127 企业组 新一代的CRISPR/AAV细胞编辑
技术平台

深圳市科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8 团队组 前列腺癌的mRNA疫苗研发 前列腺癌症mRNA疫苗开发与应
用

129 团队组 基于FAR-UVC的智慧消毒产品孵
化项目

L.G战队

130 团队组 动物内脏提取药物原料药2022 福贤生物

131 团队组 数字化营养计算与健康评分系统
及商业化应用

中农数字营养团队

132 团队组 基于物联网智慧内镜中心应用与
示范

博为团队——智能胃肠镜中心管
理方案提供者

133

电子信
息F场 电子信息

企业组 智能人机界面处理器 深圳锐盟半导体有限公司
134 企业组 AI数字智能红外温度传感器 深圳市谷德科技有限公司
135 企业组 大功率宽禁带半导体 深圳天狼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136 企业组 “感算一体”动态视觉智能SoC 深圳时识科技有限公司
137 企业组 骨传导耳机 深圳市鑫万宏科技有限公司
138 企业组 DPU产品化一起项目 深圳星云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139 企业组 基于数字光处理技术的短焦微型
投影仪

深圳市灵映智能有限责任公司

140 企业组 融合视觉传感器技术、产品及应
用

深圳锐视智芯科技有限公司

141 企业组 灵瞳卫士智能抗疫机器人和智能
化流调溯源处置平台

清创灵瞳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142 企业组 大争智能体感相机 深圳大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43 企业组 智慧人防系统 深圳市兆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144 企业组 智能公元-AI芯片嵌入式零代码平
台

深圳市机芯智能有限公司

145 企业组 软件定义下一代安全资源池系统 深圳宸元网信科技有限公司
146 企业组 USB ISP 摄像头主控芯片 深圳市春盛海科技有限公司
147 企业组 AI空间智能 艾拉物联网络（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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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12
序
号 比赛时间 赛场 行业 组别 项目名称 参赛者名称

1

2022-08-12
上午场

电子信
息A场 电子信息

企业组 3D/AR/VR教学综合解决方案 深圳未来立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 企业组 WLMon210 深圳前海慧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 企业组 高端嵌入式新能源锂电池多串
BMS芯片及系统设计

深圳市质能达微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4 企业组 基于千兆网的特高速、超高清线
扫相机

深圳亦芯智能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5 企业组 智能声音前端处理技术产业化 深圳黄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 企业组 硬之城-国内领先的电子产业一站
式柔性智造平台

深圳前海硬之城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7 企业组 基于LED显示技术的沉浸式球幕
影院

深圳市极致创意显示有限公司

8 企业组 业界首创APC/PAC芯片 深圳市江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 企业组 半导体用超精密陶瓷劈刀及其生
产设备的研发及产业化运用

深圳市千源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10

互联网
和移动
互联网

B场

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

企业组 女娲云教室 深圳威科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11 企业组 基于AIOT的产业互联网资产数据
感知应用平台

深圳智荟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12 企业组 一临云远程智能临床研究云平台 一临云（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13 企业组 智慧社区业主生活服务平台 深圳市晟晟科技有限公司

14 企业组 比邻星球 —Z时代元宇宙活动平
台

比邻星球（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15 企业组 “整理+”生活个微创业品牌 深圳金袋鼠科技有限公司

16 团队组 基于大数据的健康出行综合服务
平台

健行科技

17 团队组 极客宇宙 极客宇宙Geekversal
18 团队组 岗位绩效地图 岗位绩效地图

19

生物医
药C场 生物医药

企业组 靶向GPCR的羊驼纳米抗体的筛选
技术开发

深圳康体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20 企业组 可诱导骨修复材料 深圳市迈捷生命科学有限公司

21 企业组 雷帕霉素颅内药物涂层球囊导管 融冲(深圳)生物医疗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22 企业组 磁锚定手术视野暴露机器人 崇好科技有限公司

23 企业组 体外复杂微生理系统（器官芯片
）系统研发 及产业化应用

深圳市犀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4 团队组 GDT细胞平台技术介绍 ——宫颈
癌等癌症精准靶向治疗应用感染

GDT细胞平台技术介绍-宫颈癌及
多种肿瘤精准靶向治疗

25
团队组 “黄金四分钟”——提升心源猝

死存活率为目标的AED布设及社
会急救智慧调度体系

“黄金四分钟”AED及社会急救
智慧调度体系项目组

26 团队组 血流动力学监护設備与慢性病数
字化管理平台

九候脉动科技团队

27 团队组 酶催化甜菊糖苷的研发及生产应
用

甜菊糖苷的研发及生产应用

28 团队组 青悦妙颜——花青素的全新原供
应变革者

青悦妙颜——花青素的全新原供
应变革者

29

先进制
造D场 先进制造

企业组 高速高精度全自动芯片测试分选
系统及设备关键技术研发

深圳市诺泰芯装备有限公司

30 企业组  模块化EtherCAT总线型高性能伺
服驱动器研制与产业化

摩通传动与控制（深圳）有限公
司

31 企业组 基于显微光致发光技术的第三代
半导体晶圆级检测设备

深圳市壹倍科技有限公司

32 企业组 基于激光mems的微纳薄膜产业化
应用

升巍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33 企业组 磁流变智能悬架系统、磁流变智
能隔振系统

深圳市朝上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4 团队组 任意曲面的流体绿色抛光方法及
其产业化

复杂曲面的超精密加工团队

35 团队组 赛勒科技 赛勒科技

20
22
08
01
15
23
35



36 团队组 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在线光学检测
装备的研发与制造

集成电路在线光学检测

37 团队组 高功率紫外纳秒激光器工业应用 Lancer高功率紫外激光研发小组

38 团队组 用于脑卒中患者的坐站转换康复
外骨骼

NR康复团队

39

电子信
息E场 电子信息

企业组 打破冯诺伊曼架构瓶颈的类脑计
算芯片（基于新型存储的存内计
算芯片）

深圳市若芯科技有限公司

40 企业组 优联半导体智能Soc芯片 深圳市优联半导体有限公司

41 企业组 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医疗终端及其
全闭环数据平台

深圳诺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2 企业组 基于eFlash的存算一体架构物联网
芯片研发与应用

深圳市硅格电子有限公司

43 企业组 人脸识别智能彩票终端 深圳市尚彩技术运营有限公司
44 企业组 AI嗅觉芯片 深圳芯闻科技有限公司

45 企业组 创新设计驱动智能穿戴产业链升
级

宜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46 企业组 大象声科下一代AI助听器 大象声科（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47 企业组 WEDRAW绘画教育机器人 深圳市小怪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48

2022-08-12
下午场

电子信
息A场 电子信息

企业组 8通道16位SARADC及12.8G采样
率12位高速ADC

奇历士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49 企业组 SkyRobot基于机器学习矢量推动
的飞行机器人平台

前海微蜂创联科技(深圳)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0 企业组 基于三维超声成像的无辐射脊柱
侧弯检测系统

中慧医学成像（深圳）有限公司

51 企业组 空分复用光通信技术 深圳市深光谷科技有限公司
52 企业组 新一代券商核心交易系统 深圳市蜂凡科技有限公司
53 企业组 AI数字硅麦 深圳睿克微电子有限公司
54 企业组 高性能光场裸眼全息显示系统 深圳臻像科技有限公司

55 企业组 6英寸薄片Trench-JBS碳化硅二极
管的研发

深圳市美浦森半导体有限公司

56 企业组 SIP智能模组 深圳天唯智能有限公司
57 企业组 齐悟智能语音OS 深圳市人马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58 企业组 基于深度学习的社区安防视频监
控分析系统

深圳市恒茨科技有限公司

59 企业组 基于ROPN的新一代半导体智能
制造系统（AISMS）

埃克斯工业（广东）有限公司

60
企业组 三相六线无刷直流超高速电机控

制芯片电子模组及无刷马达相关
产品

深圳山河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61 企业组 40V车规级MOSFET 深圳真茂佳半导体有限公司

62 企业组 新一代电源管理芯片 六式格玛半导体科技（深圳）有
限公司

63

互联网
和移动
互联网

B场

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

企业组 多维VR技术在场景化智能教学装
备的应用

深圳硬盒交互设计科技有限公司

64 企业组 IoT建筑装饰工程项目管理
IPaaS平台

深圳市中云项目管理软件有限公
司

65 企业组 原点参数 深圳市原点参数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66 企业组 “清零易”基于数字孪生城市技
术的多尺度疫情管控解决方案

深圳市智慧建筑创新有限公司

67 企业组 隐私计算 光之树（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68 企业组 AiEMA智能一体化供应链平台 深圳市采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69 企业组 云镝智造协同云介绍 云镝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70 企业组 应用大数据AI智能的智慧医疗系
统

和合数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71 企业组 Vende AutoConnect大数据处理平
台

深圳市文德数慧科技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72 生物医
药C场 生物医药

企业组 亿杉医疗 - 智能化母婴和女性健
康医疗器械领跑者

深圳亿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73 企业组 国产三重四极杆质谱仪 深圳赛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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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企业组 Sanger测序国产试剂耗材 万莱福生物技术（深圳）有限责
任公司

75 企业组 IVD体外诊断加样针的研发及产
业化

深圳市友贝康科技有限公司

76 企业组 急危重症领域医疗器械关键技术
研发及产业化

深圳市普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77 企业组 牡蛎多肽蛋白的开发和利用 当代海洋生物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

78 企业组 新型海洋动物抗菌肽开发应用 深圳义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9 团队组 肺癌终结者－早诊与精准治疗 肺癌终结者

80 团队组 艾镁医疗——专注运动医学领域
的可降解金属内固定器械开拓者

艾镁医疗——专注运动医学领域
的可降解金属内固定器械开拓者

81 团队组 基于微电极阵列的自研脑电设备
及产业应用

基于微电极阵列的自研脑电设备
及产业应用

82

先进制
造D场 先进制造

企业组 图像级超高清1024线激光雷达 深圳光秒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83 企业组 光学显微系统和技术服务 深圳市凯佳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84 企业组 基于时间飞行的成像方法及3D成
像装置开发

深圳市安思疆科技有限公司

85 企业组 连续纤维复合材料3D打印技术与
产业化

深圳云疆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86 企业组 基于Deep Learning的动作特征识
别引擎产业化

深圳市新与莎科技有限公司

87 企业组 基于AI算法的高性能芯片全方位
解码智慧终端

斯普锐（深圳）智能识别有限公
司

88 企业组 配网电缆隧道机器人巡检与数字
孪生运维平台

深圳昱拓智能有限公司

89 企业组 折叠屏转轴机构 深圳市斯蒙奇科技有限公司

90 企业组 应用于车载智能座舱显示技术的
光学镀膜装备与工艺

光芯薄膜（深圳）有限公司

91 企业组 IGBT/新能源汽车行业免焊插接工
艺产业化

深圳市锐铂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92 企业组 滑板底盘推动产业变革 深圳底盘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93 企业组 激光变频器件和仪器 深圳市启扬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94 企业组 超精密高速加工数控机床关键技
术研发及产业化

深圳市万嘉科技有限公司

95 企业组 高速光扫描测试方案及系统 深圳市威湃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96 团队组 复合协作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与生
产

复合协作机器人团队

97

电子信
息E场 电子信息

企业组 用户体验数据采集及分析数字化
平台

深圳数鉴科技有限公司

98 企业组 应对复杂电磁环境的技术解决方
案与器件国产替代方案

深圳市韬略科技有限公司

99 企业组 为新能源汽车和光伏发电赋能的
先进IGBT及SiC技术

安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00 企业组 基于二维新材料的红外感应芯片
以及医疗产业化

深圳市龙霄实业有限公司

101 企业组 桌面的“乌托邦” 深圳市爱可音音频科技有限公司

102 企业组 远焦小型光学系统在消费级显微
镜和望远镜中的应用

海狸文创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03 企业组 支持向量机AI算法的图像特征识
别系统

中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04 团队组 墨矽M2智慧物联移动打印机 墨矽科技
105 团队组 字译字说 手译团队

106 团队组 中小型无人机超远程低时延实时
侦测系统

微波传输工作室

107 团队组 单基站可见光通信定位一体化系
统

SRIBD无线系统与可见光技术团
队

108 团队组 民航客舱乘务仿真技术开发 空仿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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