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行业决赛赛程安排表

 
2022-09-13

序
号 比赛时间 赛场 行业 组别 项目名称 参赛者名称

1

2022-09-13
上午场

电子信
息A场 电子信息

企业组 微特电机驱动芯片 深圳率能半导体有限公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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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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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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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团队组 智能全地形机器人 智能全地形机器人
6 团队组 人体体征雷达传感 凌感科技

7 团队组 覆兴科技——高频覆铜板核心供
应商

覆兴科技团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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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团队组 基于数字孪生的元宇宙 数字化安
全化工生产管理全系统

未来云科技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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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娲云教室 深圳威科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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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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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团队组 UOCopy UOCopy
15 团队组 “数和”实时数据交换平台 智云数和

16 团队组 AntiE安急易-遥感智慧应急监测
技术先行者

安急易团队

17 团队组 雷达测绘 雷达测绘
18

生物医
药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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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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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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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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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团队组 鼻腔治疗及护理平台 鼻科疾病治疗及护理

23 团队组 美天健康-超高效生物联动治疗技
术应用于肌骨退行性疾病

美天健康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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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团队组 鄂西图“藤”——数字孪生与生
物医药赋能茶产业振兴恩施范本

鄂西图“藤”——数字孪生与生
物医药赋能茶产业振兴恩施范本

26

先进制
造D场 先进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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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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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企业组 Die prober For WLCSP Bump 前海晶方云（深圳）测试设备有
限公司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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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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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团队组 异种材料连接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异种材料连接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32
团队组 航天器高通量异质结构换热器件

超声低温固相增材制造技术及产
业化

HIT汉声超智科创团队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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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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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新能源
及节能

环保E场

新能源及节能
环保

企业组 易能电 深圳易能电科技有限公司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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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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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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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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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团队组 “碳迹因子库” 碳迹因子库

40 团队组 新一代质子导体固体氧化物电解
池(SOEC)制氢

深圳大学深地科学与绿色能源研
究院低碳技术与氢能团队

41 团队组 基于生物质秸秆衍生锌空电池空
气正极的高值化利用

秸之锌

42

新材料
F场 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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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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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企业组 LED 光电玻璃--建筑新材料 深圳市晶泓科技有限公司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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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团队组 新型材料助力稳定高效钙钛矿光
伏

Linxsol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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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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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团队组 光印科技——转印OLED领跑者 光印科技——转印OLED技术领
跑者

50

2022-09-13
下午场

电子信
息A场 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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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企业组 齐悟智能语音OS 深圳市人马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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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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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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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团队组 企业数字化防泄密解决方案 岭南大学郭艳龙博士团队

56
团队组 精准时间同步芯片-自动驾驶系统

智能决策引领者
手機行動雲端物聯網芯片OHA平
台架構有幾個主要可以操作的模
式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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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团队组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数字广播 泛予团队

59 团队组 火眼系统——生产视频智能安全
监控助手

融智爱科

60

互联网
和移动
互联网

B场

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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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企业组 XR智能座舱 小象智能（深圳）有限公司
62 企业组 爱捷云EdgeRay云平台 深圳爱捷云科技有限公司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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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团队组 众新科技 众新科技
65 团队组 智绘梦乡-数智文旅大师 智绘梦乡团队

66 团队组 数字孪生引擎及智慧结构监测平
台

数智视界

67 团队组 神笔智绘——智能手绘视觉创作
开拓者

神笔智绘——智能手绘视觉创作
开拓者

68
生物医
药C场 生物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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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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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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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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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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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团队组 智能内窥镜摄像系统 INSIGHT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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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团队组 一站式数字病理与智能诊断系统 英特美迪
75 团队组 宿主防御多肽 宿主防御多肽
76

先进制
造D场 先进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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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企业组 数字化直接成像微纳光刻 深圳光迪科技有限公司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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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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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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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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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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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团队组 开创新型聚酯材料用醇的新工艺 创艺酯醇团队
84

新能源
及节能

环保E场

新能源及节能
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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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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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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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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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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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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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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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团队组 节能降耗新“膜”法—生态型村

镇膜滤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发
节能降耗新“膜”法—生态型村
镇膜滤净水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发
团队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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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新材料
F场 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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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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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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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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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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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团队组 核辐射检测材料——NaI的产业化 中大核技术转化团队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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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团队组 舸安氢能-全球新型催化材料革新
者

舸安氢能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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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14
序
号 比赛时间 赛场 行业 组别 项目名称 参赛者名称

1

2022-09-14
上午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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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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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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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分复用光通信技术 深圳市深光谷科技有限公司
5 团队组 元宇宙超声波芯片 超声波芯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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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团队组 墨矽M2智慧物联移动打印机 墨矽科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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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团队组 民航客舱乘务仿真技术开发 空仿团队

10

互联网
和移动
互联网

B场

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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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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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企业组 BOOKS-AI智能服务器 深圳市不可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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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团队组 精准医疗信息搜索 和医源
15 团队组 工业互联网安全产品及系统 工业互联网安全团队
16 团队组 旅行宝 旅行宝项目
17 团队组 ATUN META ATUN META
18

生物医
药C场 生物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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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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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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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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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团队组 医学影像超声AI领导者 小白极智医联网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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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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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团队组 优福能——膀胱癌早筛开拓者 UroFragNom——膀胱癌早筛开拓
者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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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企业组 浸没式液态散热整体解决 深圳睿冷科技有限公司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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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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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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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团队组 翱翔锐影-全数字辐射探测与成像
系统

翱翔锐影

32 团队组 智兀慧工——工业视觉智能传感
器

智兀慧工——工业视觉智能传感
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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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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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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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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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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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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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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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团队组 深蓝科技——自主水下航行器长
时作业综合平台开发引领者

深蓝科技

40 团队组 防疫减碳隔热建筑技术 防疫减碳隔热建筑技术团队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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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

新材料
F场 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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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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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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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企业组 屹艮工业模拟平台 深圳屹艮科技有限公司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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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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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团队组 中国特种含氟胶粘剂的研发及产
业化

哈工大无锡研究院特种含氟胶粘
剂研发团队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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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2022-09-14
下午场

电子信
息A场 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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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企业组 40V车规级MOSFET 深圳真茂佳半导体有限公司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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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企业组 SA32 深圳市普雷德科技有限公司
54 团队组 便携式高精度激光气体分析仪 大象光科

55 团队组 室内室外AI智能导航解决方案 蝎
式自主巡逻机械人

室内室外AI智能导航解决方案

56 团队组 NB-IOT全覆盖柔性屏下四维结构
光智能锁

宇宙云

57 团队组 多模态心理健康数字疗法筛查系
统

后羿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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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互联网
和移动
互联网

B场

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

企业组 EC云呼CRM获客系统 深圳市六度人和科技有限公司
60 企业组 Tapdata实时主数据服务平台 深圳钛铂数据有限公司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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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企业组 云镝智造协同云介绍 云镝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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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团队组 音乐密码 音乐密码
65 团队组 做AI企业的数据合伙人 整数智能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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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生物医
药C场 生物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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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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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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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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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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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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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团队组 新型可调控光学特性及生物功能
之人工水晶体

高阶调节式新型人工水晶体

74 团队组 肺癌终结者－早诊与精准治疗 肺癌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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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先进制
造D场 先进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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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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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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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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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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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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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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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团队组 GFive:室内定位引领者 GFive：5G室内定位引领者
83

新能源
及节能

环保E场

新能源及节能
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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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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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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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企业组 深碳科技 深碳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87 团队组 零碳催化——开创煤化工行业
“碳中和”新时代

零碳催化——开创煤化工行业
“碳中和”新时代

88 团队组 全方位室内空气污染监测治理机
器人

5G智慧空间室内空气污染监测治
理机器人

89 团队组 一种针对盐碱地治理的芦杂稻种
子

悟禾净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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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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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企业组 水泥地面结晶硬化剂 深圳市邦士富科技有限公司
93 企业组 计算驱动的材料设计 深圳新顿科技有限公司
94 企业组 FRCC新材料 世大新材料（深圳）有限公司

95 团队组 智创寒冰战士 ——基于
Mg3(Sb/Bi)2热电制冷器件的研究

天生我材必有用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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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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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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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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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15
序
号 比赛时间 赛场 行业 组别 项目名称 参赛者名称

1

2022-09-15
上午场

电子信
息A场 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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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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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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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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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团队组 基于可视化数据远见的智能社区
方案

方一科技

6 团队组 EPC300xx 消费级智能BMS SoC电
源管理芯片

鸿智电通微电子

7 团队组 三维空间高精度动捕数据实时映
射与孪生绑定引擎器

三维空间高精度动捕数据实时映
射与孪生绑定引擎器

8 团队组 慧通八方——全天候智慧高速一
体化运行监测分析平台领跑者

慧通八方团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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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互联网
和移动
互联网

B场

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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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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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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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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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团队组 幻燃星空——中国最大的高校科
幻孵化器

幻燃星空——中国最大的高校科
幻孵化器

15 团队组 智能滑轨控制及演示系统 番腾团队
16 团队组 极客宇宙 极客宇宙Geekversal
17 团队组 一启未来 一启未来

18

生物医
药C场 生物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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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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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企业组 基于PEG的双抗ADC 深圳康源久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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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组 基于人工智能的药物研发-亿药科
技

北京亿药科技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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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团队组 基于声孔效应的细胞基因转染平
台

基于声孔效应的非病毒依赖型细
胞转染平台

25 团队组 天然多基因编辑与分子标记鉴定
筛选的番茄辅助育种项目

天然多基因编辑与分子标记鉴定
筛选的番茄育种项目

26

先进制
造D场 先进制造

企业组 卫星激光通信终端 氦星光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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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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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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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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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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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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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新能源
及节能

环保E场

新能源及节能
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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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企业组 BIPV 深圳赛格龙焱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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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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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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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团队组 增强现实工业气体泄漏云监测 欧拉方程

38 团队组 水落金出 水落金出——重金属电镀废水资
源化领军者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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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团队组 《草木染》 草木染

41

新材料
F场 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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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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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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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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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团队组 “框伏”天下--复合材料光伏框
架体系

博材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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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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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2022-09-15
下午场

电子信
息A场 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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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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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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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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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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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团队组 人工智能三维虚拟数字人生成系
统

张晶的团队

54 团队组 Ares——引领自动驾驶中国芯 Ares——引领自动驾驶中国芯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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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互联网
和移动
互联网

B场

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

企业组 画版平台 画版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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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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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企业组 隐私计算 光之树（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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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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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团队组 军事模拟仿真系统 军事模拟仿真系统团队
63

生物医
药C场 生物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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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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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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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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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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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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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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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先进制
造D场 先进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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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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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企业组 载人eVTOL飞行器（ZG-ONE） 零重力深圳飞机工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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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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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团队组 飞机心脏守护者-灵巧蛇形巡检机
器人

凌霄游蛇团队

75 团队组 全自动激光焊接系统集成产业化 智能焊接团队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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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新能源
及节能

环保E场

新能源及节能
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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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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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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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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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团队组 海源清能 海源清能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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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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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新材料
F场 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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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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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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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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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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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团队组 面向精细活性药物分子筛分的高
稳定耐溶剂纳滤膜

膜法协会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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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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