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比赛时间 赛场 行业 组别 项目名称 参赛者名称

1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多信道高密度Wi-Fi技术研究与产品实现 鲲鹏无限

2 A 电子信息 企业组 柔性光导纤维传感器 深圳市博讯飞扬科技有限公司

3 A 电子信息 企业组 AI智能情感幼儿园交互平台的研发 深圳市云领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4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低延迟无线图像传输 无线传输芯片设计

5 A 电子信息 企业组 一场能源的无线传输革命 吉成无线（深圳）有限公司

6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基于POV的无介质空气投影技术——彩虹圈

项目
芯动团队

7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深视计算超远距离智能分析系统 萝贝团队

8 A 电子信息 企业组 大空间光学动作捕捉实时多人互动系统 深圳市瑞立视多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9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人物动态三维重建服务云 普罗米修斯

10 A 电子信息 企业组 智能美肤产品 深圳斯坦普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1 A 电子信息 企业组 鲲云人工智能芯片及AI开发平台 深圳鲲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2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基于舌诊的无创健康状况监测AI芯片 艾合芯科

13 A 电子信息 企业组
智慧管廊在线监测预警系统-基于光纤传感技

术
必必优（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14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轻型无人机物探、放射性监测平台 加泰科无人机航磁、航放系统

15 A 电子信息 企业组 MAD Gaze AR 智能眼镜 深圳创龙智新科技有限公司

16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TEAMOSA智能泡茶机 TEAMOSA

17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海大同创智慧水族生态链 海大同创

18 A 电子信息 企业组 掌静脉识别多模态身份认证大数据平台 深圳智冠生物识别科技有限公司

19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Obsbot寻影无人摄像机 Obsbot寻影

20 A 电子信息 企业组 激光测距，激光雷达 深圳市瑞大科技有限公司

21 A 电子信息 企业组 小哈AR智能教育机器人 深圳慧昱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2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强选择性低功耗微型气体传感器 盖识科技

23 A 电子信息 企业组
PL5500 ：40V，30A 四管双向升降压控制

器，支持Type-C PD快速充电适配器
深圳宝砾微电子有限公司

24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深圳市海天一舍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连锁经营

项目计划
海天一舍团队

25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企业组
“AI轻筛”健康数据获取与流量分发——以

运动康复为例
深圳创感科技有限公司

26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InsPay即付即用平台 InsPay

27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企业组 店小秘 深圳美云集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8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企业组 微信景区码“旅游+” 深圳市鹏城汇科技有限公司

29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容灾大数据城 容灾大数据城

30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高性能大数据文档智能生成、管理与分析系

统
讯呈技术

31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企业组 全球物流查询平台 深圳市帝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2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企业组 维视拍智能检测 维视拍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司

33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亿效宝 亿广

34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基因智能营养大师 华大健康

35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企业组
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的机电设备全生命周期

管理平台的研发
深圳前海有电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3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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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智能學習沙盤 AVATECH INNOVATION

38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企业组 来画手绘视频制作平台 深圳市前海手绘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39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南方健康 南方健康

40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AI+赋能企业智能运营平台 爱赋能科技

41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企业组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医学图像辅助分析平台 深圳市宜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2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多感官智能教育软件 上海纷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3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企业组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物流财税金融供应链云平

台系统研发
深圳市大东车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4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互联网商品租赁及物权投资项目 互联网商品租赁及物权投资项目商业计划书

45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企业组
Ti-WAN：电信级、混合组网SD-WAN云管

理云服务平台
深圳市泰信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6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量子金服——决策会 量子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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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企业组 帮助各行业触达6亿障碍群体客户 深圳市联谛信息无障碍有限责任公司

48 C 生物医药 团队组 医药生物纳微米材料分离测试技术平台 Anlon Tech

49 C 生物医药 企业组 智能康复机器人研发与产业化（海外） 广东铭凯医疗机器人有限公司

50 C 生物医药 企业组 基于微流控芯片的有形成分分析仪 深圳小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1 C 生物医药 团队组
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肾病的引导子介导的通

用性CAR-T细胞
深圳新一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圣惠康项目组

52 C 生物医药 企业组 非药物闭环睡眠生态系统 深圳前海冰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3 C 生物医药 团队组
麦荻泉生物科技-先进的器官组织保存系统开

发与应用
麦荻泉生物科技

54 C 生物医药 团队组 三维类器官肿瘤药物敏感性测试试剂盒 赐恩乐医疗科技

55 C 生物医药 企业组 半导体激光光动力治疗机（PDT630-A） 深圳市雷迈科技有限公司

56 C 生物医药 企业组 癌症精准医疗项目 深圳市优圣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7 C 生物医药 团队组 智能可穿戴脊柱姿势训练器 Ibody

58 C 生物医药 企业组 纳米抗体技术平台 深圳华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59 C 生物医药 团队组 新型细胞质控仪 卓微生物

60 C 生物医药 企业组 关节软骨再生研发与产业化 康膝生物医疗（深圳）有限公司

61 C 生物医药 团队组 核医学成像示踪剂的制备及研发 核医学成像示踪剂的制备及研发

62 C 生物医药 团队组
超低辐射NanoX技术及其在医疗影像中的应

用
超低辐射NanoX技术与在放射影像中的应用

63 C 生物医药 企业组 深圳思勤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思勤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64 C 生物医药 企业组 i黑密智能激光生发头盔 深圳市智连众康科技有限公司

65 C 生物医药 团队组 器官移植液体活检技术 奥根诊断（AlloDx）

66 C 生物医药 企业组
液态活检中循环肿瘤细胞高效捕获与精准医

疗
深圳市瑞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7 C 生物医药 团队组 人源化抗体开发创新创业团队 人源化抗体开发创新创业团队

68 C 生物医药 团队组
1.1类Flt3/Axl双靶治疗急性髓性白血病药物

D30123的研究开发
暨大靶向抗肿瘤药物研发团队

69 C 生物医药 企业组
无人机农业飞防服务（雨燕智能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深圳雨燕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70 D 先进制造 企业组 智能影像协助智能制造的升级 睿视智觉（深圳）算法技术有限公司

71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狗狗启蒙电脑-Dog PC
香港特斯拉科技有限公司--狗狗启蒙电脑

Dog PC

72 D 先进制造 企业组 物联网智能时代下MCU的机遇与挑战 深圳市航顺芯片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71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保姆床 智慧生活管家

75 D 先进制造 企业组 工业CT与智能检测平台 深海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73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医学影像智能处理机器人 君安康龙岗项目组

76 D 先进制造 企业组
基于机器视觉与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的3C产

品无人化智慧生产检测线
深圳市艾特讯科技有限公司

77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高精度立体视觉感测装置研制与产业化团队 WEEVIEW

78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远征技术 远征

79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北醒光子 北醒光子

80 D 先进制造 企业组 半导体芯片模塑智造系统 阿斯科纳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81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爱速达夹抱机器人 爱速达夹抱机器人

82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LaserFleet LaserFleet

83 D 先进制造 企业组 贴片机异形元件识别与贴装关键技术研究 深圳市路远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84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基于MEMS芯片的纳流控原位分析系统 及其

产业化应用
芯极

85 D 先进制造 企业组 乐聚机器人 乐聚（深圳）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86 D 先进制造 企业组 全场景智能无人零售柜系列 深圳市友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7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智伴机器人 智伴机器人

88 D 先进制造 企业组
大型异型复合碳纤维成型技术、短丝碳纤复

合材料模腔热压成型技术
深圳亿型碳纤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9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高精度喷墨薄膜光电子器件喷墨打印机 倍普思科技

90 D 先进制造 企业组 微环境降温技术的拓展应用 深圳市酷凌时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1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面向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的全流程可追溯智

能配送系统的建设及应用
诺亚方舟

92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iCADS（智能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 iCADS

93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高速高精度室内定位导航系统与应用 VisionYO高速高精度室内定位导航

94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企业组
基于微型传感器阵列的在线水质检测预警系

统和微流体芯片项目
深圳一目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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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团队组 便利口红 便利口红

96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企业组 大象智慧农业 深圳大象肥业有限公司

97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团队组 一种可直接循环使用的装配式结构件 装配积木式建材

98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团队组 燃料电池关键材料产业化 深圳大学新能源团队

99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企业组
大件及绿化垃圾利用无氧裂解技术综合解决

方案
深圳市中兴恒熙环保有限公司

100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企业组 无洗衣粉循环用水环保洗涤技术研发 深圳市极净科技有限公司

101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团队组 启光PSE节能系统 启光节能创业团队

102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团队组
先进低成本燃料电池及液流电池用质子交换

膜

先进低成本燃料电池及液流电池用质子交换

膜项目团队

103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企业组 移动储能电站系列 深圳市正浩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104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企业组
数控铣床（CNC）车间全方位智能节能环保

设备的研究开发
深圳市睿格晟设备有限公司

105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团队组 基于合金技术的固态储氢系统 拓世氢源

106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企业组
化学镍废液资源化及用作水溶性肥料技术研

究
深圳市世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7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团队组 基于电子变极的电机驱动系统 云林电气

108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企业组 优质生态建设——装配式立体绿化 深圳风会云合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109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团队组 绿色新能源飞行平台及绿色新能源发电平台 新能源环保飞艇及新能源发电平台

110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企业组 基于热管的动力电池热管理方案 深圳市汉华热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111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团队组 洁净家 洁净家

112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企业组 新能源锂离子电池所需极耳 深圳市文壹科技有限公司

113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团队组 微波技术处理废旧轮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加拿大国际环保集团

114 F 新材料 企业组 点亮柔性电子世界的可弯曲锂电池 深圳柔电技术有限公司

115 F 新材料 团队组 石墨烯材料的研发与应用 石墨烯材料技术团队

116 F 新材料 团队组
锂电池正极材料专用低温导电剂ETP608的

产业化
科学与工程创新团队(ITST)

117 F 新材料 企业组 超轻绝热无机陶瓷纳米纤维棉材料 深圳维度新材料有限公司

118 F 新材料 团队组 基于电子皮肤技术的健康管理系统 Oxpecker

119 F 新材料 企业组 碳纳米管复合材料 国产商业化计划书 华碳研发（深圳）有限公司

120 F 新材料 团队组 环保材料建筑休闲养老 环保休闲养老别墅

121 F 新材料 企业组
一种用于大功率芯片封装的新型纳米材料开

发及产业化
深圳市先进连接科技有限公司

122 F 新材料 企业组 新型有机光电材料 深圳普瑞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123 F 新材料 团队组 基于碳纳米技术地柔性特种碳纤维材料 中科纳新

124 F 新材料 团队组
定向高效培育研究用三维生长肿瘤细胞的石

墨烯纳米材料

定向高效培育研究用三维生长肿瘤细胞的石

墨烯纳米材料

125 F 新材料 企业组 用于减肥的功能性饱腹剂的开发 纤之谜（深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6 F 新材料 企业组 应用于显示屏或手机的裸眼3D功能薄膜 深圳纳弘熠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7 F 新材料 团队组
纳米基可循环再用冷链云监测保温包装新材

料
ZWZ冷链包装新材料

128 F 新材料 企业组 海洋时代新材料四大发明 深圳市正佳科建科技有限公司

129 F 新材料 团队组
高性能（192穴）光学透镜超精密模具与成

型技术

“高性能（192穴）光学透镜超精密模具与

成型”

130 F 新材料 企业组 ARS纳米智能吸能防护材料 深圳中科中聚创新材料有限公司

131 F 新材料 企业组 形状记忆聚合物4D打印材料产业化 深圳康勋记忆材料有限公司

序号 比赛时间 赛场 行业 组别 项目名称 参赛者名称

1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基于智能区块链技术的中老年生命健康

100+
华大基因健康100+

2 A 电子信息 企业组
超大尺寸高亮度超薄一体化LED背光模组的

研发
深圳市艾森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3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激光网桥 激光网桥

4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面向汽车自动驾驶应用的自旋微波振荡器毫

米波雷达
自旋微波振荡器创业团队

5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TEDDI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TEDDI

6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可见-红外双通道森林防火预警系统 智能红外安防光电仪器创新团队

7 A 电子信息 企业组 派火车 深圳派火车和他的朋友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2018年8月31日

8月30日

09:00至12:00

8月30日

13:20至16:20

8月30日

09:00至12:00

8月30日

13:20至15:40

8月31日

09:00至12:00



8 A 电子信息 企业组 高性能5G射频前端芯片和模组 锐石创芯（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9 A 电子信息 企业组 悉见AR眼镜X1 深圳悉造科技有限公司

10 A 电子信息 企业组 深圳市声扬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声扬科技有限公司

11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圖像商品防偽方案 防偽系統基於圖形處理

12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视觉智能物联网系统项目 FaceOS

13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智能无线彩超健康筛查系统 简仪超声

14 A 电子信息 企业组
智能ETC在智能交通与车联网融合中的创新

与应用
深圳市车中宝科技有限公司

15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基于SOC的视觉里程计 422

16 A 电子信息 企业组 砝石激光 深圳市砝石激光雷达有限公司

17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希塔智慧养老系统 哈尔滨希塔科技有限公司

18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光学字符识别技术 云脉技术团队

19 A 电子信息 企业组 智能语音芯片级解决方案 深圳市微纳感知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20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离线图像识别模组 芯智科技

21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三维智能视觉技术 Champsense

22 A 电子信息 企业组 用于3D成像的高效率VCSEL芯片 深圳源国光子通信有限公司

23 A 电子信息 团队组 基于人工智能的图像视频深度压缩与增强 帝视科技团队

24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企业组 我抓科技——专注影院场景的IP新零售平台 深圳市我抓科技有限公司

25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ICI此地 ——基于地理位置的AR信息聚合与

展示平台
ICI此地

26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企业组 三间场景化看房系统 深圳市思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27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新一代智能辅助用户系统（盲人版 启明新视界

28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企业组 工业互联网平台 深圳华制智能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29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风马社团App的开发与运营 风马社团App的开发与运营

30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智来电”背负助手 武汉易行科技创业团队

31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企业组 爱牙库 深圳市爱牙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2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企业组 加推科技 深圳市加推科技有限公司

33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企业组 全球领先的L4、L5级自动驾驶综合方案 深圳诗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4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企业组 融易保营运车辆智能化监控系统 深圳融易保科技有限公司

35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区块链游戏钱包 Asset-change

36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图样教育 图样教育

37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大空间VR无限行走 位形空间科技

38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智能卫生巾 智能卫生巾

39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企业组 AIforce智能服务系统 深圳追一科技有限公司

40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海豚学霸课堂——基于四五线小城的双师教

学
海豚学霸课堂

41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OpenMarket Open Market

42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我的AI 我的AI创业团队

43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思蓓飞跃」 明汇经贸有限公司

44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打造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魔术教育平台 魔术吧文化

45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次元仓 二次元

46 B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团队组 找我学 找我学

47 C 生物医药 团队组 基于细胞学的尿液无创癌症筛查系统 UD团队

48 C 生物医药 企业组
CryoChip 用于体外辅助生殖的自动化胚胎/

卵细胞玻璃化冷冻芯片
深圳拜尔洛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49 C 生物医药 团队组 机械心脏瓣膜手持检测设备 机械心脏瓣膜手持检测设备

50 C 生物医药 企业组
基于运动医学的可吸收骨科高值耗材研发及

产业化
深圳市立心科学有限公司

51 C 生物医药 企业组
微流控芯片快速分子诊断医疗器械研发和产

业化
深圳市尚维高科有限公司

52 C 生物医药 团队组
黛萜惟馨-一种基于组合生物合成的香料环保

高效生产技术
武汉馥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3 C 生物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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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 生物医药 团队组
针对炎症因子NMI和IFP35的脓毒症及慢性

炎症疾疾的新型诊疗试剂的研发

脓毒症及慢性炎症疾疾的新型诊疗试剂的研

发

55 C 生物医药 企业组 单人份全自动化学发光 深圳天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6 C 生物医药 团队组 云智能吸烟减害设备 菠萝科技

57 C 生物医药 团队组 百日咳杆菌基因检测试剂盒
深圳市病原体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工程实验

室

58 C 生物医药 团队组 个性化肿瘤治疗性疫苗的研发 高科技肿瘤治疗性疫苗研发团队

8月31日

09:00至12:00

8月31日

13:20至17:20

8月31日

09:00至12:00

8月31日

13:20至17:20

8月31日

09:00至12:00

8月31日

13:20至16:40



59 C 生物医药 团队组 难溶性药物制剂平台 HAN难溶性药物制剂

60 C 生物医药 企业组
肿瘤精准免疫治疗基因检测产品的开发与应

用
深圳裕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1 C 生物医药 团队组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精准手术机器人
Techssisted Micromed Pte Ltd(科易外

科）

62 C 生物医药 企业组 利用液态活检进行早期肿瘤筛查 深圳因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3 C 生物医药 团队组
胃肠道肿瘤精准早期筛查及治疗方案产业化

项目
胃肠癌诊疗先锋队

64 C 生物医药 企业组
德和生物科技雨生红球藻工业化养殖和虾青

素提取
深圳市德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5 C 生物医药 团队组 智能仿生可穿戴机器人 健行仿生

66 C 生物医药 团队组
新细胞治疗技术——�体内细胞转分化�抗

癌症复发分子胶囊
三启创新细胞技术团队

67 C 生物医药 企业组 脊柱外科虚拟手术系统 妙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68 D 先进制造 企业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Ｒｏｂｏｔｓ 斯坦德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

69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龙珍汇食品科技 龙珍汇食品科技

70 D 先进制造 企业组 微米级半导体封装设备Die Bonder研发 深圳市微组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74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基于智能电网的便携式〖SF〗_6紫外光谱检

测仪
基于智能电网的便携式SF6 紫外光谱检测仪

72 D 先进制造 企业组
新型低压化学气相沉积水平镀膜系统研发及

其在隧穿氧化钝化应用
深圳市拉普拉斯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73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工业机器视觉智能机器人 哈尔滨博觉科技有限公司

74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深海永磁电机技术 哈尔滨工业大学特种环境电机研发团队

75 D 先进制造 企业组 智能3D工业视觉检测 英特维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76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水下探测用ROV水利及水运工程应用 武汉柒水科技有限公司创业团队

77 D 先进制造 企业组 智能有缆水下机器人 深圳市吉影科技有限公司

78 D 先进制造 企业组 高效五面体加工中心 深圳市华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79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汽车发动机零部件智能视觉检测系统 海果智能

80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一种多关节协作机器人 一种多关节协作机器人

81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高铁综合检测机器人 莫迪科技

82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杨磨坊智能磨米机 杨磨坊智能磨米机

83 D 先进制造 企业组 麒麟新一代移动机器人驱控器 深圳市微秒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84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RV减速机 双创时代

85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微波等离子体材料工程应用技术 微波等离子体材料工程应用技术

86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机器听诊大师 机器听诊大师团队

87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MORUS 智能衣物速干机 MORUS 智能衣物速干机

88 D 先进制造 企业组 瞬态电流测控装置 深圳市易视通科技有限公司

89 D 先进制造 企业组 安防机器人 深圳市大道智创科技有限公司

90 D 先进制造 团队组 基于微纳压印的手机后盖玻璃用光学装饰膜 基于微纳压印的手机玻璃后盖光学装饰膜

91 D 先进制造 企业组 半导体材料加工用超高精度划片刀项目 深圳西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92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企业组 微型光谱水质传感器及其系统 深圳市比特原子科技有限公司

93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团队组 时代动力锂电池团队 时代动力锂电池团队

94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企业组
基于第三代半导体SiC MOS的新一代电机控

制器
深圳爱仕特科技有限公司

95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团队组 悬式海浪发电及养殖装置 伏波能源

96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企业组 DEVT多档节能动力 深圳市万维博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97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团队组 嵌入式量子点光伏无线充电 阳明量子科技

98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团队组 全固态高能量密度储能电池 Power Pheonix

99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企业组 快速充电锂电池组 深圳市佰泽电子有限公司

100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企业组
新能源汽车电池的监测与保护集成电路及模

块的产业化
深圳市知力科技有限公司

101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团队组 增透自清洁光伏薄膜 增透自清洁光伏薄膜

102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企业组 无尾厨电解决方案 深圳市中惠凌丰无线供电电器有限公司

103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团队组 共享式物联网室内空气净化器 IOT-Controlled Indoor Air Purifier

104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团队组 什邡木耳食品开发 第栮组木耳食品研发小组

105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企业组 汇能新能源 深圳汇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6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团队组 红烧肉锂电池组 红烧肉锂电池组

107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企业组 U型光伏组件玻璃，一种能发电的玻璃 深圳市优行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108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企业组 楼宇自动化快速部署解决方案 深圳市大观科技有限公司

109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团队组 红外热辐射自冷式密封机箱 自冷密封机箱研发小组

8月31日

09:00至12:00

8月31日

13:20至17:40

8月31日

09:00至12:00

8月31日

13:20至16:20

8月31日

13:20至16:40



110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团队组 现代新型智能节能环保灯饰 广州金闪熹灯饰有限公司

111 E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企业组
基于全数字控制的新能源汽车车载双向充电

机的研发与应用
深圳市矗能科技有限公司

112 F 新材料 团队组 层纤/树脂基复合材料产业化项目 德善德信

113 F 新材料 企业组 物流与供应链 创新威环保新材料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14 F 新材料 企业组 纳米二氧化硅气凝胶 深圳中凝科技有限公司

115 F 新材料 团队组 高镍三元NCM811电极材料的产业化 NST新能源

116 F 新材料 团队组 高性能自支撑碳纳米管薄膜 高性能自支撑碳纳米管薄膜

117 F 新材料 企业组
新型纳米碳基吸附催化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应

用研究
深圳市太鸟科技有限公司

118 F 新材料 企业组 天冬聚脲新材料产业化 深圳飞扬骏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19 F 新材料 团队组
Novel materials and filters for air

pollution abatement
NEXAT Advanced Technology Team

120 F 新材料 团队组 相变储热材料技术应用 相变储热材料技术应用

121 F 新材料 企业组 电子元器件黄光制程银浆开发 乾宇电子材料（深圳）有限公司

122 F 新材料 团队组 源弈智能科技 源弈智能科技

123 F 新材料 团队组 金属粉末注射成型医疗器械项目 粉末冶金注射成型医疗器械项目

124 F 新材料 企业组 地聚合物装配式墙板等新型建材 深圳市地聚科技有限公司

125 F 新材料 企业组 无容器小空间微胶囊灭火材料 语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26 F 新材料 企业组
高强轻质耐热阻燃镁合金的开发及在新能源

汽车中的应用
深圳嘉会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27 F 新材料 企业组 手机陶瓷外壳新工艺 深圳市普盛旺新材料有限公司

128 F 新材料 企业组 高科技环保涂装材料的开发与产业化 深圳海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8月31日

13:20至16:20

8月31日

09:00至12:00

8月31日

13:20至1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