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第十届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获奖名单及奖金

序号 组别 行业 项目名称 团队名称 名次
奖金（万
RMB）

1

企业组

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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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50

2 先进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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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奖 40

3 电子信息
用于3D成像的高效率VCSEL

芯片
深圳源国光子通信有限公司 二等奖 40

4 生物医药 脊柱外科虚拟手术系统 妙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三等奖 30

5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

网
AIforce智能服务系统 深圳追一科技有限公司 三等奖 30

6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

网
加推科技 深圳市加推科技有限公司 三等奖 30

7

团队组

生物医药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精准手

术机器人
Techssisted Micromed Pte 

Ltd(科易外科）
一等奖 40

8 先进制造 北醒光子 北醒光子 二等奖 35

9 电子信息 人物动态三维重建服务云 普罗米修斯 二等奖 35

10 生物医药 智能仿生可穿戴机器人 健行仿生 三等奖 30

11 电子信息
基于POV的无介质空气投影

技术——彩虹圈项目
芯动团队 三等奖 30

12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

网
图样教育 图样教育 三等奖 30



2018年第十届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行业决赛获奖名单及奖金

序号 行业 组别 项目名称 参赛名称 奖项
奖金（万
RM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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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15

2 用于3D成像的高效率VCSEL芯片 深圳源国光子通信有限公司 二等奖 10

3 小哈AR智能教育机器人 深圳慧昱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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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奖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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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奖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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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奖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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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15

8 人物动态三维重建服务云 普罗米修斯 二等奖 10

9 多信道高密度Wi-Fi技术研究与产品实现 鲲鹏无限 二等奖 10

10 基于人工智能的图像视频深度压缩与增强 帝视科技团队 三等奖 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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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奖 5

12 Obsbot寻影无人摄像机 Obsbot寻影 三等奖 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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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15

14 加推科技 深圳市加推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10

15 工业互联网平台 深圳华制智能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二等奖 1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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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奖 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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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奖 5

18 维视拍智能检测 维视拍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奖 5

19

团队组

新一代智能辅助用户系统（盲人版 启明新视界 一等奖 15

20 图样教育 图样教育 二等奖 10



21

互联网和移
动互联网

团队组

次元仓 二次元 二等奖 10

22 打造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魔术教育平台 魔术吧文化 三等奖 5

23 大空间VR无限行走 位形空间科技 三等奖 5

24 OpenMarket Open Market 三等奖 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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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1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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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奖 10

27 单人份全自动化学发光 深圳天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二等奖 1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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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奖 5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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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奖 5

30 关节软骨再生研发与产业化 康膝生物医疗（深圳）有限公司 三等奖 5

31

团队组

智能仿生可穿戴机器人 健行仿生 一等奖 15

32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精准手术机器人
Techssisted Micromed Pte Ltd(科

易外科）
二等奖 10

33 医药生物纳微米材料分离测试技术平台 Anlon Tech 二等奖 1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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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奖 5

35 新型细胞质控仪 卓微生物 三等奖 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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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奖 5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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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1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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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奖 10

39 安防机器人 深圳市大道智创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1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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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奖 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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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奖 5

42 高效五面体加工中心 深圳市华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三等奖 5

43

团队组

北醒光子 北醒光子 一等奖 15



44

先进制造

团队组

高铁综合检测机器人 哈尔滨莫迪科技 二等奖 10

45 RV减速机 双创时代 二等奖 10

46 高精度喷墨薄膜光电子器件喷墨打印机 倍普思科技 三等奖 5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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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奖 5

48 汽车发动机零部件智能视觉检测系统 海果智能 三等奖 5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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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1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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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奖 1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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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奖 10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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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奖 5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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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奖 5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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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奖 5

55

团队组

全固态高能量密度储能电池 Power Pheonix 一等奖 15

56 红烧肉锂电池组 红烧肉锂电池组 二等奖 10

57 增透自清洁光伏薄膜 增透自清洁光伏薄膜 二等奖 10

58 红外热辐射自冷式密封机箱 自冷密封机箱研发小组 三等奖 5

59 嵌入式量子点光伏无线充电 阳明量子科技 三等奖 5

60 基于电子变极的电机驱动系统 云林电气 三等奖 5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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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15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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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奖 10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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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奖 10

64 海洋时代新材料四大发明 深圳市正佳科建科技有限公司 三等奖 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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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奖 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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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奖 5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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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15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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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奖 10

69 源弈智能科技 源弈智能科技 二等奖 1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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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奖 5

71 高镍三元NCM811电极材料的产业化 NST新能源 三等奖 5

72
Novel materials and filters for air 

pollution abatement
NEXAT Advanced Technology 

Team
三等奖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