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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 - 越秀集团百万奖金创业大赛总决赛 2019  

HKUST-Yuexiu Group One-Million-Dollar Entrepreneurship Grand Final Competition 2019    

参赛团队及项目简介 

序号 

Number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项目简介 項目簡述 

1 
道创智能科技控

股有限公司 

赋能农业-无损检测

食材品质的光谱智能

设备 

道创智能，致力于成为全球智慧农业光谱检测及数据分析的先驱，围绕提高食品品质标准进行一系列

研发，是一家以人工智能物联网（AIoT）为技术核心的创新型科技公司。核心产品是光谱智能无损检

测设备，道创智能首先切入并赋能传统水果产业，通过光谱智能无损分拣产品，检测水果内在品质，

如酸甜度、水分比例及成熟度等指数，并根据相应的标准进行分级分拣，从而大幅提升水果的标准化

程度及品质，推动水果产业升级。光谱智能无损检测技术同时能够被用于检测蔬菜、谷物等，道创智

能的愿景是“让天下没有难吃的食材”。 

2 
C&H Business 

Group Limited 

Qoopon 是一個聯盟

營銷利器 

Qoopon is a machine learning automated affiliate marketing platform linking between 

influencers and vendors. Vendors provide special offers on Qoopon, and influencers would be 

able to find these special offers on Qoopon and spread them to their audiences with their 

influences. A Qoopon plugin would be deeply implanted in vendors' online store and 

Qoopon would be able to track where each purchase comes from. With the tracking 

techniques Qoopon provides, vendors would be able to pay influencers accurate amount of 

commissions. 

3 FLY Healthtech 
為發展性障礙兒童提

供早期篩檢 

本項目旨在開發一套以人工智能主導的兒童發展性障礙篩檢工具。項目將以人工智能分晰大數據的方

式找出發展性障礙中自閉症、過度活躍症及發展遲緩的早期行為表徵，並將之設計成電腦演算法，套

用於本公司開發的網上平台，為各年齡層的幼童作出發展性障礙的早期篩檢。網上平台同時提供即時

門診預約及治療轉介服務，讓用家在得知篩檢給果後即時作出跟進，同時確保患病兒童得以在治療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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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期內得到專人跟進及接受相關治療。此平台亦會悉數記錄兒童發展期內的行為表現，由此確保兒童

在成長期間得到持績的行為分晰及病癥篩檢。 

4 Horizon Biochip 

全自动辅助生殖的卵

细胞胚胎玻璃化冷冻

芯片 

Horizon Biochip 是一家从事自动化辅助生殖卵细胞/胚胎玻璃化冷冻平台的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

创始人舒怡玮、陈昊楠博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并在医疗器械领域有深厚的积淀。公司产

品 CryoChip 是仅次于澳大利亚 GAVI 的世界上第二款全自动化的玻璃化冷冻操作平台，现已申请发明

专利。与 GAVI 的机械臂取代人手操作的设计路线不同，Cryochip 采用更有效的微流控技术，其有效

解决了传统玻璃化冷冻过程中的缺点，并通过低故障，低成本的高通量自动化途径显著提高玻璃化冷

冻技术操作效率及稳定性，提高了卵细胞/胚胎冷冻的成功率，最重要的是 CryoChip 使业内一致期待

的标准化玻璃化冷冻成为可能。公司已获得香港学生创业基金及香港创新科技署（ITF）大学科技初创

企业资助计划（TSSSU）大力资助，并赢得百万奖金创业比赛香港赛区冠军及广发证券创新奖、深圳

“逐梦杯”创业比赛冠军、复星集团---香港科技大学 MBA 创业比赛冠军及医疗科技大奖，康佳之星

创业大赛医疗类冠军，深圳龙华区创业创新大赛二等奖，广东省“众创杯”创业创新大赛三等奖等。 

5 
广州聚滴成海科

技有限公司 

纠音宝——全球最好

用的英语电子教具 

聚滴成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2 月，聚集硅谷、香港、中亚等地区人才与市场资源，以

“立足广州，服务湾区，辐射全球”为目标，以构建区块链&大数据应用生态为宗旨，研发出高性能极

便捷的区块大数据云平台，为各应用领域开发提供便捷高效云接口服务，大大降低联邦学习的使用成

本！主打产品“纠音宝”广受市场好评，赋能教师，节约教师 90%以上工作量，小程序纠音领域排行

第一。分别设立香港办事处、中亚办事处、美国硅谷研究室，成为全球领先的区块大数据云服务商。 

6 
广东洛梵狄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轮毂锁，隐藏于轮毂

内，一键自动开关

锁。 

洛梵狄科技是一家专注于两轮出行领域物联、防盗解决方案的国家高新科技企业。本次推出的物联轮

毂锁产品，荣获 2019 年“CHINA CYCLE 国际创新奖”金奖。轮毂锁完全内置安装于轮毂内，防盗防

破坏，且可以通过遥控器或手机 APP 方式进行操控，很好地解决电动车防盗的痛点。洛梵狄五年 

来立足科技打造产品，突破行业瓶颈，为用户提供安全、智能、稳定的产品及多样化服务方案，与国

内外多家知名出行企业深度合作。洛梵狄诚挚希望与社会广大朋友携手合作，共同 

创造辉煌的明天。 

产品：智能轮毂锁（内置于轮毂保护壳内，可通过 APP 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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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开关锁，和进行 GPS 实时定位的智能锁） 

7 

甘肃中绿康肽生

物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甜菊糖新型生产方

法，成本降低 75% 

甜菊糖又称甜菊苷，它是从菊科植物 Stevia Rebaudia(该植物在我国称作甜叶菊)的叶子中提取出来的

一种糖苷。甜菊糖是一种新型高甜度代糖。市场价高达每吨 20 万元人民币。现有生产工艺将甜叶菊采

摘后直接提取，利用率仅 30%左右，而我公司开发的新型甜菊糖提取工艺可以将甜叶菊利用率提高到

90%，大大降低了甜菊糖生产成本。 

甜菊糖甙已在亚洲、北美、南美洲和欧盟各国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调味料的生产中。中国是全球

最主要甜菊糖甙生产国与出口国。 

8 
广州海斯波迪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利用酶催化手段为传

统企业焕发生机 

利用基因工程和生物发酵研发生产的工业酶产品，在如今中国人力，无力，地价，能源价格不断飙升

的时代，许多工业企业，化妆品原料企业，原料药企业因为技术迭代速度慢，产品利润大大下滑，甚

至同东南亚及南美洲国家相比都没有了竞争力，因此利用新型工业酶催化手段替代原有生产工艺，大

大降低产品生产工艺成本，并且可以有效环节环保压力，节约环保支出经费，符合国家环保要求。 

9 
南京晶准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原创药物研发平台解

决方案提供者 

南京晶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高科技生物技术企业，依托于一条领先业界的技术平台，从事生物

技术和产品的研发。研发范围涵盖基础科研、药物靶点研究、药物分子设计和优化、基因编辑以及其

它相关内容，合作对象包括海内外药企、生物技术企业、医院和院校。 

  

核心技术平台 （TECHNOLOGY PLATFORM） 

G 蛋白偶联受体（GPCR）家族，自被发现以来就一直是最受学者和医药研究工作者关注的药物靶点。 

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生物技术公司，南京晶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准生物）的主创团队在

此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长期专注于高难度膜蛋白药物靶点的研究与开发。 

以基因编辑和晶体结构解析技术为核心，晶准生物延伸打造出具有国际前沿水准的技术平台，涵盖了

膜蛋白药物靶点研究（包括发现和确认）、苗头化合物到先导化合物的高通量筛和以结构为基础的药

物分子设计在内的多个药物研发早期环节。旨在为全球生物制药企业、生物技术企业和研究院所提供

具有极高科技含量、高效率和高成功率的技术服务，从而缩短研发周期和降低研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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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广东海聊科技有

限公司 

基于北斗卫星系统，

提供通信、救援等服

务 

北斗海聊是中国北斗民用应用的先行者。主要解决了户外旅行或者野外工作因没有手机信号无法与外

界通信的场景，为用户提供卫星短信，位置上报，语音通信等丰富功能。涵盖终端硬件、平台软件、

运营服务：针对野外不同的应用场景，北斗海聊提供了不同形态和功能的产品，包括户外宝，自驾

宝，海上宝，卫星电话；提供基于北斗的卫星通信定位平台一站式解决方案平台；提供赛事安全保障

的大数据指挥系统及打造全球化出行安全保障平台。 

11 Quokka Reward 

我們支持公司创建一

个快乐和高效的工作

场所 

Quokka Reward is named after Quokka being branded as the “the happiest animal on 

earth” and it represents Quokka Reward’s underlying mission – to bring happiness to the 

workplace. 

 

Quokka recognition and rewards platform aims to help companies ramp up their employee 

benefits programme at an affordable cost, plus introducing a gamification system to 

encourage specific corporate behaviours through sending out appreciative badges and 

Quokka tokens to coworkers for perks redemption in our marketplace, where Quokka liaises 

with merchants to provide unbeatable corporate discounts. 

 

We link employees’ happiness to productivity through our customized challenges, which 

employees could enjoy more rewards and attain various skillsets when they crack the 

challenges. These data form the backbone of the performance review process and also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We collect data from organisations, industry research and HR practitioners and automate 

various aspects of the engagement process, such as feedback collection, analysis, and 

delivery, turning complex data analysis into actionable insights. With Quokka, employees 

have a way to make their opinions known. This enables companies to pinpoint areas with 

problems, act to troubleshoot them and to identify the best performing teams, analyze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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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s them productive, and apply their insights to other teams. 

 

To build a global unique recognition & rewards ecosystem that instils collaboration, 

greatness and happiness. We empower managers to drive change with insights & 

engagement analytics 

12 科达美有限公司 

皮肤修复及个人化护

理技术與美容大数据

分析 

科达美有限公司是香港科技大学企业, 团队藉世界级科研技术，积极开发可持续发展、天然、安全、可

应用在日常生活上的服务和技术,守护国民健康,达到造于中国，行于中国，销于国际的目标。例如我们

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SGC 生物科技是一项绿色抗衰老科研项目, 已获香港政府资助金额累计 350

万, 并已获得中国、香港、瑞士、美国、澳洲、加拿大、台湾等专利。 

同时间港科大已建立数据库, 为一千多种植物和天然成分, 筛选出具有最美白、保湿、滋润、抗衰老功

能的原材料，陆续生产有科学数据支持的护肤产品，更能捽取原材料「非食用」部位精华，大大降低

成本，令成品安全价廉物美; 科大拥有 3D 的皮肤细胞技术，合成皮肤细胞做实验, 无需动物测试。 

13 冯棠威 
入选 2018 年度国家

级创业支持计划。 

全球首创服药追踪系统共享药盒，入选 2018 年度国家级创业支持计划，荣获参与江港“独角兽培育”

创新企业。针对本国包装药盒、药瓶等封装没标准,新研发的矩阵型自动分药机，市价比进口的便宜约

千倍。分药机配备最新药物影像辨识技术使配药更加准确，避免分错药的事故，病人无需等候取药。

崭新商业模式医院不需采购分药机可免费使用，配合发明专利一服一砖独特的门锁设计和超低成本的

物联网组合式药盒，避免服错药。病人回家使用手机提示记录功能，确保按时服药，利于医生精准对

正下药。国家大数据预防和控制疾病扩散，最终达到全民大健康。 

14 
UMix Music 

Limited 

UMix 讓任何人都能

容易輕鬆地創作音樂 

 我們公司成立於 2018 年，由兩名香港科技大學工程學系碩士研究生創辦。我們公司的主要研發項目

——UMix Music App，是一款智能手機音樂製作工具，提供數字音頻工作站(DAW) 功能、語音 to 

MIDI、自動編曲取代編曲家、大量樂器和音效。我們的下一步是將離線音樂製作變成在線上製作音

樂，並將所有音樂格式集成到 UMix Cloud 中。我們公司的宗旨是以提供創新方案及交流平台，締造

出音樂分享及協作社群，讓用戶有更多討論音樂製作及提供協作的機會。UMix 旨在降低音樂製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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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實踐的門檻。並將音樂製作的模式化繁為簡。而我們的最終願景是不分年齡、不分背景、不分音樂

喜好，任何人都能輕而易舉地學習製作音樂。 

15 
广东互典缓冲材

料技术有限公司 

世界领先的冲击保护

材料和技术方案供应

商 

ACF 是全球领先的极限缓冲材料、高弹材料与技术解决方案。ACF 研究团体致力于用先进的材料技术

和完美的产品设计来支撑和保护人体不受伤害，致力于让科技支撑生命的使命，创造客户价值。 

产品：ACF 人工软骨仿生材料、ACF 人工软骨仿生护具、ACI 人工软骨仿生鞋垫用于专业运动防护、

极限运动防护、军工防护、医疗辅助、精密仪器缓冲减压、贵重物品运输。 

16 
广州沃索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项目核心是环境咨询

服务、土壤修复试剂

研发 

目前公司的业务包括环境咨询服务、土壤污染修复技术研发、修复药剂和修复工艺优化等服务。土壤

修复技术是指使遭受污染的土壤恢复正常功能的技术措施；化学土壤修复药剂是利用化学过程来降解

稳定污染物，或活化污染物便于其与土壤分离；工艺优化则是在客户原有的土壤修复工程上进行工艺

优化的服务。成立这个项目，是为了给土壤修复市场提供更优质的修复药剂，促进污染土壤修复技术

的发展，为我国环保事业，青山绿水的蓝图的实现贡献一分力量。 

17 
深圳市正浩智造

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移动储能管理

系统及智能制造的产

业化 

深圳市正浩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储能产品的研发销售，致力于打造一个横跨消费类、家用、行业

应用以及公用领域的全球储能品牌。EcoFlow 希望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不断提高储能产品的用

户体验，降低储能产品的成本，加速储能在全球范围内的户外及家庭领域的普及。EcoFlow 具备完整

闭环的储能技术价值链，擅长工业设计、结构、软硬件及电芯的开发，并拥有全球化的市场营销、渠

道销售及售后服务。 

19 iSTEM Limited 
iSTEM 致力以科技提

升個人化生活需要 

 iSTEM Lab 于 2018 年年初成立, 获香港科技大学三位高级教授支持, 得创新科技署 TSSSU 基金支持

及数码港大力支持。本项目成功在香港多间中小学校支持, 受惠教师多达 500 人, 学生人数更多达

30,000 人。iSTEM 团队致力以人工智能为学生愉快学习及提升学习效能为宗旨。将来为教育提供大资

料数据库及个人化需要。陈基志毕业于香港大学教育硕士及香 

港中文大学计算器工程学士; 团队另一成员朱绮华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及儿童心理学。教

育是我们未来,请大家多多支援, 培育更多人才, 与我们同行! 

产品：人工智能学习系统服务：通过人工智能个性化推荐算法，结合情绪和手部肢体运动分析，提出

个人化、可视化、游戏化的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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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赛尔医疗（浙江

龙盾科技有限公

司） 

Biopsy 癌症诊断仪致

力于实现滴血验癌 

赛尔公司以独立开发的 Biopsy 癌症精准诊断仪为基础，运用跨学科技术，为广大医院、科研中心及体

检机构第一时间提供高精准便携式循环肿瘤检测产品，致力于实现癌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让

患者只需一滴血即可进行癌症早期精准检测。 

21 
佛山霖诺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以新型的纳米碳材料

作为载体，开发净化

装置 

新型纳米碳基吸附催化复合材料的产业化应用是我司的主要研发项目，针对市内大气污染防治的重大

需求以及密切结合华南地区空气湿度极高的特点，利用碳吸附处理低浓度和大气量的特点，又利用催

化氧化有处理适中流量、高浓度的优势，以新型的纳米碳材料作为 VOCs 吸附剂和催化氧化催化剂载

体，开发具有竞争力的高活性 VOCs 净化装置。 

22 科技山有限公司 

智能手套来解决外科

手术机器人的手感问

题 

利用创新的触感专利技术,开发岀一套智能手套, 利用智能手套与外科手术机器人系统结合而成的创新概

念: 智能手套外科医疗手术机器人系统来解决现今的外科手术机器人系统的问题(如手感), 并发挥“传

承”、“辅助”、“承传” 达致薪火相传的意义。 

1)“傳承”- 資深醫生可有效記錄和教導新晉醫生處理不同的外科手術。 

2)“輔助”- 智能手套可細緻記錄資深醫生處理各外科手術手法，而且結合兩大人工智能(HAN & 

DoctorX) ，機器學習、雲端系統(大數據)及深度學習, 從而去學習、分析和優化手術的動作，來減少手

術的風險和減低醫療團隊的壓力。 

3)“承传/培訓”- 透過大數據的資料和 VR/AR 的場景或手術片段可提供新晉醫生來進行不同手術的訓

練, 並可於進行虛擬的手術，對新晉醫生提供資料及提示來進行訓練。 

24 

SPES Tech 

Limited 賽百思

科技有限公司 

三維細胞培養基質研

发及产业化 

赛百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研发先进生物材料的香港初创企业，致力于利用前沿科技谋求人类健

康福祉。公司由香港科技大学的科研团队创立，成员拥有化学，生命科学，工 

程学等专业背景。公司团队以合成生物学为指导、自主研发的多功能重组水凝胶系列产品经济高效、

成分明确，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可被广泛应用于基础生物研究及生物过程 

工程，且在再生医学、药物筛选领域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LitGel 突破性创新技术的具有智能刺激反

应、可调节的生化和物理特性，而且成本效益高。光诱导细胞在我们将要探索的生物医学应用中有很

大的潜力，特别是在干细胞治疗中。为了更好地模拟不同的自然微环境，此尖端技术可以调节刚度、

附着性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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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圖靈鏈科技 

你的终生成就履历：

从教育、体育、至医

疗 

圖靈證書（TuringCerts）是一套用以串接任何用戶與權威機構之鏈上證書證明的去中心化技術系統。

保障學生、老師、考生、教育機構、運動員、體育會、運動賽事、病患、診所、醫療體系與政府機關

的終生完整證書證明追蹤，以兼顧三大廣需證書的落地產業：教育、體育、與醫療。透過區塊鏈強化

證書唯一性、防竄改、與權限管理等用戶個資隱私功能，維護所有發證權威機構與證書持有人的精確

性與溯源可能，並達成先進數位教育、整合體育賽事、與醫療跨域體系的落地推廣與採用。此技術是

由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區塊鏈實驗室的臺灣首二位受邀學者 - 胡耀傑與李婷婷共同創辦之區塊鏈資安

公司圖靈鏈 (Turing Chain) 所發明。目前已經於全球 22 間大型學術機構、公司行號、政府機構採用

或部分採用，其中政府單位包括金管會金融研訓院、中華民國商業總會、新竹縣體育會，國際級學術

機構從美國史丹佛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內華達大學，至香港科技大學皆有在個別課程論壇乃至院

系級別採用，在台灣也於台灣大學、陽明大學、臺北科技大學等近 12 間大學院校採用。 

26 
广东省智行机器

人科技有限公司 

轻量化重负载少关节

机器人研发及产业 

本创业项目通过对传统铝型材牵引机构进行结构布局改进，提出一种新型的铝型材牵引产线布局方

式；针对传统牵引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不足，设计一种具有紧凑型机械结构的高精度重负载

恒张力轻量化铝型材牵引特种机器人，并搭建与该种牵引机器人相匹配的恒张力控制系统及无线通信

系统，最终整合为一套自动化水平高，系统控制先进，设备结构轻巧的智能化铝型材牵引装备，满足

了高铁行业高直线度铝型材产品的生产工艺要求。 

本创业项目的实施，将大幅度提升佛山地区当前铝型材加工行业高端产品智能化生产的技术水平，彻

底解决传统铝型材牵引方式生产能耗高，控制系统复杂，产品直线度水平不稳定等问题，是一项横跨

铝型材加工行业和特种机器人行业全球独创的创新技术成果。将为佛山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为提升珠江西岸先进制造业水平做出巨大贡献。 

28 
深圳易致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基于重组等温扩增技

术精准快速检测尿路

感染 

尿路感染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疾病。目前的检测“金标准”是尿液培养。但尿培养需要 2-3 天才能出结

果。当患者出现症状，医生不得不根据经验首先使用广谱抗生素。随意使用广谱抗生素不仅破坏我们

体内菌群平衡，而且增加细菌耐药性、带来超级菌的风险。我们基于重组等温扩增技术研发了“尿路

感染快速精准检测试剂盒”。它使用简单，可以现场（20 分钟）精准判断出具体的致病菌。医生根据

检测结果进行精准用药。满足临床的迫切需求，有巨大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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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芯光新材 

解决发热、电磁损耗

等问题的新型光子芯

片。 

全波段光敏半导体新材料，采用光敏树脂组合物，内部采用独特的 P3HT/CuPc/P3HT 多层结构制作工

艺，实现了在高能量紫外光下的材料稳定性，表现出优异的性能和全波段吸收光谱区域

（50nm~2800nm），在覆盖全波段的同时保持了非常高的量子产率和光响应速度。基于此技术全新

设计的光芯片，在高聚物上实现光信号的传输，大大提升了传输效率，使用光子进行计算将对芯片带

来整体性的提高，相比于传统的芯片产品，性能提升了几百倍！ 

30 
深圳易柔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 

以全球最高光电效率

将有机光伏在中国商

业化 

易柔光伏旨在研发和市场化的有机光伏技术源于香港科大颜河教授的科研突破，是大中华区首次被录

入 NREL 纪录表的重大科研成果。2019 年，公司打破有机光伏效率世界纪录，是中国大陆首家登上世

界纪录表的企业。 公司以第三代有机光伏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基础，实现现金流的同时逐步扩

大产能，发挥半透明、柔性、室内光电效率高等独占优势，开发针对不同市场的产品原型，推广在物

联网、车载光伏、玻璃幕墙等领域的应用，目标实现成本最低、应用最广的光伏技术。 

31 
centauri optics 

limited 

基于图像识别和荧光

显微技术的便携筛选

系统 

随着人类流动性的空前增加，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快速发展中国家对动物和人类流行病的控制至关重

要。 

大规模流行病如埃博拉病毒，非洲猪流感，非典型肺病，中东呼吸综合征和寨卡病毒等等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扩散于各大地区及国家。疾病和流行病控制的测试是与时间的竞争。但是由于地区缺乏专业检

测仪器，导致并不可能检查每一件接触及使用等物件。 

香港科技大学黄锦聖教授认为研发快速及精确的技术刻不容缓，因此组织本团队开始着手研发基于图

像识别和荧光显微技术的超便携自动筛选系统。 

32 My mini eye 
FPGA，无线通信方

案商 

My mini eye(深圳市我是你的眼科技有限公司)从事无线传输和无线控制类产品，团队在 RC 无线控制

领域有丰富的研发经验，曾主导过几十余款无人机，无人船控制系统，公司早期研发团队来自中科

院，紫光等，擅长无线基带算法及 FPGA 开发。目前在出货的产品有商务无线会议系统，FPGA SDR

系统，军用图像传输系统等。 

33 云端海洋 

云端海洋－基于生物

AI 的 VR 实体建模计

划 

主要「运用 VR 实体建模技术建立全世界第一个生物 VR 数据库」，再由此 IP 内容延伸出相关在商业

以及教育上的应用。本计划核心由三元素构成：自主开发虚拟实境软件＋硬件设备研发加工＋一站式

VR 显示解决方案。初期以天然资源江、河、湖、海的水中生物种类相关资料以及水底世界背景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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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内容素材，中长期进入陆地生物领域。透过具全球领先的 3DVR 虚拟现实显示与互动技术，搭配

生物学、地质学相关领域，目标五年内成为 VR 产业界生物实体建模的领导者。中短期针对 B/G 端不

同目标市场透过节点单位进行销售产品与服务，长期自建营销团队以及开发中小学教学课程和 C 端市

场需求上。 

34 
广州优孚欧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领先的政务 NLP 引

擎服务平台 

获得荣誉以及融资需求：股权融资 1500 万，用于产品迭代 3 个版本、完成 10 个城市铺设、实现营收

2500 万元、拓展 2 条新产品线。 

35 
深圳磨叽生活科

技有限公司 

中国智能泡沫皂液机

行业开创者 

 深圳磨叽生活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高端自动皂液器研发企业，在皂液自动感应发泡领域，拥有多项本

行业内领先技术，如：双电机发泡，微孔进气、单向阀、泡沫集成泵、齿轮泵、高速喷射泡沫涡流、

减速电机、开放皂液袋瓶接口、18650 外置电池充放电、皂液余量侦测技术、手部细菌侦测技术等。

本公司研发的各项技术在自动感应皂液器（洗手机）行业处于领跑地位，并获得深圳创业之星奖励和

多项国家专利。 

36 

珠海市迪奇孚瑞

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门大学专利技术孵

化项目 

本项目是依托澳门大学模拟与混合信号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实力，结合境内外企

业协作的一个医疗器械领域创业计划，专注于基于数字型微流体芯片的现场快速核酸检测设备的研

发，生产和市场推广。 

与传统的核酸扩增仪相比，我们将核酸扩增和核酸分析集成到一块数字微流体芯片上，所有操作都可

以在预设程序的控制下完成，极大地提高了自动化程度。我们的产品可单人携带，能快速运送到现

场；而且操作简单，不需要使用者具备专业的分子诊断知识和长期培训的实验操作技能，降低成本的

同时提高了诊断的时效性。我们的目标客户包括需要做疾病检测的医疗机构，需要做动植物检疫的农

业单位，还有食品安全、进出口检验检疫的政府部门等。 

37 澳创芯 

基于 AI 与数模混合

芯片的智慧医疗解决

方案 

“澳创芯”是来自澳门大学的产学研创业孵化项目，专注于开发、销售基于人工智能算法及高精度数

模混合系统芯片（SOC）的一站式智慧医疗解决方案，目标客户是智能化即时诊断（POCT）医疗器械

和可穿戴家用健康设备的集成商。项目团队核心成员有 14 人，其中博士 6 人、硕士 8 人。项目至今发

表科研文献 28 篇，拥有 13 项知识产权专利。专家顾问团队由各高校教授组成，技术团队囊括曾任于

知名科技公司的工程师；运营则由以澳门大学校友为核心的团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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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MC 项目利用了澳大 BME IC 研究组的科研力量，团结内地高校协同创新，将各自的 IP 融合打造具

有市场竞争力的技术方案：将融合数模混合集成电路设计、AI 深度学习算法、中医智能信息处理及生

物医疗检测技术等 IP 打造智慧医疗技术解决方案，实现专业级、便携式即时诊断（POCT）及健康监

测。希望在家用健康场景中开发基于中医知识库的快速诊断 AI 芯片，应用到模拟中医脉诊健康监测、

心脑血管疾病预诊中。在医院治疗辅助场景中则开发基于生物信号、图像处理、自然语言处理的 AI 数

模混合芯片组辅助各类疾病的分析与诊断如：心肌梗塞荧光免疫分析、皮肤病诊断、肿瘤图像分析、

骨科辅助诊断等。 

38 SOCIF LIMITED 

提供旅客于当地家中

用餐体验的在线旅遊

平台 

让每个家庭晚上都能做生意。我们的产品“作客”是一个线上平台，用以匹配本地家庭与外地旅客在

家用餐。本地家庭可以注册为款待人，而外地旅客可以注册为嘉宾。在线平台将根据他们的偏好（如

性别、学历、兴趣和位置等）匹配双方。全球每年有超过 12 亿旅客流动。我们的目标是为外地旅客提

供真正本地和沉浸式的文化在家用餐体验。每个家庭都可以接待外地旅客进行文化用餐和经验分享，

以展示他们当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我们已于香港科技大学试行该计划数年，现已达至每学期超过

250 位本地及非本地学生、教授、学校职员等积极参与，并获得香港各大传媒机构大力报导，肯定其

正面价值。现准备于香港正式上线，推出公测版本，并首先进入香港的大学生市场。 

39 
天鎷科技有限公

司 

蛋白质疾病标志物和

蛋白质药物检测的新

技术 

蛋白质分子的定量和质量监控是现代“精准医疗”、“蛋白质药物”、“医学美容”等人类健康领域

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然而，现有的蛋白质检测技术存在成本高、时间长、准确度低、质量监控繁复

等难题。我们的团队自主研发出的新一代 MCS 蛋白质质谱定量技术和快速蛋白质序列分析等 4 项核心

技术（正在申请专利），将彻底改变以上难题。我们的核心技术的特点是无需抗体、无需同位素、无

需标记；且质量高、检测时间短、蛋白质序列完整覆盖、低样品消耗；价格约为同行公司的四分之一

至三。天鎷科技有限公司将依托自主的核心技术，向临床和研究市场提供蛋白质分子检测的相关产品

和服务。 

40 
紫电科技有限公

司 

拥有独一无二的空气

细菌消毒技术及产品 

紫电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多项自主创新空气净消毒专利技术，以 Air-Clearv 空气消毒专利技术为核心的

新型医用无菌维持技术，领先实现行业内“有人”动态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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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电科技将致力于为医院，政府和企业提供环保创新，轻型化和高质量体验的无菌维持与空气净化服

务。 

41 澳大免疫力公司 
靶向 TNFR2 新型肿

瘤免疫药物的研发 

近年来，肿瘤免疫疗法是近年来肿瘤治疗上一大突破性进展。其中以抗 PD-1/PDL1 为代表的免疫检查

点抑制剂已经被用于多种癌症，并且，总体上来说其在治疗效果上明显优于传统的放化疗。然而，现

有的肿瘤免疫检查点药物只对 20%左右的病人有效，并且少数病人在接受免疫检查点治疗后反而加速

了疾病发展。因此，如何提升现有肿瘤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反应率以及效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经

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发现，靶向 TNFR2 受体能够显著抑制肿瘤内免疫抑制细胞，进而有可能增强现有免

疫治疗药物的效果。根据这一发现我们筛选到能够靶向 TNFR2 小分子 DZXX，能够显著抑制 TNFR2

的生物功能以及小鼠肿瘤的生长。同时，我们还建立以 TNFR2 为靶点的小分子药物筛选平台，后续可

能会发现更加高效的候选分子。我们的公司将基于我们的科学发现和已经报备的专利，与制药公司进

行合作，以期将这一类小分子推向临床应用。 

42 
澳門盈福生物醫

藥有限公司 

以基因編輯增強

CAR-T 細胞抗腫瘤之

技術 

CAR-T 細胞是治療腫瘤的革命性技術，我們已經開發了一種利用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增強

CAR-T 細胞治療腫瘤的新技術。癌症作為難以攻克的疾病種類，是困擾各大醫療機構的一大難題。目

前針對癌症的治療方式中普遍存在治癒率低、副作用大等特點，癌症患者在承受癌症引發的病痛的基

礎上還要額外承受各種治療方式的副作用所帶來的痛楚，讓癌症患者身心備受折磨。CAR T 細胞治療

作為一種新型有效的癌症治療方式，能使癌症患者在低創的前提下逐漸緩解病情，提高治療的可能

性，為絕症患者帶來生的希望，其應用前景已得到廣大科研人士、醫藥公司、醫院和患者的逐步認

可。 

43 
新型固液胶囊联

队 

天然來源、前沿科

技、国际质量 

新型固液胶囊联队依托于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澳门大学）顶级创新研发平台、优异科研团

队、国际前沿的中药研发核心技术群。与致力于经典方、配方颗粒、健康产品研发、质量标准制订、

产品国际注册、CRO 外包服务及技术转化等服务。 

项目集成多学科前沿技术，突破传统中药剂型技术壁垒，开发出中药固液胶囊专利技术，实现中药复

杂成分同步递送，成功研制以灵芝、沙棘和姜黄等为代表的现代中药系列创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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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澳特朗科技能源

有限公司 

新型能源电池，锌空

气电池 

锌空电池是以空气中的氧作为正极活性物质，以金属锌作为负极活性物质的电池。与传统的锂离子电

池相比，它具有储电量大、安全环保、成本更低的特点。目前本产品所使用的材料无毒低害，具有很

好的环保性能。经过计算锌空气电池的成本价格约为锂离子电池的四分一左右。随着后期规模化生

产，生产成本还有三分之一的可降空间。2.相比与锂离电池生产过程中全程保护气氛，锌空气电池可完

全空气中操作，不仅大大简化生产工艺流程，而且极大的节约了电池的生产成本。3. 锌相比于锂属于

非活泼金属，曝露于空气不会发生燃烧。在发生碰撞挤压时没有燃烧爆炸的风险。4. 锌空气电池的能

量密度是锂离子电池的两倍左右，可以让新能源汽车多跑两倍的行程。  

45 

小飞鱼智能科技

（广东）有限公

司 

小飞鱼互联网新汽修

平台赋能门店降本提

效。 

小飞鱼是一家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互联网企业，深耕汽车后市场，线上赋能为汽车后市场线下门店提供

互联网降本提效强客户体验服务解决方案的创新型公司。现全国已有数十家互联网智能新汽修的线下

社区连锁门店。小飞鱼快保拥有自己的全国监控数据中台与平台 1 万+的精准门店 3 公理附近的车主。

“大平台+小前端”的互联网汽修解决方案，为全国门店提供智能新汽修升级、营销策划、销售客服、

供应链与技术等支持服务：1.智能门店管理：全新的车牌识别、透明车间、视频修车，员工管理等功

能；2.汽服大学：汽车环保美容技术，汽修技术线上同步学习；3.数据共享：凭智能终端查询维修车辆

历史资料，明晰车辆的维修情况；4.智能监控服务：凭一部手机完成预约、上门取送、视频监修、移动

支付、检测单查询等功能，真正做到“安全看得见”，让车主享受互联网修车带来的安全、实惠、便

捷的汽车生活！ 

46 
深圳新诺微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颠覆性的基因治疗，

一次注射，长期有效

治疗 

新诺微环团队利用独创的微环 DNA 基因治疗平台技术, 开发安全、高效、方便、可负担的非病毒载体

基因药物系列, 实现一次注射，长期有效治疗的颠覆性效果。成立 3 年来，新诺微环已经取得多个重大

进展，包括癌症、传染病和单基因缺陷遗传病治疗产品的研发，融资，专利技术开发和合作关系的建

立等。正全力打造集研发、生产和销售功能于一体的引领全球基因药的领导者，冀望造福国内外病人

群体和社会, 并为投资人创造巨大财富。 

47 
基因测序前质控

仪 

基因测序前质控仪及

新生态 

基因检测行业最大的痛点就是，目前的检测成本太高的原因是“不合格样本检出率不够高。” 

传统质控方法，不合格样本的检出率只有 90%，实际上 90%是非常低的，一旦不合格样本上机检测，

检测失败、再重新检测，物料成本增加 50%，时间成本增加 70%。随着测序仪通量十倍百倍扩增，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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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开机成本会高达百万，一旦出现重新测序，就会出现成本激增，这就是是基因检测公司目前最大的

痛点，如何在上机测序前将不合格样品剔除，这正是我们团队正在聚焦的业务。 

48 

华辰环保（广

州）有限责任公

司 

重金属污染技术开发

及产业化 

该项目通过技术的创新及先进环保设备的开发，解决重金属废水处理成本高，重金属污泥资源化、重

金属土壤修复和危险废弃物重金属回收等关键性技术难题，以“重金属”为污染核心建立技术研发转

化及产业化的环保平台，实现重金属污染“零排放、技术化、资源化、平台化、产业化”的终极目

标。 

49 
高速 3D 成像团

队 

高速 3D 成像芯片实

现动态过程扫描重构 

高速 3D 成像的集成空间光谱分配芯片 

 

我们团队致力于利用光电子、云计算、大数据及物联网等技术为客户提供智能设备。为包括工业智能

生产、电子元件制造、生物识别、教育及游戏领域在内的各类企业提供技术支撑与产品服务。拥有清

华、北大 20 人左右的研发队伍。 

团队的成果是高速 3D 成像的集成空间光谱分配芯片，利用支撑智能平台的光电子技术，在可见光区间

内照射，国际首创的高调制速率结构光光源，结合光度立体视觉三维成像，支持超高速、高分辨的实

时图像扫描和重构。并且核心芯片自主设计与测试，具备完善的测试封装平台。有潜力以 1 毫米的分

辨率拍摄速度高达 500 米/秒的移动物体，对比同类别的成像技术，我们能以每秒 50 万帧的帧率录制

视频影像，并在运动对象上实现了实时、连续扫描成像，远超同类产品。在工业智能制造、生物识别

应用、军工弹道分析等领域具有广阔前景。相关成果已经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中国科学网进行报

道，获得较高关注。 

50 
深圳市微埃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结合计算机视觉与运

动规划的智能焊接工

作站 

微埃智能（AIATOR）是一家 AI+先进制造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公司，以基于自研 Hybrid AI 手眼系统为

核心，配合工业机器人在焊接、纺织等场景提供智能化机器换人解决方案，缓解制造业招工难、用工

贵的问题。公司在 AI 与工业应用领域已布局 60 项自主知识产权，5 项国际 PCT 专利。团队拥有长达

9 年的深度学习应用积累，核心成员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香港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知

名学府。目前微埃智能已完成 3 轮融资，最新一轮由固高科技领投，原天使投资人跟投，国家开发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融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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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D-Engraver 

Limited 

打造 Web3.0 供应链

管理生态体系 

誠鐫科技是一間專注於區塊鏈數據存儲與交易技術的科技公司。我們運用區塊鏈技術去中心化的特性

和自主研發的加密策略，使得存儲的數據具有真實性，不可篡改性與保密性。所有存儲於我們區塊鏈

數據庫中的數據只能被數據所有者及其授權的用戶查看。通過我們提供的服務，用戶可以將敏感的，

具有爭議性的數據存入數據庫中，並可以隨時取出以作為公證的證據。與此同時，我們通過與物聯網

技術緊密結合，為採集可靠生產數據提供更高效率的方案，將商品在整個產業鏈的生產記錄保存在區

塊鏈上。在這樣的技術支持下，我們希望創造一個沒有信任危機，同時保護商業機密的世界。 

52 
真微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低功耗 AI 芯片打开

终端设备部署 AI 的

瓶颈 

真微科技（广州）有限公司，聚焦于人工智能芯片设计，致力于向终端设备提供包含了算法，芯片和

系统的完整嵌入式人工智能计算方案。团队由中山大学集成电路博士陈小柏和国际顶尖芯片专家虞志

益博士领衔，6 位联合创始人中 5 位具有集成电路或人工智能的博士学位，且在微软，SONY，三星，

联想等顶尖科技企业从业过，团队具备雄厚技术力量和强大商业落地能力。目前本公司已经完成了两

代人工智能芯片流片：第一版人工智能芯片 SMIC 55nm 的流片，性能超过最新发布的同类技术（华

为，intel）200%以上；第二代 28nm 的人工智能芯片使用本公司最新低功耗技术，计算性能超越同行

产品 800%以上。本公司凭借产品和服务的优良性能，已与国内多家科技企业达成业务合作。此外，真

微科技荣获 2018 年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东省冠军和全国冠军！ 

53 
呜啦啦（广州）

科技有限公司 

帮助聋哑人发声，填

补聋健沟通辅具空白 

手语翻译智能手套，由手套和 APP 两部分组成，解决听障人士与健听人士的双向沟通障碍，填补了聋

健沟通辅助器具的空白。 

聋哑人佩戴手套打手语，APP 识别手语并翻译成文字显示在手机上，同时播放声音，让健听人“听

懂”手语；另一方面，APP 将健听人说话语音识别成文字及手语图像，供聋哑人“看懂”语音。以此

完成聋健双向沟通。 

产品以最新的《国家通用手语规范》为标准，覆盖衣食住行常用对话，并能根据专业工作岗位需求定

制专业语言包。 

目前全球听障人士约 3.6 亿，我国听障人士超过 2780 万。项目的价值主张是：赋能听障人士，为提高

其生活、就业、教育质量提供高质高效的解决方案，承载了推行中国通用手语标准、文明城市无障碍

环境建设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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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深圳市智载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智载科技，国内智能

ETC 行业开拓者。 

智载科技研发三年投入过亿元，打造全国首款以可定制化产品形态通过交通部路网中心 ITS 认证的智能

ETC 终端，搭建全国唯一一家与多省高速后台打通的智能 ETC 用户平台，是北环所唯一指定数据采集

ETC 终端，是国内唯一一家与前装主机厂达成合作的 ETC 企业，服务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

通、中国平安、比亚迪等优质客户。2019 年政策风向已至，智载科技先发优势明显，以刚需 ETC 为入

口，跨界创新，构建硬件终端+软件平台+数据服务的车联网生态系统。 

55 
酷飞发展有限公

司 

酷飞专注传感动力技

术,设计和研发应用。 

 公司的核心技术“体感动力传感技术”(Sense and Motion Technology, SMT) 是基于 “ 传感器网

络 2.0” (Sensor Network 2.0) 研发。能够实时收集并分析体感动力信号包括方向、倾斜度、力度

等，进而将这些信息体现在各种动力应用上的技术，例如 Koofy 在 2016 年发布的个 Surfwheel 体感

运动控制电动陆地冲浪板 (“Surfwheel”), 就是以年轻人的体感陆地冲浪板为市场切入点。Surfwheel 

– Surfing on Land 基于体感动力技术设计出的 Surfwheel 陆地冲浪电动滑板( 利用技术模拟陆地冲浪) 

56 
深磁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 

我们正在打造下一代

高速物流和交通系统 

深磁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正与世界一流的磁悬浮与电磁直驱专家携手，开发全球首个磁悬浮穿梭

板超级高铁 MagShuttle，同时也是全球首家可为交通物流、工业制造、广告展览、创意礼品、科普教

育、文旅游乐等领域提供一站式磁悬浮/磁动力应用解决方案的企业。 

 

基于永磁电动悬浮/电磁直驱技术，深磁科技首创性地提出时速高达 450-600km/h, 并同时实现载人、

载货和载车三大功能的磁悬浮高速穿梭板 MagShuttle 系统，可以大幅缩短城际及不同区域间的交通

通勤时间，提高物流效率。 

深磁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正与世界一流的磁悬浮与电磁直驱专家携手，开发全球首个磁悬浮穿梭

板超级高铁 MagShuttle，同时也是全球首家可为交通物流、工业制造、广告展览、创意礼品、科普教

育、文旅游乐等领域提供一站式磁悬浮/磁动力应用解决方案的企业。 

 

基于永磁电动悬浮/电磁直驱技术，深磁科技首创性地提出时速高达 450-600km/h, 并同时实现载人、

载货和载车三大功能的磁悬浮高速穿梭板 MagShuttle 系统，可以大幅缩短城际及不同区域间的交通

通勤时间，提高物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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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服务三十余家海内外客户，包括：吉利、碧桂园、松下、蒂森克虏伯、圣戈班、宝洁、腾讯等一

系列世界 500 强企业，深磁科技已获得国内前四天使投资机构联想之星的投资，是行业内最具品牌影

响力的民营企业。 

现已服务三十余家海内外客户，包括：吉利、碧桂园、松下、蒂森克虏伯、圣戈班、宝洁、腾讯等一

系列世界 500 强企业，深磁科技已获得国内前四天使投资机构联想之星的投资，是行业内最具品牌影

响力的民营企业。 

57 阿玛模塑 

模塑全产业链进行资

源整合的一站式服务

平台 

“阿玛模塑”是围绕模塑领域的行业门户+媒体+智库，建立工业大数据，致力于打造中国最有影响力

的科技行业一站式服务平台，进行资源整合，提供技术开发与推广、产业研究、政策解读、资质认

证、成果转化、资讯推送等全方位的服务。 

58 
广州市风力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利用深度学习实现照

明系统的智能控制 

随着能源危机的临近，新能源的研发及利用日益重要。其中，太阳能光伏和风电是目前最主要的新能

源利用方式。为了紧跟能源发展的趋势，我们推出了新能源利用和智慧管理平台。基于专利技术和模

块化设计，产品高度集成了风力发电、光伏发电以及 LED 驱动，具备良好的兼容性和拓展性。此外，

为了迎合能源利用的数字化需求，我们还搭建了智慧管理平台，利用通讯器将工业设备连接互联网，

实现远程运维以及给未来带来更多可能。 

目前该技术已成功孵化了广州市风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产品和服务包括风光互补路灯、光伏

控制器、设备智慧管理方案、新能源离网系统等，为用户提供新能源利用方案及智慧生活的选择。 

59 
F-air 微环境检测

公司 

改变传统家庭空气检

测模式，便捷共享 

微环境检测以冷藏寄送式空气采样器为工具，改变传统申请->现场检测->送检的家庭检测模式，针对

室内气态污染物的检测问题，结合国家标准检测方法要求、现有采样技术和本中心的吸附式冷藏技

术，开发的可寄送式的气体采样器，用户仅需简单的操作即可实现对家庭空气中气态污染物的采样和

送检，前期采样准备和后期定量均由检测公司完成，结果准确，可大大降低现行模式下的检测成本，

简化采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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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北京载诚科技有

限公司 

低方阻高透光低雾度

高柔性的纳米透明电

极 

由北京创新协同研究院（ BICI）、美国密歇根大学 （UMich）共同研发的柔 性超薄纳米级透明电 

极。柔性电子设备是未来科技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市场潜力巨大，本 产品是柔性电子设备不可或缺且

不可替代的核心基础材料。作为全球唯一性能佳，同时有专利保护的，纳米级透明电极， 其制备工艺

更成熟、简单且成本低廉。对比其他材料，本产品同时具备低表面电阻、超高透光率、低雾 度、高柔

性等特点，在柔性领域以外的其他传统行业同样具有绝 对优势，已在各个应用领域得到行业领军企业

的一致认可。  

61 

联智科技（天

津）有限责任公

司 

对工业机械设备进行

预测性维护和故障诊

断的工业物联网平台 

本项目利用人工智能和工业物联网手段，对工业机械设备进行预测性维护和故障诊断的工业物联网平

台高科技型企业，以传感器、自主研发的数据采集器为基础，国际领先的数据处理模型和算法模型为

核心竞争力，实现工业领域底层设备的物联，依托云平台和大数据技术，以客户个性化需求为导向，

量身打造智能工厂运维，利用振动数据、声音数据、温度数据、压力数据等多种生产数据，对工厂实

时运行的机械设备进行实时监测信息化解决方案，从而能够提前预测机械设备的故障风险，提前维

保，降低工业能耗和维保成本 

62 

阿尔法智联（北

京）科技有限公

司 

单芯片和物联网芯片

的设计和开发 

阿尔法智联主要聚焦在单芯片和物联网芯片的设计和开发，拥有国际最领先的单芯片驱动技术。阿尔

法的单芯片驱动技术，可广泛的应用于控制驱动类的应用场景，如 LED 驱动，电机驱动等。通过单芯

片的高集成度，可以真正实现 COB（Chip On Board），完全替代原有的 LED 驱动器、电机驱动器等

控制驱动产品，从而可以大大降低产品成本和体积，全面提升产品的性能和可靠性。产品主要应用于

智慧照明、智慧环境、智慧零售、智慧物流、智慧城市、智慧工厂等领域，致力于通过智慧照明打造

信息高速公路和智慧生态圈。 

63 
深圳前海冰寒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准）医疗级睡眠健

康科技产品的研制 

前海冰寒是国内领先的睡眠方案提供商，致力于（准）医疗级睡眠健康科技产品的研制，旗下品牌

PEGASI 倍佳睡主要提供光学睡眠优化产品和准医疗级睡眠监测产品并打造智能睡眠家居尖端体系，通

过云端平台对睡眠障碍人群进行大数据分析从而提供定制化、精准的睡眠改善方案。同时，冰寒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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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专注于打造智能睡眠家居尖端系统，将 AI 人工智能应用于环境和人体大数据分析与调控。愿景是将

卧室打造成为一个集语音操作系统、环境监控、健康监测预警与干涉的多维人工智能 AI 平台。 

64 
北京贝麦克斯科

技有限公司 

手术导航定位装置提

高手术精度 

针对当前肺肿瘤早期筛查困难问题，团队研发了手术导航定位装置，通过机械臂辅助下针+呼吸跟踪方

式，提高手术精度,做到减少并发症、缩短手术时间、降低手术难度、扩大可接受人群，切实实现早期

肺小结节的筛查，有利于提高肿瘤患者生存率。团队拥有多项专利成果，技术指标国际领先,并与强生

集团达成合作。 

65 
深圳江行联加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 

边缘计算于各领域的

数据采集分析与决策

监控设备 

随着物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工业 4.0 的进一步推进，以智能化为核心的工业物联网得到快速发展，进而拉

动基于物联网技术解决方案的市场需求。江行边缘计算平台的设计初衷在于：利用边缘计算打造广泛

适应于各领域的数据采集分析与决策监控设备，让任何“物”都能接入互联网，让边缘都能实时做出

智能的决策。为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

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团队针对

工业生产中的不同应用场景开发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66 
北京至真互联网

技术有限公司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

科技型健康管理公司 

至真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科技型健康管理公司。从眼科切入，凭借眼科影像的大数据积累和人工智

能领域的技术优势，将海量眼科临床数据与国内权威医疗专家队伍经验相结合，为人们提供精准、优

质、平价的眼病智能筛查服务。为解决基层筛查痛点，专为基层医生量身打造了一款集智能眼底照相

和眼底疾病筛查于一体的智能筛查眼底相机。 

67 
北京他山科技有

限公司 

人工智能触摸传感器

芯片产业化的高科技

公司 

北京他山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成立于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由软银中国、沐盟集团及北京奥

特易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方共同出资成立。是国内首家致力于人工智能触摸传感器芯片产业化的

高科技公司。他山科技的核心技术为曲面电容技术，这项技术可以通过一种微小电容单元，探测人体

姿态、手势、触摸、压力，以实现一个全空间的智能传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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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深圳显扬科技有

限公司 

研究并产业化高速高

清三维机器视觉系统 

本项目主要研究并产业化高速高清三维机器视觉系统，以及基于人工智能的三维机器视觉应用系统。

本公司研发的三维机器视觉系统最高可实现超过 200 帧每秒的采集速度，最高精度达到 0.5 微米。本

项目产品主要应用于工业与物流领域，尤其是高速自动化生产线、高精度物体测量与检测。 

69 
广州音书科技有

限公司 

AI 助力听障人士无障

碍沟通 

音书科技是一家创新型社会企业，致力于通过互联网+人工 智能技术改善听力言语障碍群体的沟通现

状，并打造听力言 语障碍群体的服务平台。音书的服务平台包含无障碍沟通软 件、言语康复软件、智

能字幕速记系统等，服务领域涵盖听 障人士的日常交流、言语康复、学习培训等方面。在“科技 创造

美好生活”的愿景下，音书正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中 国听障人士环境无障碍建设的落地，并通过打

造完善的服务 平台为听障人士构建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70 

清芯未来（北

京）科技有限公

司 

气体传感器及其芯片 

清芯未来成立于 2018 年 8 月，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及销售气体 传感器的技术型企业。公司致力于成

为气体传感器行业的技术黑 马。先后入驻启迪、清华 x-lab 等平台。目前已获得种子轮融资、 清华大

学创+的创业种子基金。获得互联网+创业大赛北京市 一等奖等荣誉。团队共 20 人，主要成员来自清

华大学、中国科 学院、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 

71 越秀集团 

固化土路基技术是对

土体改良填筑施工的

技术 

高速公路固化土路基技术服务的三大核心技术 - 独有高速公路掺量配方, 独有振动拌合设备和独有质量

控制标准。对比传统技术，固化土路基技术降低成本 70%, 技术优势為施工工艺简单环保, 原状土指标

要求低 。 

72 越秀地产 空间创造价值 

为了解决首次置业的年轻白领的痛点，我们在“SAR”支撑体住宅设计理论基础上进行创新， 

提 出“一个建筑学人的方案”——创建一个集约型、精细化的“小·精·全·活”的住宅新产品。    

EHOUSE 产品通过 3.6M 的层高做出了复式住宅 6M 层高的功能，同时解决了目前市场上小面积住宅

赠送面积的问题，保利的 3.6M 公寓产品对 2M 以下的空间没有做到最大利用率。相比之下，EHOUSE

空间运用更加极致，而且可以使用到住宅产品中去。 

73 
广州越秀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智惠零租是智能+普

惠的零售租赁业务 
智惠零租用科技赋能零售，用零售惠及大众。我们选择 B2B2C 的商业模式, 以工程机械、乘用车、商

用车为三大业务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