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2021 年第 4 批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名单
202104315

富数阿凡达安全计算平台软件
上海富数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16

AVCON 基于人工智能的 5G 高清智能布控球软件[简称：HDS]V1.0
华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17

碳化硅二极管-H3S120
上海瀚薪科技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18

碳化硅 MOS 管-H1M120
上海瀚薪科技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19

锐测电缆局放分析软件 V1.0
上海锐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20

译筑云协同管理平台 V7.0.0
译筑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21

主控 MCU（MR88F001DI）
上海美仁半导体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22

TestWriter 自动化测试平台
上海博为峰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

202104323

同豪大件运输桥梁安全评估软件 V1.0
上海同豪土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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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324

红外图像火焰探测器（TS-VID612SF-HD）
上海腾盛智能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25

NX510BD-2.5GD 型北斗导航农机自动驾驶系统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26

地质灾害防治指挥平台 GEP1.0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27

客专分线采集器（ZPW·CE2）
上海铁路通信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28

车载无线终端 PCBA（EG48HM2、EG48HM3、EG48HM4、EG48HM5）
上海麦腾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29

优方智能营销系统软件 V1.0
上海优方信息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30

电力物联网一体化终端（C501-100）
上海楚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31

尚领心肺复苏质量数据管理软件 v1.0
上海尚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

202104332

轨道交通专用智能安防箱（PISS-GXN0）
上海鹏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33

明牛云平台软件 V1.0
上海明牛云科技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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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334

明牛云 MNGate 嵌入式数据采集服务软件 V1.0
上海明牛云科技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35

可视化 VR 编辑工具软件系统
图萌（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36

嘉韦思动态防御软件
上海嘉韦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

202104337

北塔云融合运维管理平台软件-OpsForce-V1.0
上海北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38

一体化多功能自助式办理设备 SSS-YTJ-I
上海市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黄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39

无线场强检测系统
上海中铁通信信号测试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40

精密汽车中控电子线路板
上海山崎电路板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41

汇智盈期行情交易软件（安卓版）[简称：汇智盈期 APP 安卓版]V3.0.0
上海异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42

震动监测平台
上海凌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虹口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43

聚音 AI 智赔平台软件 V3.0
上海聚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44

光分路器（1*32 PLC Splitter）
上海唐品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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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345

形拓大型舰船双网络信息和控制软件 V2.0
上海形拓科技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46

全自动深低温生物样本存储设备 BSN-600
上海原能细胞生物低温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

202104347

全自动超低温生物样本存储设备 BSE-800
上海原能细胞生物低温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

202104348

酱粒混合胶体物
上海奕方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49

左心耳封堵器系统（LAFDQ-20，LAFDQ-23，LAFDQ-26，LAFDQ-29，
LAFDQ-32）
上海形状记忆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50

氧化膜单铆房间隔缺损封堵器
上海形状记忆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51

牛心包人工心脏瓣膜（19A、21A、23A、25A、27A）
上海欣吉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

202104352

塑料粒子塑可丽 ABS-M
上海锦湖日丽塑料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53

防弹级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
上海斯瑞科技有限公司
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54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上海斯瑞科技有限公司
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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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355

高耐蚀铝锌镁镀层钢板（DC51D+AM、S350GD+AM、S550GD+AM）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56

吉 帕 级 冷 轧 QP 钢 （ RP154-980B 、 RP154-1180 、 RP154-1180B 、
CR1180T/850YRASE、HC820/1180QP-EL）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57

HilonGuard 2710 水性环氧漆
上海海隆赛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58

通讯系统建设用玻纤增强聚丙烯合金
上海金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59

钛焊管（GR1、GR2、TA1、TA2）
上海宇洋特种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60

环保绝缘涂层溶液（51#-M 剂）
上海迪升防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61

改性工程塑料（JC-S004，JC-S1696，JC-S800，JC-S911，JC-X002，
JC-R005，JC-R1696，JC-R1501，JC-R1339）
上海金昌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62

高效螺杆清洗剂（螺速洁 BC60H）
赤途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202104363

M37499 铜槽锚线（1.52*0.25mm）
上海展屿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64

全屋面节能防水涂料
上海彩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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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365

四乙烯基硅烷
上海如鲲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

202104366

全塑透气型塑胶跑道
上海天路弹性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67

全灌浆套筒（LWB-GTZQ4、LWB-GTQ4J）
上海利物宝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68

水基热熔胶
上海汉熵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69

深厚岩层大直径旋挖钻孔灌注桩施工技术服务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70

智慧工地钢筋翻样管理平台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71

基于模块化的受限空间高炉快速大修成套技术服务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72

基于正向模块化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柔性架构
摩登汽车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73

智能文档资讯分析技术服务
数库（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74

钢桥面刚性铺装技术服务
上海申继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75

尼望 5G 智能仓储集成运行平台
上海尼望软件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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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376

海纳致远智能评估系列产品-海纳分软件 V3.1
海纳致远数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77

VPN 业务连接性能改进技术服务
上海市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虹口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78

薄 膜 电 容 器 （ 42020798 、 42027451 、 42028936 、 12978707-00 、
ETC100002001、AZ05CF000355B01、AZ05CF000366B01）
上海鹰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79

燃料电池发电机性能测试设备（HAN-FCT-150）
上海汉翱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80

高压真空断路器 VS1（VNP1）-12/1250-31.5
上海舒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81

商用电磁灶（ZDG-200 20kW、ZDG-180 18kW、ZDG-150 15kW、
ZDG-12012kW、380V 3～50Hz）
上海中屹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82

低净空束流收集双曲面玻璃钢除臭盖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83

环保微量润滑剂（KS-1108、KS-1109、KS-1040）
上海金兆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84

印刷用低晶点标签膜
上海紫江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85

伊美特牌 ER-02-75G 型反渗透直饮水机
伊美特（上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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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386

MSR 元明粉生产系统
上海力脉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87

EFI 水生态治理工程服务
上海水源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88

湿垃圾处理设备（型号：SA-SLGT2）
上海赛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89

反渗透纯水机（RW75（H2），RW600（H6），RL100，RL400，RL50，
RW100（DL225），RW400（DL225），RL100（DT636））
美蓝飘尔（上海）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90

显微共焦光谱系统
上海复享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91

252kV HGIS 复合式组合电器（ZF28-252）
上海思源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92

混凝土整平机（LS-600、LS-500、LS-400、LS-350、LS-325）
上海捷舟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93

150kW 集成式电机控制器
一巨自动化装备（上海）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94

超轻型背负式消防泵 Vortex P7
奥丁（上海）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95

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 EBR/KYS 32 X 38 S
华域麦格纳电驱动系统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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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396

智能云控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 LZ-WW
上海丽臻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97

塑料离心泵（MMCP65-40-200、MMCP150-125-400）
百鸿国际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98

焊接机器人（SF6-C1400、SF6-C2080）
上海柴孚机器人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399

DWS 设备（SND-DWS03-E500）
赛那德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400

研教版 3D 打印机 II
上海复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401

组合式空调净化机组（SZKW）
上海松华空调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402

高速离心式空压机控制器 HS40-6D4T
致瞻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

202104403

RXR-MC100BD-WJA2 型消防防爆侦检机器人
上海务进消防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404

成盘电缆现场多参数测试仪 SDK-CPDC-1
上海慧东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405

圾生活智慧站（全分类 ABC）
小圾（上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杨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406

变频供水设备（DQCB）
上海丹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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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407

DP3-810/D 单相线路保护装置
久创新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408

智能四向穿梭车（ZSMY-1.0）
上海智世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409

智能水冷电火花堆焊修复机（型号 ESD-7900）
上海朗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410

垂直输送系统
上海领升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411

紧凑节能液压站 LW-D66-A
上海朗畏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412

无负压管网增压稳流给水设备 HYW32-70-3
上海汇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413

脉象采集传感器（GMMX00101）
上海国民集团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414

核酸蛋白分析仪（Nano-600、Nano-800、JP-3000、JP-3001、HD-2000、
HD-3000、HD-3001）
上海金鹏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415

MD-S 型医疗扩张装置压力表
上海铭控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416

挖掘机 X 架机器人焊接工作站
海克力斯（上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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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417

刚体滑触线 JGHX
上海浦帮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418

新能源电池盒
上海大众联合发展车身配件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419

电动侧踏板
爱看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04420

甘露特钠胶囊
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202104421

微米级高效农残降解复合酶
硅羿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202104422

血细胞分析用溶血剂
上海兰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202104423

基于 sCMOS 的共聚焦超分辨成像系统
上海禹视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202104424

高性能快硬混凝土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202104425

取栓支架（TD-320、TD-420、TD-430、TD-440、TD-620、TD-630）
心凯诺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202104426

高性能彩色乳化沥青（特种彩色沥青）
上海浦东路桥沥青材料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202104427

大跨重载装配式工业厂房建造技术服务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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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428

基于碳排数据分析的交易管理技术服务
申能碳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202104429

光伏发电系统 XS
上海历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202104430

新型谐振式钢轨阻尼器
安境迩（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202104431

预制装配式地下通道结构高效拼装装备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202104432

Marvel R 轿车副车架总成
上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202104433

特气供应柜（ST8000，ST8800，ST8338，ST8318，ST8226，ST8246，
ST8215，ST8228，ST8125，ST8128，ST8328，ST8320，ST8327）
上海盛韬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202104434

热流道系统（INcoe Hot Runner system DFQ10、INcoe Hot Runner system
DFQ5、INcoe Hot Runner system DFQ8、INcoe Hot Runner system
DFQ12、INcoe Hot Runner system DFQ18、INcoe Hot Runner system
DFQ25）
英柯欧模具（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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