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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名称 依托单位 产业领域 类型 

1 反射式低功耗户外液晶屏 合肥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显示 新技术 

2 盐酸文拉法辛缓释片（高端制剂） 合肥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 新产品 

3 大尺寸面板Mini-LED巨量转移设备 
合肥欣奕华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

司 
高端装备 新产品 

4 嫦娥钢（高效吸能合金钢） 安徽中科高韧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材料 新产品 

5 第三代智能驾驶客车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和

智能网联汽车 
新产品 

6 
奶牛新饲料添加剂——地顶孢霉培

养物（虫草欣康） 
合肥迈可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 新产品 

7 
超大色域超高亮度超高清全色激光

投影机 
合肥全色光显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显示 新技术 

8 
面向全叶茶加工分选的智能成套生

产线解决方案 
安徽捷迅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新技术 

9 非接触式电梯交互终端 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显示 新产品 

10 
超精细高世代 G8.5+溢流法电子玻

璃基板制备技术与装备研发产业化 
彩虹（合肥）液晶玻璃有限公司 新型显示 新技术 

11 
挥发性有机物及有毒有害气体红外

遥感监测系统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节能环保 新技术 

12 量子钻石原子力显微镜 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 量子产业 新产品 

13 
Y2B3612F 型高可靠自适应电池管

理系统 
安徽锐能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和

智能网联汽车 
新产品 

14 有方医疗 Pirox 口腔 CBCT 有方（合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 新技术 

15 本源悟源 64 比特超导量子计算机 
合肥本源量子计算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量子产业 新产品 

16 软质无溶剂沙发家居聚氨酯合成革 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材料 新产品 

17 一体化商业卫星测控平台系统 V1.0 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空天信息 新产品 

18 P1080 型内镜功能供给系统 合肥德铭电子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 新产品 

19 雷达天线多波段复合隐身衣 合肥中隐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材料 新产品 

20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新产品 

21 移动式双模 G 形臂 X 射线机 合肥吉麦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新产品 

22 
基于多元感知的“巡护者”水域智慧

监管平台 
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新产品 

23 时光序落地式空调器 格力电器（合肥）有限公司 智能家电 新产品 



24 
高容积率冰箱用轻型静音高效压缩

机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安徽美芝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新技术 

25 镁基功能性阻燃新材料 合肥中科阻燃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材料 新产品 

26 太赫兹光主动成像安检设备 安徽中科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 城市安全 新产品 

27 14MeV 回旋加速器 
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

公司 
高端装备 新产品 

28 雷暴实时定位监测预警系统 合肥佳讯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新技术 

29 
电动客车锂离子动力电池（箱）火灾

防控产品 

安徽中科中涣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高端装备 新产品 

30 微波消融仪 安徽硕金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 新产品 

31 分布式光纤传感设备 智地感知（合肥）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新产品 

32 3D Face ID 智能相机 合肥的卢深视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新产品 

33 
CASAFER20DW1000 毒物快速检测

仪 
安徽中科赛飞尔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 新产品 

34 智能撬装天然气液化装备 合肥万豪能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高端装备 新产品 

35 
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件智能后处

理装备 
安徽新境界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新技术 

36 
高性能低功耗 PCIE Gen4 SSD 控制

芯片 
合肥沛睿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 新产品 

37 电化学储能火灾防控系统 安徽中科久安新能源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新产品 

38 6.04 亿像素位移制冷工业相机 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新产品 

39 纳米自洁仿生轻量化金属铝板材 辰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 新产品 

40 高压 X 射线衍射仪 安徽国科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新产品 

41 高倍率钴酸锂 合肥融捷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新材料 新技术 

42 X 射线吸收精细结构谱仪 安徽创谱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新产品 

43 大气臭氧监测激光雷达 安徽科创中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新产品 

44 
极大规模集成电路自动化生产测试

系统 T800 
合肥悦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 新产品 

45 带行星齿轮双速双向潜水贯流泵 合肥恒大江海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装备 新产品 

46 云安全大脑 新华三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网络与信息安

全 
新模式 

47 谷物数字质检平台 安徽高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新产品 

48 
等离子场束缚工业冷却循环水消雾

节水装置 
安徽泛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新产品 

49 
新能源汽车智能移动充电装备应用

新模式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和

智能网联汽车 
新模式 

50 
基于车电分离的电动汽车智能换电

服务模式 
泽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和

智能网联汽车 
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