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020年第12批拟认定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名单

1. 深兰AI热感视觉行为监控摄像仪DB-SAMTY-V20

深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 卡斯柯TCC线网工作站软件V1.0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 卡斯柯2oo2硬件平台安全切换单元软件V1.0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 聚音药店宝APP软件V4.0

上海聚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 PSE型光电式传感器

上海兰宝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 汇付数据汇商通软件服务

上海汇付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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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金融数据密码机(HR-JRMMJ-001、HR-XCJRMMJ-001)

慧镕电子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8. 高精度定位基站

上海笃一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9. 定位电子标签

上海笃一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0. 无绝缘大电流机械绝缘节空心线圈 （ZPW•XKJD-1700、ZPW•XKJD-2000、ZPW•XKJD-

2300、ZPW•XKJD-2600）

上海铁路通信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1. 无绝缘采集衰耗器（ZPW•SC、ZPW•SC2）

上海铁路通信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2. 速度传感器【025CHA-1504230BA(ZS-1A)、025CHA-1504240BA(ZS-2A)】

上海海华传感器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3. 天垒轻武器夜间照明射击训练报靶软件V1.0

上海天垒软件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4. 数久道路检查井设施状况分析软件

上海数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5. 无人飞行器自动机库

星逻人工智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16. 陆根智能车载称重管理软件V1.0

上海陆根智能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7. 智慧公园管理软件V1.0

上海思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8. Intube短视频APP软件

上海道浮于海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

19. Nanyan微链平台软件服务

上海南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 车载触摸屏元件Blade（156239AA、155388AA）

上海企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1. 艺心健康管理应用服务平台

上海艺心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2. 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

上海安必生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3. 弹簧圈栓塞系统

微创神通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

24. 手术显微镜（SM620型、SM610型）

上海美沃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5. IL28B基因检测试剂盒（PCR-芯片杂交法）

上海百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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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载脂蛋白E（APOE）基因检测试剂盒（PCR-芯片杂交法）

上海百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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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蜂巢培养箱管理系统（IMS350、IMS460）

上海东富龙医疗装备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8. 去氧孕烯

上海共拓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9.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酸度调节剂 微美酸Plus

上海美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0. 注射用头孢地嗪钠

上海欣峰制药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1. 人尿源间充质干细胞扩增培养基

上海亚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2. 良外观高耐磨环保阻燃尼龙材料A1062

上海日之升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3. 防护型灭菌过滤网

上海超高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4. 德高PD-603高耐磨自流平地坪砂浆

西卡德高（上海）建材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5. 酚醛模塑料EA-5557J

上海欧亚合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6. 定制式固定义齿

上海雷帕罗义齿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7. CJB钢塑复合带

上海网讯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8. 水性凹版表印油墨

上海墨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9. 超纤织物柔软整理剂（XM-380A）

上海鑫妙纺织助剂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0. 耐热ABS塑料粒（2938、3325）

上海祺申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1. 高闪点低凝点变压器油（I-10℃、I-10℃环烷基、I-30℃、I-30℃环烷基）

上海中孚特种油品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2. 无团聚金刚石微粉（M7/10 CRW3A、M7/10 V2 CRW3A、M7/14 V2 CRW3A、M8/16 V2

CRW3、M20/30 CRW4）

上海昌润极锐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3. 多层状结构单向导湿干爽竹纤维织物 (SLK-1)

上海龙头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4. 团状模塑料（CSN-255W、CSN-172W）

上海昭和高分子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5. 纳米美学OCS水性涂料

浩力森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6. 压缩机减震垫（527-0116-00、527-0255-00、527-0116-10、527-0150-00、527-0221-00、

527-0117-00、527-0116-05、527-0252-00）

上海正村橡塑工业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7. 蒸汽发生器二次侧泥渣冲洗技术服务

国核电站运行服务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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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曳引驱动乘客电梯(MAXIEZ-CZ、MAXIEZ-B)

三菱电机上海机电电梯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9. 核电冷源水下智能安防装备（YN-LJW-001）

上海仪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0. 吸声尖劈（型号FDA-JP 8408）

上海泛德声学工程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1. HX-630型餐厨垃圾成套物理处理装置

上海恒霞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2. 汽车固态继电器5731001

上海沪工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

53. KTL（W)高效空调循环泵

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4. 节能高效止回阀

上海东方威尔阀门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5. 浆料过滤机

纳维加特（上海）筛分技术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6. 高效边框涂胶机SPZ-2400GS-T2-Y2

上海盛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7. 全自动智能食品生产线（A）

上海数郜机电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8. 空气压缩机（DWW-75）

德耐尔节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59. 矿用耐磨多级离心泵 MD型

上海第一水泵厂有限公司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0. 04E 109 244G发动机惰轮

上海振华轴承总厂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1. 第三代KQDQ轻型立式多级离心泵

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2. 气体介入式液位测量系统（H&B2000）

上海孚凌自动化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3. 分选机直驱伺服系统HD140-185LS(INC)-HA-020-X00

上海奥茵绅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4. DCS47H温控先导活塞式蒸汽疏水阀

上海奉洪阀门有限公司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5. 重量选别机（DK5W150、DK5W220、DK5W300、DK5W350、DK5W370、DK5W400、

Dk5W450、DK5W500、DK5W550）

上海多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

66. JUZ-WG型饮水用无负压管网增压稳流给水设备

上海巨忠流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7. 抬头显示检测设备（FLTS-HUD1000- 1900）

上海复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68. X射线异物检测机（TXR-B3-40、TXR-G3-40）

上海太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9. 数据集成平台系统

上海中畅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70. 激光测距仪(600yds-3100yds)

上海龙达胜宝利光电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71. 美致壹阴道镜数据管理软件

致壹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72. 高寿命耐磨型CPVC电力管（ф100/5.0、ф150/3.0、ф150/8.0、ф175/3.2、ф175/7.0、

ф175/8.0、ф175/9.5、ф200/11）

上海贝思特管业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73. 玻璃涂胶设备（ECC-TJ）

上海艾斯迪克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74. 螺栓拧紧设备(ECC-NJ)

上海艾斯迪克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