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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 大 学 生 嵌 入 式 芯 片 与 系 统 设 计
竞 赛 组 织 委 员 会 文 件  

 

 

关于公布 2021 年（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嵌

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成绩

公示 

 

各参赛师生： 

2021年（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

赛全国总决赛评审已经完成，经专家评审、组委会复核，现

确定 174支参赛队获得全国总决赛奖项，具体名单见附件 1。

感谢所有参赛队的热情参与和努力付出，希望因各种原因未

能获得理想成绩的参赛队不要气馁，继续努力！ 

总决赛成绩公示期 7日，如对成绩名单有异议，可于 2021

年 11月 1 日 0 时至 2021年 11 月 7 日 24时前将相关情况及

材料发送至 wangtao@icisc.cn，逾期视为无异议。 

获得应用赛道全国总决赛一等奖的参赛队需要把作品

寄送到组委会进行专家复核，寄送信息见附件 2，因特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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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无法完成寄送的队伍需要 2021 年 11 月 7 日 24 时前将无

法寄送的情况说明发送至 wangtao@icisc.cn。 

提醒各参赛队密切关注队长邮箱，会有大赛后续通知的

证书及奖金发放确认！  

 

附件 1：2021年（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

统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团队成绩公示名单。 

附件 2：2021年（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

统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复核作品邮寄信息。 

 

 

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 

设计竞赛赛组委会    

                           2021 年 10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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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1年（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

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获奖名单。 

 

总决赛三等奖 

编号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0029 长春理工大学 生命之火 

0130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我爱高电 

0207 沈阳工业大学 香香的饼 

0223 东南大学 我们制作 

0237 湖南科技大学 奋进向上 

0318 上海电机学院 IAS 

0319 郑州轻工业大学 一只狗在秀 

0370 中北大学 1020 

0416 东华大学 果亲王 

0423 郑州轻工业大学 2333 

0446 广东白云学院 Execution 

0491 同济大学 万事可乐队 

0530 苏州科技大学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0607 黄淮学院 智团儿小分队 

0608 同济大学 CPU 写的都队 

0635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三叶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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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2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泊易泊 

0657 中北大学 探火小分队 

0713 北京理工大学 共创初芯 

0715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你说的都队 

0757 重庆理工大学 CRZ 勇者 

0797 武汉纺织大学 电子设计速成队 

0857 滨州学院 迪迦 

0895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橙子小队 

0900 六盘水师范学院 iLNU2 

0943 北京理工大学 百城归鸾 

0994 青岛农业大学 拉普拉斯变换队 

0999 青岛农业大学 爱迪斯坦队 

1001 赣南科技学院 坚不可摧 

1006 长春理工大学 且醉待山雨 

1032 邵阳学院 飞流直下 

1045 厦门理工学院 努力 ing-boys 

1076 山东华宇工学院 恒学 

1079 长沙学院 一往无前 

1097 上海交通大学 刻晴之家 

1115 厦门理工学院 三好学生 

1120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智行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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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hui 

1129 西南民族大学 思特奇 

121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沧海四粟 

1223 厦门理工学院 划水队 

1227 太原科技大学 宙斯 

1268 江西师范大学 易燃易爆 

1337 西北工业大学 黑山不黑 

1351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三明治 

1365 东南大学 十七张牌你能秒我？ 

1377 电子科技大学 chenbochenbochen 

1405 江西师范大学 捡垃圾队 

1444 中国计量大学 智能互联 6051 号 

1502 天津工业大学 犹豫就会败北 

1515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很难获奖队 

1550 苏州大学 安芯下水 

1572 中北大学 zsc 

1658 邵阳学院 水上稻草人 

1666 长春理工大学 棉花糖小队 

174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我爱摸鱼 

1764 安徽大学 辉辉手抓取科技 

179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帽子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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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 南京师范大学 棋天 

1860 上海交通大学 006 

1879 大连海事大学 A206 

1887 武汉大学 EDA 小作坊 

190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差不多得了队 

1976 上海交通大学 Lawner 

2038 中国科学院大学 Hi 远清队 

2050 电子科技大学 LGM_无敌 

2054 北京理工大学 干饭 

2064 重庆邮电大学 南山三侠 

2070 大连理工大学 风凌 

2178 无锡学院 懒狼狼与灰太羊 

2213 武汉理工大学 评委说啥都对 

2221 电子科技大学 果宝特攻 

2233 长春理工大学 Bug Makers 

2279 北京大学 厉害 

2285 南京师范大学 风之轻语 

2355 哈尔滨理工大学 智谐 

2424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天知道叫什么 

2427 中国计量大学 魔方第三小分队 

2437 武汉大学 桂桂龙说的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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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为什么这样子 

2482 武汉大学 芯型异构体 

2540 苏州大学 从容 E 队 

2559 合肥工业大学 撸代码就完事了 

2579 浙大城市学院 铜锣烧队 

2624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奥里给兄弟们 

2684 东华大学 西红柿炒番茄队 

2741 湘潭大学 摸鱼不易 

2761 西南石油大学 巴卡玛卡 

2802 华南理工大学 仨电工 

2842 西北工业大学 躺平小队 

2900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Sots 

2909 电子科技大学 我爱罗小黑 

2921 电子科技大学 什么都队 

2957 南京师范大学 Hanoi_Plus 

2961 东南大学 EDAgo 

2974 惠州学院 九联智行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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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决赛二等奖 

编号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0010 沈阳工业大学 640 

0088 东南大学 羽毛球队 

0120 广东白云学院 超能陆战队 

0167 厦门理工学院 苦果 

0193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小元队 

0293 东南大学 以及人之老 

0453 成都工业学院 一定行！ 

0619 天津大学 精仪科技 

0662 哈尔滨理工大学 理工行之远 

0668 江苏海洋大学 一“芯”一意 

0672 南京农业大学 妙妙屋种子选手队 

0711 徐州工程学院 点灯大师队 

0794 南京师范大学 树莓派客串队 

0923 东南大学 Booster 

0940 上海交通大学 大黄说得都队 

1044 成都工业学院 玩车手 

1092 长春理工大学 扮猪吃老虎 

1116 山东大学 孤创设计 

1131 成都理工大学 o.0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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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0 东南大学 BLUE 

1162 海军工程大学 深海有大鱼 

1181 同济大学 两片面包夹芝士 

1192 厦门理工学院 元气冲冲 

1199 南京农业大学 蓝龙 SuperRobot  

1209 西南民族大学 家人们 

1211 哈尔滨工业大学 全都给他们整对了 

1289 大连海事大学 振鹭物联 

1412 华南理工大学 Elite 

1479 江苏大学 竹蜻蜓 

1710 中北大学 王者之师 

1712 青岛农业大学 智联 ZL 队 

1782 电子科技大学 JOJO 

1846 电子科技大学 SoulKing 

1933 浙江大学 ZJV 

2176 东南大学 卷芯菜 

2209 苏州大学 3W 战队 

2251 上海交通大学 不成贤宇 

2254 北京邮电大学 算法总跟我作队 

2304 文华学院 ethink 

2334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跑得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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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7 中南大学 HarborKay 

2350 成都大学 肚子胖胖_生活旺旺 

2438 电子科技大学 麻雀战队 

2460 南京师范大学 物流分拣员 

2480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STM32 

2503 北京大学 neuron 小小组 

2509 重庆理工大学 想做点什么 

2516 电子科技大学 仨人成虎 

2547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驱雷挚电小队 

2726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要飞我要飞 

2773 内蒙古科技大学 发电站 

2972 惠州学院 九联智行一队 

 

 

总决赛一等奖 

编号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002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两颗酸柠萌 

0153 沈阳工业大学 伍贰叁 FIGHT 

0162 长春理工大学 CUSTstar 

0164 厦门大学 凰月流芯 

0173 北京理工大学 Waldeinsamk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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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微机原理摸鱼 

0626 长春理工大学 你我形影不离 

0849 东南大学 芯青年 

0865 厦门理工学院 镇海队 

0912 南京农业大学 精灵小队 

1136 东南大学 SOC Challenger 

1146 中南大学 I/O 船长 

1191 大连海事大学 独孤求秃 

1260 东南大学 Listen2U 

1280 江西师范大学 MYG 

1418 南京师范大学 心嵌龙芯 

1420 大连海事大学 域驰队 

1495 南京邮电大学 朗星骇客 

1566 海军工程大学 扬帆起航 

1715 西南交通大学 听声摸鱼 

1828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Top3boys 

1903 电子科技大学 去南京吃什么队 

2200 中南大学 打不赢比赛就打队长 

2356 东华大学 吃饭还得排队 

286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镜华梦之队 

2975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浓香高钙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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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工程奖 

编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1191 大连海事大学 独孤求秃 

1566 海军工程大学 扬帆起航 

 

最佳创意奖 

编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002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两颗酸柠萌 

2200 中南大学 打不赢比赛就打队长 

 

龙芯中科杯 

编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1418 南京师范大学 心嵌龙芯 

 

STM32 杯 

编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041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微机原理摸鱼 

0912 南京农业大学 精灵小队 

 

海思星火杯 

编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0173 北京理工大学 Waldeinsamk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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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动杯 

编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0865 厦门理工学院 镇海队 

 

博流 AI 菁英杯 

编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2200 中南大学 打不赢比赛就打队长 

 

广和通杯 

编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1420 大连海事大学 域驰队 

 

RT-thread 杯 

编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1495 南京邮电大学 朗星骇客 

1903 电子科技大学 去南京吃什么队 

 

新思科技杯 

编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0923 东南大学 Booster 

2921 电子科技大学 什么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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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 EDA 杯 

编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1116 山东大学 孤创设计 

1260 东南大学 Listen2U 

 

华大九天杯 

编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1136 东南大学 SOC Challenger 

1211 哈尔滨工业大学 全都给他们整对了 

 

芯来科技杯 

编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0849 东南大学 芯青年 

1715 西南交通大学 听声摸鱼 

 

芯火杯 

编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1260 东南大学 Listen2U 

 

最佳路演奖 

编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0130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我爱高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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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商业价值奖 

编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0088 东南大学 羽毛球队 

 

 

 

附件 2：2021年（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

计竞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复核作品邮寄信息。 

 

1、 收件信息： 

组委会秘书处王涛 18362952022 南京市江北新区七里桥北

路 6 号南京集成电路培训基地 3 号楼 412 复核实验室 

2、 快递费用： 

邮寄费用请根据作品价值进行保值处理，以顺丰作为快递唯

一方式，寄送来往费用组委会结算，作品快递需标明作品编

号和团队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