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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成 电 路 E D A 设 计 精 英 挑 战 赛    

组 织 委 员 会 文 件  
 

 

2020 集成电路 EDA 设计精英挑战赛总决赛 

获奖名单公示  

各参赛院校、参赛队： 

感谢大家对 2020（第二届）集成电路 EDA 设计精英挑战赛的

支持，经总决赛专家组评审、组委会复核，总决赛各奖项已顺利

产生，获奖名单见附件。 

 

附件：2020 （第二届）集成电路 EDA 设计精英挑战赛总决赛

获奖名单 

 

集成电路 EDA 设计精英挑战赛组委会  

                    2020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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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第二届）集成电路 EDA 设计精英挑战赛 

总决赛获奖名单 

麒麟杯 

队伍名称 学校 

New Time 东南大学 

308A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菁英杯 

队伍名称 学校 

没有人比我更懂 EDA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一等奖 

队伍名称 学校 

LZW-TEAM 广东工业大学 

北六梦之队 华南理工大学 

MCF 详细布线小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来都来了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306 摸鱼对 复旦大学 

缝合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微电小分队 厦门大学 

无标题 西南交通大学 

小米加步枪 太原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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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名称 学校 

EDA612 清华大学 

学弟专业带飞 东南大学 

913 天团 香港中文大学 

绑着石头过黄浦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一个问号有三个小朋友 西南交通大学 

 

二等奖 

队伍名称 学校 

ICers 厦门大学 

KirovReporting 华东师范大学 

RTL 东南大学 

摸鱼小队 东南大学 

三只松鼠 东南大学 

数字组 东南大学 

ACT 厦门大学 

帆旗高扬 上海交通大学 

还有一个月试试看 上海交通大学 

原力布线 上海交通大学 

IC 数学家 电子科技大学 

i 芯星 广东工业大学 

Vegetable Chicken 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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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名称 学校 

关山口大骠客 2.0 华中科技大学 

什么都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牙膏厂 中山大学 

这个名字很好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LPL 中山大学 

华芯崛起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文昌十一 东南大学 

ICEMan 南京邮电大学 

ICTest A-Team 中国科学院大学 

PRIME 王子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搞快点 清华大学 

微杰之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我为祖国献石油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智慧集成组 北方工业大学 

Vive Vertices 复旦大学 

割割割 清华大学 

天天向上队 复旦大学 

EDA0x1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FDUTeam154 复旦大学 

标准单元 国防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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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队伍名称 学校 

百廿菜鸟 北京大学 

菜鸡独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昊龙川 东南大学 

红蓝芯 上海交通大学 

码不完的代码 东南大学 

写的都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Perfect Router 厦门大学 

白金之星 上海交通大学 

纯手工布线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东方鲁尔皇家工业学院 沈阳工业大学 

WXJ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到底对不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多边形我来了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瑾色 南开大学 

矩阵革命 沈阳工业大学 

闻天 武汉理工大学 

香农说的都队 浙江大学 

知青小队 武汉理工大学 

重在参与队 武汉理工大学 

CCCarry 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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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名称 学校 

Centlog 中山大学 

EDA_ZXL 东南大学 

大队长搞 EDA 东南大学 

旗木五五开 国防科技大学 

芯芯相印 东南大学 

oneidea 华中科技大学 

快乐就~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烂番茄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Listenup 上海交通大学 

白云在下雨 上海科技大学 

老黄忠 东南大学 

麻辣烧仙草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挑水喝 电子科技大学 

灵灵七 东南大学 

腾飞团队 湖南大学 

政道的光 中山大学 

DYW 东南大学 

IIIC队 中山大学 

IQAer 宁波大学 

onlyOne 华中科技大学 

荟不芸学习 东南大学 

小毛驴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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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特别奖 

企业名称 学校 队伍名称 

新思科技 

广东工业大学 LZW-TEAM 

华南理工大学 北六梦之队 

东南大学 摸鱼小队 

东南大学 数字组 

华大九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MCF 详细布线小队 

上海交通大学 帆旗高扬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来都来了 

复旦大学 306 摸鱼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缝合怪 

华中科技大学 关山口大骠客 2.0 

厦门大学 微电小分队 

芯华章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没有人比我更懂 EDA 

西南交通大学 无标题 

太原理工大学 小米加步枪 

海思 

南京邮电大学 ICEMan 

中国科学院大学 ICTest A-Team 

东南大学 New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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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学校 队伍名称 

概伦电子 

清华大学 EDA61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PRIME 王子队 

清华大学 搞快点 

东南大学 学弟专业带飞 

国微思尔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308A 

香港中文大学 913 天团 

上海安路科技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绑着石头过黄浦江 

西南交通大学 一个问号有三个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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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奖 

学校名称 指导老师姓名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白耿 

广东工业大学 蔡述庭 

南京邮电大学 蔡志匡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曾毓 

上海交通大学 陈海宝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陈龙 

西南交通大学 邸志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贾小涛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金洲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李聪 

中国科学院大学 李文杰 

上海交通大学 李永福 

太原理工大学 林福平 

东南大学 凌明 

东南大学 陆生礼 

华中科技大学 吕志鹏 

中山大学 农姗珊 

东南大学 齐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祁仲冬 

东南大学 汤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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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指导老师姓名 

东南大学 田茜 

东南大学 王超 

复旦大学 王伶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鹏 

厦门大学 王云峰 

复旦大学 吴昌 

华南理工大学 吴朝晖 

广东工业大学 熊晓明 

东南大学 徐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徐悦甡 

东南大学 闫浩 

复旦大学 严昌浩 

清华大学 叶佐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游海龙 

香港中文大学 余备 

清华大学 喻文健 

北方工业大学 张福生 

电子科技大学 张国俊 

华东师范大学 张润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赵巍胜 

国防科技大学 赵振宇 

厦门大学 周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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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组织奖 

学校名称 学校名称 

东南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福州大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沈阳工业大学 

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厦门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中山大学 湖南大学 

山东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宁波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清华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南开大学 

北京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青岛科技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