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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成 电 路 E D A 设 计 精 英 挑 战 赛
组 织 委 员 会
2022第四届集成电路EDA设计精英挑战赛

总决赛获奖名单公示

各参赛队：

感谢大家对 2022 第四届集成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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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由于疫情原因，优秀作品路演将择期在颁奖典礼期间举行，路演

入围名单见附件 2，麒麟杯及菁英杯的名单将在颁奖典礼中公布。

附件 1：2022 第四届集成电路 EDA 设计精英挑战赛总决赛获奖名单

附件 2：2022 第四届集成电路 EDA 设计精英挑战赛总决赛路演入围名

单

集成电路 EDA 设计精英挑战赛组织管理委员会

2022 年 12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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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第四届集成电路 EDA 设计精英挑战赛

总决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

参赛队名 学校名称

过于先进，不便展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这样做对不队 福州大学

璃月三结义 南京大学

都是小 case 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772 所）

TFT 上海科技大学

披荆斩棘 宁波大学

布谷鸟 北京大学

往生堂 广东工业大学

小米加步枪 太原理工大学

小趴菜 广东工业大学

POWERFUL 北京大学

上电 浙江大学

吃早饭很重要 东南大学

NumCore 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海底小纵队 山东大学

预测的都要 西南交通大学

就在今天 广东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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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工作一百五十年 清华大学

布不明白 厦门大学

E 往无前 南京邮电大学

艾欧尼亚 南京邮电大学

今天吃烤鸭饭 南京邮电大学

新秀队 南京邮电大学

TCAD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牛气冲天 东南大学

梦想乐土 上海交通大学

二等奖

参赛队名 学校名称

partition 华中科技大学

英特尔卧底特别行动队 南京大学

乘风破浪打工队 复旦大学

三个臭皮匠 中山大学

芯青年 宁波大学

这是一个队名 东南大学

蹦蹦火花 南京邮电大学

三个小萝卜 华中科技大学

最伟大的队伍 中国科学院大学、吉林大学

iEDA-牛肉火锅 中国科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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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想事成 南京邮电大学

布线团队 上海交通大学

我会带你们进复赛 广东工业大学

能跑就别动 西南交通大学

随便整个名 东南大学

就试一试 东南大学

dsw 没有 ieda 队 复旦大学

EDA 小组 东南大学

软硬件小分队 广东工业大学

天天哈哈队 上海交通大学

时代兄弟花 南京邮电大学

初始值为 x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夜空中最亮的芯 东南大学

Hello World 扬州大学

iEDA-成功耗时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闽南师范大学

啊对对对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啊对对队 南方科技大学

EDA Blues 东南大学

足下千里队 山东大学

岳麓山下 湖南大学

AI 算的全队 东南大学

石乐智 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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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a 好兄弟队 东南大学

iEDA-大龙套 深圳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闽南师范大学

别出芯裁 南京大学

数理致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渴躺而不可求 武汉理工大学

339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机器正在学习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西蒙士队 东南大学

立足甘川 兰州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芯”情很好 华南理工大学

xinlnix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不知道 东南大学

向 TCAD 奔去队 上海交通大学

fun group 西安交通大学

钙钛矿石墨烯 上海交通大学

蒙的全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ML 最强战队 南京邮电大学

DMC-V2 电子科技大学

生死时速队 中山大学

211 电工坊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拟合 bug 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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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参赛队名 学校名称

EDAxFPGA 香港中文大学

海鸥摸鱼大队 武汉理工大学

不知道起啥名 太原理工大学

轩岚诺 宁波大学

芯火队 山东大学

iEDA-LS 深圳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517 小分队 北京大学

Imuxy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春日部防卫队 东南大学

蒸蒸日上 北京大学

勤能补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大黑山 SAT 大连理工大学

钝角 华南理工大学

学弟专业带飞 东南大学

努力尝试 ing 东南大学

对对 华中科技大学

Simple 南京邮电大学

年年有余 复旦大学

完成就队 南京邮电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

Funny 东南大学



7

不要暴躁 广东工业大学

芯势力 南京邮电大学

试试 武汉理工大学、重庆理工大学

二十三问 华中科技大学

力扣第一题做不出来 武汉理工大学

银河护卫队 武汉理工大学

西北三菜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铁军 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

老科广研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newbie 队 广东工业大学

秋名山车队 东南大学

啊对对 沈阳工业大学

下岗工人排核酸不插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我的评委父亲说的对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不想 debug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HUT EDA 清华大学

PI 小能手 浙江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master 东南大学

学弟说的都队 东南大学

行则必至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好的名字也不能让评委记住你 北京工业大学

两个臭皮匠 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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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DA 北京大学

鸡汤来咯 东南大学

First Timer 南京邮电大学

新秀团队 南京邮电大学

iEDA-希望我能队 深圳大学、北京大学

优雅写代码队 东南大学

非阻塞小队 东南大学

SEU120 东南大学

ICAS 上海交通大学

现在还没想好 东南大学

eda 积极分子 南京邮电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eda 小分队 广东工业大学

二十四小时都学习 武汉理工大学

黄金回旋队 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菜鸟先飞 武汉理工大学

u4EDA 安徽大学

黑猫警长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永动电机小队 上海交通大学

对不队 华中科技大学

HRHR 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啥也不会车队 东南大学

牛牛牛 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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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云逐凤 南京大学

优智晶体管建模组 天津大学

平头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解不开的 PN 结 西南交通大学

不忘初心 电子科技大学

EDA 小分队 0 东南大学

划水摸鱼队 上海交通大学

食在香队 重庆邮电大学、重庆大学

优胜奖

参赛队名 学校名称

EDA12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DA 不摸鱼小组 山东大学

123 山东大学

iEDA-布线小能手 深圳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芯心之火 南京邮电大学

优秀组织奖

学校名称 学校名称

东南大学 南京大学

安徽大学 浙江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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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理工大学 中山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宁波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清华大学

山东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 深圳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沈阳工业大学

北京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厦门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复旦大学

优秀指导老师奖

指导老师 学校名称

林亦波 北京大学

贾小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田春生 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772 所）

王硕 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772 所）

毛书漫 电子科技大学

徐跃杭 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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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鹏 东南大学

牛丹 东南大学

齐志 东南大学

孙长银 东南大学

汤勇明 东南大学

田茜 东南大学

王学香 东南大学

闫浩 东南大学

朱自然 东南大学

陈建利 福州大学

严昌浩 复旦大学

杨帆 复旦大学

蔡述庭 广东工业大学

高怀恩 广东工业大学

高鹏 广东工业大学

魏丽军 广东工业大学

邢延 广东工业大学

张浩 广东工业大学

郑欣 广东工业大学

黄继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贺旭 湖南大学

姚若河 华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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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志鹏 华中科技大学

苏宙行 华中科技大学

陈全 南方科技大学

杜力 南京大学

杜源 南京大学

傅玉祥 南京大学

胡骞 南京大学

江循 南京大学

李丽 南京大学

蔡志匡 南京邮电大学

陈静 南京邮电大学

郭静静 南京邮电大学

郭宇锋 南京邮电大学

姜玻 南京邮电大学

王磊 南京邮电大学

朱洪强 南京邮电大学

储著飞 宁波大学

喻文健 清华大学

李琳 厦门大学

王永 山东大学

李海华 上海交通大学

李永福 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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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勇 上海交通大学

任鹏鹏 上海交通大学

哈亚军 上海科技大学

黄志鹏 深圳大学

林福平 太原理工大学

吴绿 武汉理工大学

徐宁 武汉理工大学

曾志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李聪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李康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史江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游海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王大威 西安交通大学

邸志雄 西南交通大学

何乐年 浙江大学

陶思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蔡少伟 中国科学院大学

蔡晔 中国科学院大学

解壁伟 鹏城实验室

李兴权 鹏城实验室

金洲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陈汪勇 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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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姗姗 中山大学

EDA 精心育人奖

指导老师 学校名称

蔡述庭 广东工业大学

蔡志匡 南京邮电大学

曹鹏 东南大学

曾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陈建利 福州大学

储著飞 宁波大学

邸志雄 西南交通大学

哈亚军 上海科技大学

贺旭 湖南大学

黄继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贾小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金洲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李斌 华南理工大学

李聪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李海华 上海交通大学

李康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李琳 厦门大学

李永福 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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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福平 太原理工大学

林亦波 北京大学

刘波 东南大学

罗国杰 北京大学

吕志鹏 华中科技大学

农姗姗 中山大学

齐志 东南大学

史江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汤勇明 东南大学

田茜 东南大学

王超 东南大学

王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兴晟 华中科技大学

王学香 东南大学

吴昌 复旦大学

吴朝晖 华南理工大学

吴皓莹 武汉理工大学

徐宁 武汉理工大学

闫浩 东南大学

严昌浩 复旦大学

杨帆 复旦大学

游海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6

喻文健 清华大学

朱自然 东南大学

卓成 浙江大学

学术进取奖

姓名 指导老师 学校名称

李海云 徐宁 武汉理工大学

罗国政 陈翔 中山大学

徐浩然 童乔凌、闵闰、姜玻 华中科技大学

杨航 蔡志匡 南京邮电大学

史明川 李暾 国防科技大学

专业贡献奖（企业命题团队）

上海思尔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鸿芯微纳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

新思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芯华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比昂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行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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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贡献奖（企业命题专家）

姓名 企业名称

邵中尉 上海思尔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金健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肖勇 深圳鸿芯微纳技术有限公司

甄慧玲 深圳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

田骥 新思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刘军 芯华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胡小川 南京比昂芯科技有限公司

潘书婷 杭州行芯科技有限公司

代超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程晓旭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贡献奖（赛题 Chair）

姓名 学校名称

余立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叶佐昌 清华大学

杨帆 复旦大学

储著飞 宁波大学

邸志雄 西南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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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然 东南大学

黄乐天 电子科技大学

林亦波 北京大学

闫浩 东南大学

贺旭 湖南大学

严昌浩 复旦大学

金洲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王小航 华南理工大学

郭静静 南京邮电大学

企业特别奖（思尔芯）

参赛队名 学校名称

EDAxFPGA 香港中文大学

企业特别奖（安路科技）

参赛队名 学校名称

芯青年 宁波大学

芯火队 山东大学

企业特别奖（鸿芯微纳）

参赛队名 学校名称

璃月三结义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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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青年 宁波大学

企业特别奖（海思）

参赛队名 学校名称

蹦蹦火花 南京邮电大学

TFT 上海科技大学

三个小萝卜 华中科技大学

最伟大的队伍 中国科学院大学、吉林大学

iEDA-牛肉火锅 中国科学院大学

芯想事成 南京邮电大学

披荆斩棘 宁波大学

企业特别奖（新思科技（Synopsys））

参赛队名 学校名称

布谷鸟 北京大学

小米加步枪 太原理工大学

布线团队 上海交通大学

企业特别奖（芯华章）

参赛队名 学校名称

POWERFUL 北京大学

上电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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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硬件小分队 广东工业大学

天天哈哈队 上海交通大学

时代兄弟花 南京邮电大学

初始值为 x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夜空中最亮的芯 东南大学

啊对对对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下岗工人排核酸不插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企业特别奖（比昂芯）

参赛队名 学校名称

吃早饭很重要 东南大学

NumCore 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企业特别奖（行芯）

参赛队名 学校名称

岳麓山下 湖南大学

AI 算的全队 东南大学

First Timer 南京邮电大学

现在还没想好 东南大学

企业特别奖（华大九天）

参赛队名 学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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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今天 广东工业大学

健康工作一百五十年 清华大学

企业特别奖（概伦电子）

参赛队名 学校名称

新秀队 南京邮电大学

牛气冲天 东南大学

梦想乐土 上海交通大学

西蒙士队 东南大学

xinlnix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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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第四届集成电路 EDA 设计精英挑战赛总决赛

路演入围名单

路演入围

参赛队名 学校名称

过于先进，不便展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这样做对不队 福州大学

披荆斩棘 宁波大学

布谷鸟 北京大学

POWERFUL 北京大学

吃早饭很重要 东南大学

预测的都要 西南交通大学

健康工作一百五十年 清华大学

E 往无前 南京邮电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