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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成 电 路 E D A 设 计 精 英

挑 战 赛 组 织 委 员 会
2021（第三届）集成电路 EDA 设计精英挑战赛

总决赛获奖名单公示

各参赛院校、参赛队：

感谢大家对 2021（第三届）集成电路 EDA 设计精英挑战

赛的支持，经总决赛专家组评审、组委会复合，总决赛各奖

项已顺利产生，获奖名单见附件。

附件：2021（第三届）集成电路 EDA 设计精英挑战赛总决赛获奖名单

集成电路 EDA 设计精英挑战赛组织委员会

2021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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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第三届）集成电路 EDA 设计精英挑战赛

总决赛获奖名单

麒麟杯

参赛队名 学校

智圆行方 清华大学

菁英杯

参赛队名 学校

一支没有匿名的队伍 东南大学

一菲冲天 清华大学

一等奖

参赛队名 学校

山神爱学习 复旦大学

Newtime 东南大学

舔多错多 华南理工大学

我也不知道对不队 国防科技大学

三只菜狗 国防科技大学

人类高质量程序员 复旦大学

两面包夹芝士 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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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队 东南大学

布局小能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朴素拼接 武汉理工大学

Tetris 上海交通大学

别出芯裁 南京大学

社会主义好青年 南京邮电大学

没有人比我更懂 STA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TA 好闺蜜队 东南大学

iEDA-STA 北京大学

FLASH 东南大学

太阳照常升起 复旦大学

白菜队 东南大学

完成就队 南京邮电大学

iEDA-RCX 重庆大学

二等奖

参赛队名 学校

不咋搞都队 东南大学

肝就完事了 厦门大学

简单点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醒狮 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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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Cold 上海交通大学

单粒子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306 芯人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下面一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费曼 东南大学

记事本写代码 武汉理工大学

不会并行 武汉理工大学

区域查询全都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不倒翁 武汉理工大学

黄金回旋队 武汉理工大学

扁担板凳队 上海科技大学

Dingable～ 西南交通大学

布局逸哥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葭茗岩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智慧芯队 湖北工业大学

小试牛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EDA 小分队 东南大学

探索小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拼不明白队 厦门大学

雏鸡队 闽南师范大学

螺蛳粉加臭加辣打包带走 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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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腾 giegie 西南交通大学

羊肉泡馍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大队 电子科技大学

你说的都队 东南大学

DeepDarkFantasy 北京大学

希望小组 山东大学

super team alliance 东南大学

双枪队 湖南大学

EDA 瞎冲 东南大学

好不容易队 东南大学

小米加步枪 太原理工大学

再摸一条鱼 复旦大学

平行线 华中科技大学

tomoto 湖南大学

三十号 东南大学

芯芯相印 东南大学

生产队的骡子 东南大学

大电容现充队 复旦大学

不想住教学楼 大连理工大学

团队名称 上海交通大学

提交就是胜利 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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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芯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参赛队名 学校

无名 南京邮电大学

桃园三结义 南京邮电大学

芯懿 南京邮电大学

手搓 CPU 东南大学

你这比赛保拿奖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阿巴阿巴阿巴 东南大学

唯独你没懂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模拟 520 南京邮电大学

队长说的都队 国防科技大学

ZZL 战队 上海交通大学

人人有爱 东南大学

起名字是个世纪难题 武汉理工大学

打工人万岁队 武汉理工大学

广告位招租 中山大学

大师姐说的都队 复旦大学

海鸥队 武汉理工大学

摸鱼大队 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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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蛋新芽队 南京邮电大学

Vegetable Chicken 东南大学

研一白给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小螺号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时代在召唤 武汉理工大学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White 中山大学

dasys 北京大学

iEDA-MSP 深圳大学

Congratulation 上海交通大学

喵喵队摸大鱼 湖南大学

飞跃 武汉理工大学

快乐星球队 武汉理工大学

俄罗斯方块大师 东南大学

集电之光 安徽大学

智慧小组 安徽大学

三人行 厦门大学

大作业 上海交通大学

不想做分母 东南大学

东北三人往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DDDRC 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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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对你说的都队 北方工业大学

她与代码皆所爱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赌神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helloworld 东南大学

EME 东南大学

不知道取什么名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超级电容 东南大学

这次一定 南京邮电大学

Pretty Mood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龙队 东南大学

数电方向 东南大学

芯辰大海 厦门大学

夜空中最亮的芯 福州大学

97_22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学习 南京邮电大学

芯芯之火 南京邮电大学

29 杯咖啡 上海交通大学

大家都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Accept 东南大学

蜡笔小林 东南大学

iEDA-SPR 深圳大学



9 / 16

我们算的都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湖人总冠军 东南大学

起飞飞飞飞 东南大学

lsec-glw 中国科学院大学

zju 信电 浙江大学

麦克斯韦 华中科技大学

芯青年队 南京邮电大学

勇敢牛牛 南京邮电大学

优胜奖

参赛队名 学校

代码与我作队 东南大学

HDU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L 上海交通大学

SLZ 武汉理工大学

iEDA-MPW 深圳大学

顶级菜狗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老王 newbility 华中科技大学

那支队 浙江大学

麟角 南京邮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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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组织奖（高校）

学校名称 学校名称

东南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安徽大学 中山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复旦大学 厦门大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北京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

湖南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优秀组织奖（企业）

企业名称

芯华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集成电路设计服务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国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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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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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奖

学校名称 指导老师

武汉理工大学 徐宁

东南大学 闫浩

东南大学 王超

东南大学 曹鹏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李康

闽南师范大学 李兴权

东南大学 汤勇明

武汉理工大学 陈彧

西南交通大学 邸志雄

湖南大学 贺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贾小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李聪

国防科技大学 李暾

上海交通大学 李永福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吕红亮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游海龙

南京邮电大学 朱洪强

武汉理工大学 徐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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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 胡骞

南京邮电大学 姜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谢孝纲

清华大学 喻文健

复旦大学 陈更生

清华大学 叶佐昌

华南理工大学 李斌

中国科学院 解壁伟

南京邮电大学 蔡志匡

南京邮电大学 陈建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成元庆

武汉理工大学 吴绿

EDA 精心育人奖

学校名称 指导老师

中山大学 陈翔

西南交通大学 邸志雄

湖南大学 贺旭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李聪

上海交通大学 李永福

东南大学 田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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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 吴朝晖

东南大学 闫浩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游海龙

清华大学 喻文健

学术进取奖

姓名 指导老师 学校名称

李凌劼 喻文健 清华大学

陈锦炜 邸志雄 西南交通大学

李本正 游海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段懿洳 金洲、刘伟峰 中国石油大学

杨涵 蔡志匡 南京邮电大学

专业贡献（企业命题团队）

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

芯华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集成电路设计服务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新思科技（Synopsys）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设计自动化技术创新中心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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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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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行芯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贡献奖（企业命题专家）

姓名 企业名称

丁晓天 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

刘洋 芯华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杨小虎 南京集成电路设计服务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蔡浩 新思科技（Synopsys）

代超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巨光 集成电路设计自动化技术创新中心

张川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邵中尉 上海国微思尔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袁珺琦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何裕 杭州行芯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贡献奖（赛题 Chair）

姓名 企业名称

姚海龙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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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乐天 电子科技大学

杨帆 复旦大学

贺旭 湖南大学

林亦波 北京大学

曹鹏 东南大学

叶佐昌 清华大学

祁仲冬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邸志雄 西南交通大学

闫浩 东南大学

企业特别奖

企业名称 学校 参赛队名

海思

复旦大学 山神爱学习

东南大学 Newtime

南京邮电大学 芯懿

芯华章

华南理工大学 舔多错多

国防科技大学 我也不知道对不队

国防科技大学 三只菜狗

上海交通大学 ZZL 战队

E 创
东南大学 人人有爱

武汉理工大学 不倒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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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

上海科技大学 扁担板凳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葭茗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布局小能手

华大九天
湖北工业大学 智慧芯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小试牛刀

技术创新中心
东南大学 一支没有匿名的队伍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羊肉泡馍

概伦电子

清华大学 一菲冲天

北京大学 DeepDarkFantasy

山东大学 希望小组

南京邮电大学 社会主义好青年

国微思尔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没有人比我更懂 STA

东南大学 STA 好闺蜜队

东南大学 FLASH

太原理工大学 小米加步枪

安路科技

湖南大学 tomoto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大家都对

复旦大学 太阳照常升起

东南大学 芯芯相印

行芯
东南大学 起飞飞飞飞

浙江大学 那支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