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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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
竞赛——FPGA 创新设计竞赛 

获奖名单公示 
 

各参赛师生： 

2022 年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

FPGA 创新设计竞赛决赛评审已完成，经专家评审、组委会复

核，现确定 152 支参赛队伍、13 所参赛院校获得决赛奖项，

具体名单见附件 1。鉴于未晋级决赛队伍中部分作品完成质

量较好，现确定 185 支队伍获得优胜奖，具体名单见附件 2。

感谢所有参赛院校及师生的热情参与和努力付出，希望因各

种原因未能获奖的参赛队伍不要气馁，继续努力！ 

获奖名单公示期 7 日，如对决赛成绩有异议，可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 24 时前以实名形式将相关情况及材料发送至

fpga@nicu.cn，逾期视为无异议。 

提醒所有获奖队伍密切关注队长邮箱证书发放，请一等

奖获奖队伍保持 QQ 及手机等联系方式畅通，组委会后续会

联系作品复核及奖金发放确认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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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2 年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 

竞赛——FPGA 创新设计竞赛决赛获奖名单 

2.2022 年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 

竞赛——FPGA 创新设计竞赛优胜奖名单 

 

 

 

 

 

      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 

组织委员会  

                          2022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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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
——FPGA 创新设计竞赛决赛获奖名单 

三等奖 

队伍编号 学校 团队名称 

0027 成都大学 小凯石在不想蒋道理 

0081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鸡哥无敌小队 

0102 西安邮电大学 THREE_Z 

0103 华南理工大学 知行合一 

0107 西南交通大学 代代小朱佩奇 

0108 重庆邮电大学 月芯十亿元 

0136 重庆大学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0138 东莞理工学院 bUgmAKer 

0143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啊对对 

0145 南京邮电大学 烫烫烫的锟斤拷 

0156 武汉理工大学 霜冻龙舌兰 

0168 东南大学 InScienceWeTrust 

0171 哈尔滨工业大学 最重要的是开心 

0181 海军工程大学 10 点半下班 

0191 武汉大学 FPGA 向未来 

0196 扬州大学 学不完三战士 

0200 武汉纺织大学 摆烂不队 

0205 中国科学院大学 投篮小分队 

0214 南京邮电大学 好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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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6 重庆邮电大学 共用电子队 

0228 燕山大学 油炸冰淇淋 

0229 南京理工大学 做成了头发就不掉了对不队 

0238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菘哥是小弟 

0247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你说的都队 

0265 苏州城市学院 科电 FPGA 一队 

0268 深圳大学 芭莎萝娜 

0311 电子科技大学 插科打诨队 

0316 南昌大学 C109 代表团 

0318 南昌航空大学 阿邯的小泡芙确实队 

0331 南京邮电大学 划船不靠桨 

0345 南京邮电大学 FPGA 菜鸟 

0358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壹贰叁 

037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超爱睡觉 

0382 湖北大学 芯青年 

0384 哈尔滨理工大学 “芯”视界 

0437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Just 出 it 

044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金盆洗手 

0443 武汉理工大学 扬珠肝露 

0463 苏州科技大学 拒绝躺平 

0473 中国科学院大学 PhaseSensor&Control 

0474 电子科技大学 对对队 

0483 武汉大学 426 大队 

0487 燕山大学 反卷积小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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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1 上海大学 小鲤鱼历险记 

0527 东北大学 不会起名 

0552 南京理工大学 IODSP 

0561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智创小队 

0563 北京理工大学 芯力派 

0567 电子科技大学 没有名字 

0574 大连理工大学 点灯稳过 

0587 江苏师范大学 青云直上 

0610 北京理工大学 有芯法师 

0621 南昌大学 学不废 fpga 

0687 重庆邮电大学 兄弟连 

0719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寻声者 

0728 上海大学 葫芦二娃队 

0765 南京邮电大学 早安早八人 

0773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不要和我作队 

0791 四川轻化工大学 铁锌钙牛奶队 

0794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葱味巨峰葡萄 

0849 武汉理工大学 汪汪队进大锅队 

0872 武汉大学 FPGA 呀没你我怎么活 

0884 山东大学（威海） 只因 

0924 武汉大学 Hello World 队 

0931 南京邮电大学 芯辰大海 

0950 贵州大学 小刘杨杨得意 

0951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远扬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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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 合肥工业大学 "静待佳音"小分队 

1098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体系结构研究小组 

1101 济南大学 ikun 战队 

1107 中山大学 猫猫不用上大学 

1169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光之胜利队 

1173 重庆邮电大学 三个字 

1185 东南大学 其义自现队 

1186 东南大学 帝国炮火中枢先兆者 

1196 南京邮电大学 核聚变小队 

1274 上海大学 FPGA 新人团 

1328 天津大学 勇往直前队 

1355 武汉大学 橄榄果队 

143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蜡笔小新 

1444 湖南大学 FPGA AAA 队 

1530 广西大学 智云团队 

1554 哈尔滨工程大学 红鲤鱼绿鲤鱼与驴队 

1564 东南大学 小车快跑 

注：三等奖合计 84 支，按队伍编号排序 

二等奖 

队伍编号 学校 团队名称 

0057 安徽大学 可口百事队 

0058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Vegetables 

0095 武汉理工大学 数字小飞侠 

0101 燕山大学 芯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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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 电子科技大学 知音 

0134 华南理工大学 牛牛队 

0157 电子科技大学 加速器 

0179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都是鸽们 

0208 重庆邮电大学 双黄旦 

022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氢核 

0258 电子科技大学 无敌混分怪 

0282 电子科技大学 大笨钟下的快递队 

0292 武汉大学 我相信光队 

0294 东北林业大学 奈奎斯特队 

0313 电子科技大学 KB112 

0326 电子科技大学 顺序乱发射 

0389 西安邮电大学 今天早睡不掉头发 

039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老师好我叫芝士队 

043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躺平队 

0501 北京理工大学 张羊羊 

0510 西南交通大学 CV 大队 

060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请输入团队名称 

0622 电子科技大学 写的代码都队 

0663 西安交通大学 conV is all you need 

0699 武汉大学 地狱火雷克斯 

0764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一笔勾消队 

0839 武汉理工大学 9*9 6 通道神经网络 

0843 武汉理工大学 水果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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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7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MICT 

0881 武汉理工大学 三个诸葛亮 

0930 南京理工大学 铁道游击队 

094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时域归一计划 

0954 电子科技大学 快被卷死了 

1033 电子科技大学 EE 

1052 武汉大学 小喷菇会产太阳对不队 

1074 电子科技大学 争取拿奖对不队 

110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代码全队 

1113 电子科技大学 三条人 

1139 武汉大学 代码肯定队 

1183 西南科技大学 平常小新星 

1192 西南科技大学 加班一队 

1327 北京理工大学 CCTV404 

1367 南京师范大学 指望另一队 

1447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逐梦队 

1562 东南大学 寄寄寄 

1563 东南大学 winwinwin 

注：二等奖合计 46 支，按队伍编号排序 

一等奖 

队伍编号 学校 团队名称 

0055 广东工业大学 肯定队 

0074 太原科技大学 超威蓝猫 

0137 电子科技大学 再试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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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9 电子科技大学 南北佬夹西蜀菜 

0219 电子科技大学 练习时长两年半 

0346 南京邮电大学 快乐居居 

0372 东南大学 同仁堂 

0427 广东工业大学 一起秃头 

0485 电子科技大学 颜良但文丑 

0507 北京理工大学 电路精英 

0585 东北林业大学 挑战者 

0674 电子科技大学 扎晶圆小组 

0697 南京邮电大学 三只小飞侠 

0729 电子科技大学 感知小组 

0870 西安邮电大学 芯航梦 

0923 电子科技大学 三个太阳 

0943 武汉大学 不要和猫猫作对 

1038 南京大学 电子-空穴队 

1060 武汉工程大学 飞呀飞 

1092 电子科技大学 从不摸鱼队 

1325 电子科技大学 802.1 

1561 东南大学 什么都对队 

注：一等奖合计 22 支，按队伍编号排序 

最佳工程奖 

队伍编号 学校 团队名称 

0510 西南交通大学 CV 大队 

0943 武汉大学 不要和猫猫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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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 西南科技大学 加班一队 

 

最佳创意奖 

队伍编号 学校 团队名称 

022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氢核 

0372 东南大学 同仁堂 

1561 东南大学 什么都对队 

 

AMD Xilinx 杯 

队伍编号 学校 团队名称 

0372 东南大学 同仁堂 

 

安路科技杯 

队伍编号 学校 团队名称 

0585 东北林业大学 挑战者 

 

紫光同创杯 

队伍编号 学校 团队名称 

0674 电子科技大学 扎晶圆小组 

 

高云杯 

队伍编号 学校 团队名称 

0427 广东工业大学 一起秃头 

 



 - 11 - 

优秀组织奖 

序号 学校 联络人 

1 北京理工大学 张延军 

2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陈子为 

3 大连理工大学 程春雨 

4 大连理工大学 吴振宇 

5 电子科技大学 李娜 

6 电子科技大学 马丽丽 

7 东南大学 汤勇明 

8 合肥工业大学 陈红梅 

9 湖南工业大学 谭会生 

10 南京理工大学 孙大鹰 

11 南京邮电大学 郝学元 

12 武汉大学 周立青 

13 武汉理工大学 张家亮 

1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武福平 

15 燕山大学 党会 

16 燕山大学 陈白 

注:学校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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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
——FPGA 创新设计竞赛优胜奖名单 

优胜奖 

队伍编号 学校 团队名称 

0012 北京理工大学 海阔天空队 

0013 江南大学 旺旺队 

0016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Hardware 速通队 

0030 济南大学 FPGAfly 

0036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君临微电子 

0037 武汉大学 天天开芯 

0045 河池学院 LONG_LH 

0056 北京理工大学 队名待定队 

0070 深圳大学 小白闯关队 

007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得芯应手 

0076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少年侦探团 

0077 南京邮电大学 三好学生队 

0084 青岛农业大学 爱我就别问对不队 

0087 北京邮电大学 薇草 

009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啊对对对队 

0093 西安交通大学 大鱼摸猫猫 

0098 华南理工大学 拿到奖就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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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9 大连海事大学 LE_FPGA 

0112 安徽大学 深藏 blue 队 

0147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冰糖葫芦儿 

0159 安徽大学 汪汪队 

0160 上海电机学院 Polaris 

0161 大连理工大学 RGB 队 

0162 东南大学 芯潮澎湃 

0170 沈阳工业大学 月下三兄贵 

0178 上海电机学院 我们做的都对 

0184 河南工业大学 芝士智障小车队 

0195 武汉纺织大学 大三努力队 

0201 武汉纺织大学 FPGA 友谊小对 

0206 南京理工大学 Lab473_1 

0223 海军航空大学 别来沾边儿 

0230 燕山大学 红烧胖大海 

0232 电子科技大学 郎朗队 

0235 湖南工业大学 芯相随 

0242 兰州大学 只因 bug 太美 

0244 湖南工业大学 芯未来 

0251 电子科技大学 绿叶队 

0283 南京邮电大学 我焊的都队 

0285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我真的吃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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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 江南大学 天才实验室 

0321 南京理工大学 Lyskamm 

0339 电子科技大学 呆头呆脑全都队 

0340 上海大学 早日上岸 

034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激光智能跟踪机器人小分队 

0360 湖南工业大学 点灯小分队 

0362 武汉理工大学 鉴定为真 

0368 电子科技大学 奇迹队 

0370 电子科技大学 呼呼哈嘿 

0373 江南大学 志成深蓝 

0377 山东大学 百川归一 

0378 华南理工大学 下班摸鱼吹海海 

0383 东南大学 芜湖小司马 

0388 电子科技大学 我没啥想法 

0406 湖南工业大学 名字不重要 

0407 湖南工业大学 向芯力 

0415 攀枝花学院 野鹅敢死队 

0429 大连理工大学 电子空穴队 

0430 湖南工业大学 师傅说的对 

0447 兰州大学 天天开心 

0453 湖南农业大学 0 warning(s),0 error(s) 

0455 电子科技大学 朝九晚九周末双休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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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7 武汉理工大学 雷速登 

0459 湖南工业大学 奋斗者 

0462 武汉理工大学 汪汪汪队 

0475 武汉大学 智能仿真鱼 

0477 青岛科技大学 正义小队 

0479 湖南工业大学 小葵花向阳队 

0493 西北大学 锦鲤 

0495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大炉子队 

0496 青岛科技大学 知行合二 

0503 山东大学 小芯翼翼 

0504 山东大学 敢想敢为 

0511 华南理工大学 重在参与队 

0514 武汉大学 希望程序能队 

0515 云南大学 共赴心声 

0520 华南理工大学 拿到奖就睡大觉队 

0523 武汉大学 LLL 

0535 电子科技大学 魂穿豆豆 

0537 中国科学院大学 赶鸭子上架 

0539 武汉工程大学 0_error 队 

0543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上山打 tiger 

0549 武汉理工大学 汪汪立大功队 

0564 电子科技大学 浑水摸鱼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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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B527 

0573 江苏师范大学 KING ONE 

058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炼金术士与吟游诗人 

0592 东北大学 FPGA 码农 

0594 武汉理工大学 月夕队 

060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努力成为大佬 ing 

0601 上海大学 深藏 blue 

0607 成都理工大学 瑞思拜 RISC-V 

0611 国防科技大学 魔动加速器 

0629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 sbt run 

0632 西安邮电大学 桑尼队 

0633 广东工业大学 前进小队 

0648 福州大学 +1s 队 

0649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摆正心态 

0650 电子科技大学 三天饿九队 

0655 电子科技大学 素质教育漏网之鱼 

0662 北京化工大学 炸鱼小队 

0693 华中科技大学 调 Bug 一定队 

0694 武汉工程大学 典中典 

0701 上海大学 小芯芯 

0724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密烽战队 

0734 东南大学 CURATEIPSUM 



 - 17 - 

0736 合肥工业大学 取名真难队 

0769 电子科技大学 欢乐斗地组 

0772 电子科技大学 快速思考队 

0790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芝士宝宝 

0799 南方科技大学 423lab 

0812 南京邮电大学 取名有点难 

0813 武汉大学 轩轩爱吃巧克力 

0814 电子科技大学 710 

0833 兰州大学 异步系统研究团队 

083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随便答都队 

0838 大连理工大学 芯 xin 之火队 

0844 西安邮电大学 消削逍 

0888 清华大学 革齊鋳饭饭队 

0892 华东师范大学 芯动一刻 

0895 西南科技大学 老六说的都队 

0907 西南科技大学 熬夜不秃头队 

0911 重庆科技学院 怎么不 

0922 中南大学 共建开源队 

0927 西北工业大学 依然通通队 

0933 天津工业大学 刀客特 

0939 西南科技大学 老干部休闲中心 

0944 合肥工业大学 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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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4 福州大学 逻辑小白鼠 

0969 福州大学 星航 

0974 合肥工业大学 Upup 队 

0975 华中科技大学 学不会 verilog 队 

0980 重庆交通大学 星火燎原 

0981 合肥工业大学 综合仿真对对队 

0992 重庆邮电大学 幅频咖 

0994 东南大学 一起来肝 

0997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芯之所向 

0998 合肥工业大学 你先别急后面有的你寄 

1005 合肥工业大学 你先别摆，后面给你上强度！ 

1013 福州大学 zzz 

1042 重庆科技学院 DAIP 边缘计算 

106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甲第名列 

1085 电子科技大学 WeBack 

1089 武汉大学 伊卡洛斯 

1108 武汉大学 三剑客联门 

1145 东南大学 冲出月球队 

1147 燕山大学 三只大脑斧 

1151 电子科技大学 奥利奥不含糖 

1155 电子科技大学 清风小队 

1160 电子科技大学 凶悍闪烁眼光的野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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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 淮阴工学院 FPGA 拿奖小队 

1163 三江学院 地表最强 

1167 中国矿业大学 探险队 1 号 

1200 电子科技大学 滑雪队 

1203 中国海洋大学 fufu 

1209 合肥工业大学 Crazy Cuber 

124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Limited Coke 

1246 四川大学 Bug 调不对 

1260 山东大学 我说的都队 

1269 武汉大学 华中硬件王中王 

1280 西南科技大学 来点作用 

1290 中国矿业大学 Logistic 

1291 南京理工大学 FullTechs 

1304 山东师范大学 干活不累队 

1306 电子科技大学 你说什么都队 

1311 北京理工大学 斯叁幺 

1321 广东工业大学 ELC 白给队 

1322 西安工业大学 三个单身狗 

1359 武汉大学 玛卡巴卡无敌队 

1376 福州大学 交通少年 

1384 广西大学 勇往直前 

1385 青岛科技大学 NewNE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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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3 合肥工业大学 卷哥对对队 

1395 武汉大学 夕阳红老年代表队 

1423 合肥工业大学 芯梓团队 

1424 上海大学 FPGAcoder 

1427 合肥工业大学 我们指定行 

1451 电子科技大学 卷！冲！ 

1452 电子科技大学 ZDJZ 吃饭大队 

1462 武汉大学 真·深藏 blue 队 

1466 武汉大学 一起采茶 

1488 西北工业大学 FPGA 创新小分队 

1493 西安邮电大学 S.H.T 

151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三个臭皮匠 

1535 北京理工大学 只想出校队 

1537 华南师范大学 走近科学队 

注：优胜奖合计 185 支，按队伍编号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