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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介绍 

一、 大赛介绍 

为服务国家嵌入式芯片与相关应用产业的发展大局，加

强全国高校学生在相关领域的创新设计与工程实践能力，深

化产教融合，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团队合作精神、解决复杂

工程问题能力等新工科要求的优秀人才，以“创意发挥、规

范设计、突破自我、快乐大赛”为宗旨，先后由电子信息类

教指委、中国电子学会主办的“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

统设计竞赛”，自 2008 年由东南大学举办以来，经过十三

年的发展，大赛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电子信息类高校，在促

进在校大学生创新人才成长、提升工程实践能力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在广大高校和行业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影响。 

大赛从 2011 年起，邀请其他高校一起参与，逐渐扩大

为地区赛，于 2018 年由“教育部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主办，成为全国性赛事；2020年转由“中国电子教

育学会”主办。除继续邀请高校和科研院所参赛以外，还邀

请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的代表队参赛。  

2018首届“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成

功举办后，得到了行业广泛认可，在 2019 第二届开始前成

立了以电子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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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为支撑的西部、东部、南部、中部和北

部五个分赛区。2021 年，大赛正式入选 2020 全国普通高校

大学生竞赛排行榜。 

 

二、 大赛名称 

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以下简称嵌入式

大赛或“大赛”） 

三、 大赛组织 

大赛目前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由东南大学、南京市江北

新区管委会共同承办，国内外知名厂商协办和支持。 

大赛设立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组委会下设专

家组和秘书处。组委会决定大赛模式、大赛方向、大赛时间、

大赛承办、协办和支持单位以及分赛区承办单位，组织成立

秘书处和专家组，指定秘书长及专家组长人选。 

大赛秘书处执行组委会的指示，组织安排大赛的宣传、网

站报名、初赛、分赛区复赛的组织，大赛平台的筹措、发放、

技术培训，颁奖典礼、经费筹集与使用、异议投诉的仲裁等

管理及大赛宣传工作。 

专家组负责大赛方向、 大赛平台、大赛评审与评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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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组委会名单： 

主任委员：  张宏图 中国电子学会党委书记 

时龙兴 东南大学首席教授、南京集成电路产业服务中心主任 

副主任委员：王志军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电子教育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 

胡仁杰  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方法教学分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级实验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电子学科组组长，东南大学

首席教授 

      委员：纪越峰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

京邮电大学教授 

程文青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华

中科技大学电子信息与通信学院副院长、教授 

殳国华  上海交通大学国家级电工电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常务副主

任，教授 

于  奇  电子科技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示范性微电子学院)副

院长、教授 

董  俊  厦门大学电子学院副院长、教授 

徐  申  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微电子学院副院长、副教

授 

胡伟武  龙芯中科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 

曹锦东  意法半导体中国区微控制器事业部市场及应用总监 

娄方超  上海灵动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MCU产品事业部总经理 

大赛专家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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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军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电子教育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 

徐  申  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微电子学院副院长 

林泊安  北京邮电大学教务处 

凌  明  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 

谢  晶  海思技术有限公司生态合作总监 

王  群  中电海康无锡研究院技术支持部副总监 

陈小惠  南京邮电大学智能测控技术与装备研究所所长，教授 

解永平  大连理工大学信息技术实验教学中心主任，教授 

殷瑞祥  中国电子学会电子线路教学与产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华南理工大学电信学院教授 

罗  萍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导 

雷绍充 西安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 

陈志聪 福州大学副教授 

裴颂伟 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郝学元 南京邮电大学电子与光学工程学院实验中心主任，高级工

程师 

陈华宾 厦门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实验中心副主任，教授 

陈少昌 海军工程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教授，教授 

汤勇明 东南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部长，研究员 

庄建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工程训练中心主任，教授 

蔡觉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  斌 首义学院边缘计算与信息安全工程技术研究部副部长 

孙  俊 江苏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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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威 山东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专家组组长，山东大学教授 

杨  艳 青岛大学电工电子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常务副主任，

副教授 

林  平 浙江大学电工电子基础教学中心主任，教授 

殷志坚 全国大学生电子大赛江西赛区竞赛专家组组长，江西科技

师范大学通信与电子学院院长，教授 

孙  江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林和志 厦门大学数字福建物联网通信和体系架构安全技术实验

室副主任，教授 

解永军 厦门大学教授 

邸志雄 西南交通大学信息学院电子系副系主任，教授 

谢小东 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 

李  辉 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 

吴  强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王忆文 电子科技大学集成电路系系主任，教授 

王海时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 

黄乐天 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 

胡晓毅 厦门大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蒋晓宁 浙江工商大学物联网研究院副院长 

冯  磊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专业实验中心

讲师 

邹修国 南京农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电子信息系主任，副教授 

刘  恒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系主任，副教授 

王洪希  北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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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瑶瑶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郝应光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皇甫丽英  清华大学教授 

丁  丹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殷洪玺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韩  龙  黑龙江科技大学教授 

马永涛  天津大学教授 

温少欣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鲍桐颐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冯新宇  黑龙江科技大学教授 

徐淑正  清华大学教授 

黄泽园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卢天琪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杨庆江  黑龙江科技大学教授 

李  卓  天津大学教授 

韩康榕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金明录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陈义平  黑龙江科技大学教授 

刘开华  天津大学教授 

康天宇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王开宇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孙忆南  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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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再峰  天津大学教授 

王广君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 

夏定元  武汉理工大学教授 

陈小桥  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教学与实验中心主任 

艾永乐  河南理工大学教授 

谭建军  湖北民族大学教授 

赵茂泰  武汉大学教授 

黄瑞光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吴  谨  武汉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孙祥娥  长江大学院长 

汪庆年  南昌大学教授 

罗  杰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张  林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胡  蓉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程文青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肖  看  华中科技大学高级工程师 

邓天平  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 

曾喻江  华中科技大学高级工程师 

左冬红  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 

汪小燕  华中科技大学教师 

四、 参赛队与参赛学校 

大赛参赛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国内高校电子电气类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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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电子、信息、计算机、自动化、电气、仪科等）学生；

若条件成熟，大赛也将邀请海外大学的学生参加，同时欢迎

高水平的高职高专学校参赛，高职高专队伍统一纳入本科生

组评比。本科生、研究生分别组队，参赛队中有研究生成员

的即为研究生参赛队。每个参赛队由不多于 3名学生组成，

可有不超过 2名指导老师。 

各参赛学校需指定一名大赛带队教师承担联络工作，认真

组织学生及参赛队报名、技术培训，并做好大赛场地、仪器

设备等保障工作。 

2019年，参赛队伍 1618支，参赛学校达 301所。2020年，

参赛队伍 2009 支，参赛学校达到 303 所。2021 年，参赛队

伍 2781 支，参赛学校达到 327 所。2021 年参赛学校构成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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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赛内容 

大赛以“创意发挥、规范设计、突破自我、快乐大赛”为

原则，按照大赛通知指定的方向，采用大赛组委会提供或指

定的嵌入式集成芯片或开发平台，由参赛队自主构思项目、

设计参赛内容、搭建应用系统，完成参赛作品。 

大赛要求参赛队选择有特色、有创意、有工程背景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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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项目参赛，设计方案应适宜嵌入式芯片与系统技术特

点，最大限度地发挥指嵌入式芯片或开发平台的效能。 

这四届项目的选题按行业划分有：智能工业、智能交通、

智能校园、智能家居、智能农业、智能社区、智能康复，机

器学习、深度学习、机器视觉、无人机、无人驾驶车、无人

潜水器，芯片设计、信号识别、姿态识别、网络通讯、5G通

讯、新能源等等。 

六、 大赛模式 

大赛采用组委会指定方向、参赛队自主命题的模式；嵌入

式芯片或开发平台由协办厂商提供、专家组认定；大赛方向、

嵌入式芯片或开发平台在每届大赛通知中具体明确。 

大赛按照初赛、分赛区复赛及全国总决赛三阶段进行。 

根据高校分布状况，全国设立北部（包含北京、天津、河

北、内蒙古、山西、黑龙江、吉林、辽宁）、东部（江苏、

浙江、山东、上海）、西部（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

庆、陕西、新疆、甘肃、青海、宁夏）、中部（湖北、湖南、

江西、河南、安徽、）及南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

香港、澳门、台湾）五个分赛区。  

初赛由参赛队根据大赛通知指定方向自主选题开展项目

设计，由大赛专家组评审决定是否获得参加分赛区复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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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赛区复赛可采用网评或现场评审方式，获得一等奖的参赛

队获得全国总决赛资格。全国总决赛采用现场评审方式，参

赛队伍需在决赛评审前进行现场嵌入式软硬件设计能力测

试；作品评审采用文档展示、作品演示、宣讲答辩、评委质

询四个环节。 

评审时，评委依据参赛作品的完成度、创新性、难度及文

档质量、答辩状况进行评奖。等情况评选出全国总决赛获奖

队伍；评审结束即举行颁奖典礼，并将全国总决赛的获奖名

单公示在大赛网站上，公示时间为 7天。 

七、 大赛时间 

大赛每年举办一届，具体时间安排会在每年通知公布。 

大赛组委会将于每年定期发布大赛通知；参赛队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报名，为确保参赛质量，各高校可自行依据申报项

目的可行性、新颖性、实用性、设计难度等因素选拔参赛队

后再进行报名。 

各参赛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上传作品设计报告及演示视

频，大赛专家组进行初赛评审，公布分赛区复赛名单；分赛

区复赛并公布获得全国总决赛资格参赛队名单并在南京江

北新区集成电路产业园进行全国总决赛、评奖。 

参赛队需按照大赛通知的要求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参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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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提交参赛项目相关文件，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参赛。 

八、 大赛评奖 

大赛专家组将根据参赛作品的选题创新性、系统功能及指

标、工程背景、专业难度、完成度、文档质量、答辩表现等

7个方面的情况进行评奖。 

分赛区复赛设立一等奖、二等奖等奖项。其中，一等奖获

奖比例不超过分赛区复赛参赛队总数的 20%，二等奖不超过

25%，一等奖获得参加全国总决赛资格。 

全国总决赛设立一等奖、二等奖及三等奖。其中，一等奖

获奖比例不超过全国总决赛参赛队数的 15%，二等奖不超过

30%。按照参加分区复赛的参赛队总数为基数，全国一等奖

的比例不超过 3%，二等奖不超过 6%。 

全国总决赛还设立最佳创意奖、最佳工程奖等专项奖，

各 1-3 项,专项奖从一等奖中产生，可空缺。此外，大赛还

设立优秀指导教师奖、优秀组织奖、企业特别奖等奖项，企

业特别奖由协办单位自行评选，证书不加盖主办单位盖章。 

九、 大赛发展历程 

2007年-2009年：东南大学嵌入式校赛 

2010年-2017年：江苏省嵌入式系统高校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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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一届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

主办单位：教育部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电

子教育学会；承办单位：东南大学、南京集成电路产业服务

中心（ICisC）。  

参赛学校：东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天

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等 85所高校 356支队伍参赛。 

获奖情况： 

奖项 学校 

一等奖 
厦门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天津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等 

最佳创意奖 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最佳工程奖 东南大学 

情况 队伍数量 相应比重 

报名 305 100% 

参赛资格 291 95% 

初赛 116 40% 

全国总决赛 9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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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19 16% 

二等奖 30 26% 

三等奖 40 34% 

 

2019 年：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

暨第四届全国大学生智能互联创新大赛。主办单位：教育部

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电子教育学会，承办

单位：东南大学、南京集成电路产业服务中心（ICisC）。 

参赛学校：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

通大学、武汉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 301 所高校 1618 支队伍

参赛，117支队伍晋级全国总决赛。 

晋级情况： 

奖项 学校 

一等奖 
江西农业大学、厦门大学、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中南大学等 

最佳创意奖 厦门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最佳工程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苏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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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队伍数量 相应比重 

报名 1926 100% 

参赛资格 1618 84% 

初赛 466 24% 

全国总决赛 117 7% 

一等奖 17 3.6% 

二等奖 36 7.7% 

三等奖 55 11.8% 

 

2020 年：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

暨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智能互联创新大赛，主办单位：中国电

子学会；承办单位：东南大学、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

参赛单位：吸引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

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等

303所高校 2009支队伍。 

奖项 学校 

一等奖 
南京农业大学、海军工程大学、中南

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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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创意奖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州大学华软软

件学院 

最佳工程奖 黑龙江科技大学、海军工程大学 

情况 队伍数量 相应比重 

报名 2009 100% 

参赛资格 1834 91% 

初赛 941 47% 

分赛区复赛 845 42% 

全国总决赛 169 8% 

一等奖 25 2.7% 

二等奖 48 5.1% 

三等奖 72 7.6% 

 

2021年：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

主办单位：中国电子学会；承办单位：东南大学、南京市江

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参赛单位：吸引了北京大学、东南大学、

南京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

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等 327所高校 2781支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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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学校 

一等奖 
南京农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沈阳

工业大学、厦门理工学院等 

最佳创意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南大学 

最佳工程奖 大连海事大学、海军工程大学 

情况 队伍数量 相应比重 

报名 2781 100% 

参赛资格 2019 73% 

初赛 907 33% 

分赛区复赛 663 15% 

全国总决赛 179 6% 

一等奖 26 0.9% 

二等奖 52 1.9% 

三等奖 96 3.5% 

十、 大赛财政收支 

大赛不收取参赛学校或参赛队任何费用，协办企业提供

10 至 20 万元经费支持，其余由南京江北新区补足。自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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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大赛得到了南京江北新区的大力支持，其赛教结合育人

的模式给江北新区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及生态打造做出了

很好的贡献，带动了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大赛收入持续提升，

为后续大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 

届数 收入 支出 

2018 65 128 

2019 67 108 

2020 95 98 

2021 100 110 

 

十一、 承办方介绍 

南京江北新区作为中国主要的电子信息产业重镇，集

成电路产业发展起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2015 年台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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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宣布在南京江北新区建设 12 寸晶圆厂，为江北新区集

成电路产业发展带来了重大利好。在南京市 2019 年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大会中，南京市将集成电路打造成地标

产业，并且明确以江北新区为核心，抢抓集成电路产业新

一轮发展机遇，推动更多集成电路产业资源和创新要素向

宁集聚，打造全省第一、全国前三、全球有影响力的产业

地标，把南京建设成世界知名的晶圆制造基地、独具特色

的射频等第三代半导体创新基地和国际重要的集成电路

创新中心。 

从 2015年新区获批到 2020年，五年多的时间江北新

区发展迈入快车道。过去五年，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净增

1500 亿，经济总量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翻番，高企

总数突破 1000家，新增落户 80万人，正加速成为高质量

发展强劲增长极，在全市发展大局中的贡献和地位日益突

出。 

作为南京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主战场，江北新区紧紧

抓住国家级新区、中国（江苏）自贸区南京片区、长三角

一体化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试点等重要机遇，全力

打造 " 现代化新主城 "。 

2020 年，面对疫情江北新区交出一份逆势领跑的 " 

江北答卷 "。预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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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17.2%；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5.1%，集成电路、生命健康产业同比增长 63%、30%。 

" 两城一中心 " 是江北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抓手。" 

自 2017 年芯片之城 " 强势崛起，南京江北新区以 IC 设

计为核心，快速集聚行业高端资源，Synopsys、Cadence、

ARM、GUC等国际龙头以及紫光展锐、中感微、华大九天、

晶门科技等国内头部企业先后落户。并着眼光电芯片、车

联网、CPU/MCU、人工智能和 EDA 五大领域。江北新区正

通过串联设计、制造、封测和原材料、设备等产业链上下

游的全部环节，构建起“芯片之城”的“全流程”产业链。 

这几年，新区打造从塔尖到塔基的“人才金字塔”服

务体系，探索开展人才“双聘制”改革，建成国内首家聚

焦产业人才培养的南京集成电路大学，以产教融合方式实

施集成电路领域人才供给侧改革。 

依托南京集成电路产业服务中心，江北新区建设全国

首个涵盖全方位产业要素的集成电路公共服务平台，为国

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提供完备技术支撑。目前，平台已经

成功纳入全国四个国家级“芯火”计划项目。 

2020年，围绕“两城一中心”建设，启动建设中国 EDA

创新中心、积极筹建围绕集成电路设计领域的技术创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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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与产业创新中心，华为鲲鹏生态产业园和龙芯自主创新

产业园在新区的建设正在加快。“芯片之城”科创基地

PPP项目、中车数字总部等产业链“链主”式项目落地，

北联国芯首条产线已经投产。先后举办世界半导体大会、

集成电路 EDA 设计精英挑战赛、全国大学生 FPGA 创新设

计竞赛、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等一系列

行业顶尖盛会及专业竞赛，累计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460

个。集成电路产业规模预计突破 500亿元，集聚超 400家

集成电路相关企业，“芯片之城”创新动能加速转换。 

南京江北新区于 2016 年 11 月成立南京集成电路产

业服务中心（ICisC），以“建设专业能力，打造产业生

态，推动产业发展”为使命，以需求为导向，整合行业优

质资源，为企业提供专业化、精准化的服务，开展以公共

技术服务为基础，以开放创新为驱动,以南京集成电路大

学为根本，以品牌、投融资为支撑的工作路径，积极布局，

展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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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公共技术服务围绕 EDA、仪器测试、MPW、IP、

芯机联动展开服务工作。EDA方面，建成全国集成电路公

共服务平台华东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 EDA共享中心，

提供标准 IC设计环境、配备超过 100台服务器算力集群、

超大规模芯片硬件仿真加速 3.84 亿门，软硬件协同仿真

系统 4.5亿门、国际国产商用 EDA软件授权等专业技术服

务。仪器测试方面，配备 420平米标准防静电实验室，提

供基础通用 IC 设计仪器共享资源、万级净化测试间，可

满足 300MHz-60GHz（110Ghz）射频微波段，裸片及封装

测试，模拟电路/混合信号 100MHz-10GHz，ADC/DAC 低功

耗芯片及通用测试等服务。建成 1900 平方米晶圆测试平

台并启动服务，具备 26台套 12寸晶圆批量数字测试、模

拟测试能力。链接东南大学 ASIC工程中心、赛宝研究院、

东大射光所等产学研单位 IC 仪器资源，建成南京市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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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大仪共享线上系统。流片方面，建立了包含台积电

16nm先进工艺在内，覆盖全球主流工艺产线的流片渠道，

覆盖至 12 纳米及以上工艺，开通流片服务预约系统，为

芯片企业提供“一站式全球流片渠道服务”。IP，与

ARM、Synopsis、IMG、CEVA、Actt等国内外 IP供应商共

建 IP资源库，完成已 IP线上平台建设，为企业提供技术

咨询、IP 选型、渠道、购买认证等服务。聚焦“芯机联

动”，发挥“芯片之城”对产业发展的倍增效应，实现资

源精确导入，打造联动产业生态，筹建全国首个旨在促进

芯片企业和整机企业协作的“芯机联动”联盟。以芯上南

京产业大脑平台为线上载体，链接产、学、研、资、 用

等资源，打造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与整机企业的联动发展平

台。  

开放创新服务通过服务企业、整合资源，与新型研发

机构合作，发挥创新能力、整合创新资源，服务于集成电

路产业发展。产学研对接，一是开展产学研对接。联合高

校、科研院所及知名企业，组织技术对接会，对接企业技

术需求。二是开展海外科技资源对接。对接海外高校及创

新机构科技资源，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科技成果转化，一

是科技成果发布，邀请高校、科研院所及相关企业和投资

机构参加，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二是项目路演活动，大力



24 

推进集成电路项目培育、落地和发展；三是创新交流活动，

举办各项交流活动促进了集成电路创新资源合作交流。创

新创业团队，开展以集成电路为主的创新创业团队政策咨

询、高层次人才申报辅导、协助落地等服务。同时，积极

对接服务新型研发机构，为新型研发机构提供政策咨询、

人才招聘、项目孵化、公共技术等服务。 

通过每年举办行业高端、大型活动数十场，助力新区

落地企业数百家，通过人才招聘服务满足新区企业用人需

求数千人通过培训、讲座、师资研讨活动、行业活动、专

业竞赛集聚集成电路行业人才数万人来到新区，通过公共

技术服务，为区域内集成电路企业节省研发费用数亿元。

深耕服务四年，一步一个脚印，开创九个第一，助力江北

新区集聚集成电路相关企业超 400家，产值超 300亿，成

为“芯片之城”建设全面提速的助推器。 

十二、 大赛参与高校 

2021 年 327 所参与高校 

阿坝师范学院 河北工业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金城学院 
同济大学 

安徽大学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南京理工大学 潍坊科技学院 

安徽理工大学 河北科技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

学院 
温州大学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科技学院 南京农业大学 文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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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工学院 河北农业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无锡学院(南京信息

工程大学滨江学院) 

安阳师范学院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

学院 
五邑大学 

保定理工学院 河南城建学院 南京晓庄学院 武昌首义学院 

保定学院 河南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武汉大学 

北华大学 河南工程学院 南京邮电大学 武汉纺织大学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河南工业大学 南通大学 武汉工程大学 

北京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 南通理工学院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北京工商大学 河南科技学院 南阳理工学院 武汉科技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内蒙古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黑龙江工商学院 
内蒙古大学创业学

院 
武汉轻工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黑龙江科技大学 内蒙古工业大学 武汉商学院 

北京科技大学 衡水学院 
内蒙古化工职业学

院 
武汉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 湖北大学 内蒙古科技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北京物资学院 湖北民族大学 宁德师范学院 西安工业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宁夏理工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 

滨州学院 湖北文理学院 平顶山学院 西安科技大学 

渤海大学 湖南大学 青岛大学 西安欧亚学院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工程学院 青岛工学院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常熟理工学院 湖南工业大学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西安邮电大学 

常州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 青岛科技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常州工学院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

院 
青岛理工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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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湖南文理学院 青岛农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成都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泉州师范学院 西华大学 

成都工业学院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三江学院 西京学院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华北科技学院 三峡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华北理工大学 厦门大学 西南科技大学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厦门理工学院 西南民族大学 

大连大学 华东交通大学 山东大学 西南石油大学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华东理工大学 山东华宇工学院 湘潭大学 

大连工业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山东建筑大学 新疆理工学院 

大连海事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济南） 徐州工程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青岛） 烟台大学 

大连民族大学 华侨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 烟台南山学院 

德州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 燕山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淮北师范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 扬州大学 

东北大学 淮阴师范学院 山东女子学院 阳光学院 

东北林业大学 黄淮学院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云南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 惠州学院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 
云南民族大学 

东北石油大学 吉林大学 山西大学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东莞理工学院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长安大学 

东华大学 吉首大学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长春工业大学 

东华理工大学 集美大学 山西农业大学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

息学院 



27 

东南大学 济南大学 商丘师范学院 长春建筑学院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上海大学 长春理工大学 

防灾科技学院 暨南大学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

息学院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江苏大学 上海电机学院 长江师范学院 

福建农林大学 江苏海洋大学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长沙理工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江苏警官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 长沙学院 

福州大学 江苏科技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 浙大城市学院 

阜阳师范大学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

院盐城生物工程分院 
上海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 

赣南科技学院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赣南医学院 江西理工大学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浙江农林大学 

广东白云学院 江西农业大学 韶关学院 郑州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 邵阳学院 郑州工商学院 

广东海洋大学 金陵科技学院 深圳技师学院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

院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沈阳大学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

院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 
空军工程大学 沈阳工业大学 郑州轻工业大学 

广西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

学院 
兰州大学 沈阳化工大学 中北大学 

广州大学 兰州交通大学 沈阳师范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

学院 

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

院 
石河子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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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

院 
中国计量大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石家庄铁道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科技学院 
辽宁大学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

学校 
中国矿业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四川农业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哈尔滨工业大学 岭南师范学院 四川轻化工大学 中南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六盘水师范学院 苏州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哈尔滨华德学院 闽南理工学院 苏州科技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

外学院 

哈尔滨理工大学 闽南师范大学 宿迁学院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哈尔滨师范大学 南昌大学 太原科技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

院 

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

院 
唐山学院 中原工学院 

海军工程大学 南昌交通学院 天津城建大学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

院 

海南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 天津大学 重庆工程学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南京财经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南京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重庆理工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南京工程学院 天津天狮学院 重庆三峡学院 

河北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 

河北工程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

大学 
 

注：学校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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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学校特点：一流高校参赛队伍数量明显增加； 

      一流学科参赛队伍数量明显增加； 

形成了以顶级高校为代表的的参赛矩阵。 

十三、 大赛优秀作品 

作品名称：FamilyGuard 

所获奖项：2021年最佳创意奖 

作品简介：利用 Taurus 平台的

图像处理能力，对家居环境进行

智能的异常检测。比如说家里有老

人或者小孩，做出了某些比较危险的行为，或者不慎发生了

意外情况，此时该系统可以快速的识别异常行为，并进行紧

急处理，防止意外的发生。 

 

作品名称：基于深度学习和物联网的阿尔兹海默症老人家

用治疗监护系统 

所获奖项：2021 年最佳创意

奖 

作品简介："本项目基于嵌入

式单片机、深度学习、分布式传



30 

感网络设计开发的阿尔兹海默症老人家用治疗监控系统。 

该穿戴式监护设备可实现两大功能：一是可识别亲人面部

并实时语音播报，唤起患者对亲属的记忆；二是实现对老人

的 GPS定位，防止患者走失；三是通过水平传感器、心率传

感器等实现对老人的跌倒检测和健康检测。 

本产品有助于缓解阿尔兹海默症的病情，保证了患者的人

身安全及健康，实现对阿尔兹海默症群体的人文关怀。" 

 

作品名称：自动咽拭子采样系统 

所获奖项：2021 年最佳工程奖 

作品简介：核酸检测是疫情防控

重要的一环，据调查，核酸检测时

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医生即使有

严密防护但依旧有很大的感染风险。

为了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提高核

酸 检 测 采 样 准 确 率 ， 我 们 使 用

STM32H7 系列芯片，运用深度学习图像处理等技术，结合多

种传感器控制特殊形态的机械臂，使系统能够引导检测人员

做出反应以及自动对人体咽拭子进行精准采集及封存，另外

机器能够对自身进行全面的消杀，达到无人化高安全度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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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拭子采集，避免交叉感染。 

 

作品名称：履奉先号 

所获奖项：2021 年最佳工程奖 

作品简介：现代船舶在工

作中往往会附着难以清除

的贝类、锈斑等。导致速度下

降，增加工作成本。为保证

其安全运行，必须定期进坞

检修。目前船舶表面清洗大都还采用人工清洗的方式，效率

低下，故我们团队基于 MM32F3270 系列微控制器中的

MM32F3277E7P 芯片结合现有的航行器与嵌入式等技术，研

发出一款船舶表面清洗机器人。本作品通过电机吸附与履带

运动实现陆海船体清刷，遇顽固的软体生物可发射生物酶弹

分解，通过摄像装置实现水下管道的侦查；通过声纳等传感

器对钻井平台周边的水况进行检测，亦可在水下救生、勘探

等多方领域发挥一定的作用。 

十四、 大赛选题特色 

1、 真实化企业选题方向引领 

大赛以真实化企业特定命题和开放式命题相结合，



32 

在提升同学们工程实践能力的同时，充分发挥积极

主动的创造性，让大赛作品更加丰富。 

2、 带动各个学校工程实践教学水平 

同时，大赛积极的引入前沿技术，带动各个高校在

延续自身教学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和探究行业主流

应用。 

十五、 大赛成果延伸 

1、 系列化师资研修活动带动广大高校青年教师团队 

大赛每年都会定期举行关于大赛应用技术的师资研

讨活动，目前已经举办 20期，覆盖超过 700人次的

青年教师，让新技术新应用通过青年教师带到各个

高校。 

2、 系列化暑期活动促进不同高校交流 

大赛每年在暑期都会举行暑期训练营等活动，带领

不同高校的同学进行真实项目化实践，极大的促进

了各个不同高校的同学交流学习。目前已经举办四

届，服务超过 800人。 

3、 国产化平台得到飞速发展 

大赛在鼓励同学们学习国际最先进技术的同时，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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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鼓励同学们学习和了解目前国内主流嵌入式平台，

让同学们有机会去了解国产平台的现状，为我国国

产嵌入式芯片事业发展贡献力量。目前参与的国产

平台龙芯、上海海思、博流智能、灵动微电子等企

业的高校生态得到了巨大发展，相应课程及教材也

完成了迭代和升级。 

4、 大赛协同育人交流论坛拉近高校和产业距离，加快

产教融合 

大赛每年都会组织高校和企业的协同育人论坛，方

便高校了解最新的产业用人需求。 

 

 

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组委会 

2021.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