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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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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互联创新大赛分赛区评审

成绩公布及入围全国总决赛队伍名单的通知 

各参赛高校、参赛队： 

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暨智能互联创

新大赛各分赛区评审专家组经过严密组织，规范评审，现将

分赛区队伍成绩公布，各分赛区一等奖队伍进入全国总决赛，

请进入全国总决赛阶段的各参赛队认真准备并进一步完善

作品，争取取得优异成绩。 

    决赛时间：2019年 10月 18日-2019年 10月 20日 

决赛地点：ICisC人才实训基地 

决赛地址：南京江北新区星火路 15号 

10 月 1 日至 7 日为分赛区成绩公示期，如有对公示成

绩有异议的同学可在 10 月 8 日-11 日联系组委会秘书处进

行询问。获得各分赛区一等奖的队伍，请在 10 月 8 日进入

各队伍中心进行总决赛信息确认，在规定时间内没有进行确

认的队伍视为放弃总决赛资格。 

组委会秘书处联系方式：025-56679938 

                      18362952022 

                         嵌入式暨智能互联组委会 

2019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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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暨智能

互联创新大赛分赛区成绩公示： 

 

东部赛区评审结果 

序号 队伍名称 学校 奖项 

1 0x0d0x0a 华东师范大学 一等奖 

2 996.cheerful 东南大学 一等奖 

3 ASCII 苏州大学 一等奖 

4 Beat you 三江学院 一等奖 

5 C409 苏州科技大学 一等奖 

6 Cat 中国计量大学 一等奖 

7 DeepBlue 江苏科技大学 一等奖 

8 Free Style 华东交通大学 一等奖 

9 Just be a wolf 江苏科技大学 一等奖 

10 Lightiscpming 江苏科技大学 一等奖 

11 super 星河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一等奖 

12 TNT 东华大学 一等奖 

13 TripleSix 南京师范大学 一等奖 

14 UGV-X2000 江苏科技大学 一等奖 

15 XX.1918 东南大学 一等奖 

16 X 博士 江西理工大学 一等奖 

17 边同学要开挖掘机 东南大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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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菜中菜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一等奖 

19 大蜜蜂 江苏科技大学 一等奖 

20 电科矿工队 山东科技大学（青岛） 一等奖 

21 蜂鸟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一等奖 

22 回家种田队 中国计量大学 一等奖 

23 火烈鸟 山东科技大学（青岛） 一等奖 

24 垃圾分得对不队 东华大学 一等奖 

25 美丽视界队 南京师范大学 一等奖 

26 迷你不辣黄焖鸡队 南昌航空大学 一等奖 

27 鸣人队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一等奖 

28 巧渔智林 江西理工大学 一等奖 

29 青铜门前挂盐水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一等奖 

30 清洁锦鲤 南京农业大学 一等奖 

31 赛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一等奖 

32 三只松鼠 中国计量大学 一等奖 

33 三只小小鸟 flying 常熟理工学院 一等奖 

34 删库跑路 东南大学 一等奖 

35 师兄，我好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一等奖 

36 始于足下 苏州大学 一等奖 

37 跳跳虎 南京邮电大学 一等奖 

38 铁憨憨 中国计量大学 一等奖 

39 听你啊 南京邮电大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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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僮心协力队 烟台大学 一等奖 

41 头脑风暴 南京邮电大学 一等奖 

42 微气候工作室 南京农业大学 一等奖 

43 未来道具组 东南大学 一等奖 

44 我们的队伍名称很霸气 山东科技大学（青岛） 一等奖 

45 物语飞扬 江西理工大学 一等奖 

46 虾行天下 江西农业大学 一等奖 

47 小火车嘣嚓嚓 华东交通大学 一等奖 

48 小明同学 南京工业大学 一等奖 

49 心灵渠道 江西理工大学 一等奖 

50 一口气全做队 烟台大学 一等奖 

51 一支队伍 山东科技大学（济南） 一等奖 

52 御风而行 淮海工学院 一等奖 

53 远航团队 南通大学 一等奖 

54 追梦团队 淮海工学院 一等奖 

55 ad three 华东交通大学 二等奖 

56 AE86 合肥工业大学 二等奖 

57 lemon team 青岛工学院 二等奖 

58 luckydog 三江学院 二等奖 

59 NAND Gate 南京邮电大学 二等奖 

60 np 完全问题 南京邮电大学 二等奖 

61 OPA2333 南京邮电大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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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SE Plus 扬州大学 二等奖 

63 STNB 南京邮电大学 二等奖 

64 艾克小组 青岛工学院 二等奖 

65 霸气二带三 淮阴师范学院 二等奖 

66 百岁山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二等奖 

67 板凳没有扁担长 1 山东科技大学（济南） 二等奖 

68 爆米花 南京师范大学 二等奖 

69 菜园奇想 江西理工大学 二等奖 

70 沧海一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二等奖 

71 东山弄研发部 浙江大学 二等奖 

72 防火防盗防队友 南通大学 二等奖 

73 火眼金睛 淮阴师范学院 二等奖 

74 金闪闪路灯王队 中国计量大学 二等奖 

75 金钥匙 江西农业大学 二等奖 

76 金钥匙队 华东交通大学 二等奖 

77 精灵小队 青岛工学院 二等奖 

78 绝对队  中国计量大学 二等奖 

79 科创队 东华大学 二等奖 

80 老板凳 青岛工学院 二等奖 

81 路人队 南京邮电大学 二等奖 

82 你说队不 山东科技大学（青岛） 二等奖 

83 起名好难，不想起名 烟台大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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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钱塘内外 浙江大学 二等奖 

85 嵌入式电子小分队 滨州学院 二等奖 

86 三缺一 东南大学 二等奖 

87 三只野子 南通大学 二等奖 

88 山里人进城 山东理工大学 二等奖 

89 什么都不队 淮阴师范学院 二等奖 

90 水沝淼㵘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二等奖 

91 听者 中国计量大学 二等奖 

92 我想要小姐姐 中国计量大学 二等奖 

93 希格斯玻色子 南京邮电大学 二等奖 

94 向日葵战队 南京邮电大学 二等奖 

95 勇往直前 山东科技大学（济南） 二等奖 

96 正儿八经又不失俏皮可爱 山东科技大学（青岛） 二等奖 

97 指尖风暴 南京师范大学 二等奖 

98 自造青年 华东交通大学 二等奖 

 

中南赛区评审结果 

序号 队伍名称 学校 奖项 

1 E23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一等奖 

2 e-think 文华学院 一等奖 

3 IOT 团队 三峡大学 一等奖 

4 KingCola 风启 湖南科技大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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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mart-Home 广东海洋大学 一等奖 

6 Steins Gate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一等奖 

7 WhiteNoise 华中科技大学 一等奖 

8 奥创纪元 广东白云学院 一等奖 

9 巴扎黑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一等奖 

10 电子创新团队 广东海洋大学 一等奖 

11 格里塔 厦门理工学院 一等奖 

12 国光团队 广州大学 一等奖 

13 姬拟态酶 中南大学 一等奖 

14 皮皮队 华侨大学 一等奖 

15 皮皮厦 厦门大学 一等奖 

16 千纸鹤 郑州轻工业大学 一等奖 

17 深蓝钢鲨 海军工程大学 一等奖 

18 深蓝利箭 海军工程大学 一等奖 

19 挑战者 厦门大学 一等奖 

20 梧桐队 厦门理工学院 一等奖 

21 新能源 东莞理工学院 一等奖 

22 永不言败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一等奖 

23 月饼队 厦门理工学院 一等奖 

24 知行合一 海军工程大学 一等奖 

25 智慧学习 邵阳学院 一等奖 

26 9527 郑州轻工业大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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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AI 湖北文理学院 二等奖 

28 Geek  Team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二等奖 

29 HardFault_Handler 郑州轻工业大学 二等奖 

30 Hello World 中南大学 二等奖 

31 博翼 广州大学 二等奖 

32 不可阻挡 海军工程大学 二等奖 

33 初翼队 长沙学院 二等奖 

34 创星 G 团队 湖南科技大学 二等奖 

35 对对对队 郑州轻工业大学 二等奖 

36 多喝热水 长沙学院 二等奖 

37 发际线总是和我作对 长沙学院 二等奖 

38 番茄队 湘潭大学 二等奖 

39 飞行救援队 厦门理工学院 二等奖 

40 后继者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二等奖 

41 哗啦啦啦啦 厦门理工学院 二等奖 

42 蒙德全队 河南城建学院（原平顶山工学院） 二等奖 

43 沐浴战火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二等奖 

44 破云 文华学院 二等奖 

45 三花聚顶 长沙学院 二等奖 

46 探路者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二等奖 

47 探险者联盟 海军工程大学 二等奖 

48 下雨天 中南大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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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萧无桀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二等奖 

50 芯随你动 福州理工学院 二等奖 

51 优恺儿 湘潭大学 二等奖 

52 造梦者 华南师范大学 二等奖 

53 峥嵘 泉州师范学院 二等奖 

54 至诚物创 福州大学 二等奖 

55 诸行皆允 长沙学院 二等奖 

 

西部赛区评审结果 

序号 队伍名称 学校 奖项 

1 08042 重庆理工大学 一等奖 

2 Eagle@信达天下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一等奖 

3 ican 队 西南民族大学 一等奖 

4 RADIO 重庆邮电大学 一等奖 

5 冰心 Mario 西安工业大学 一等奖 

6 飞逸队 西安工业大学 一等奖 

7 葫芦 gays 重庆理工大学 一等奖 

8 慧创智想 西安工业大学 一等奖 

9 机器之心 红河学院 一等奖 

10 南山南 重庆邮电大学 一等奖 

11 守夜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一等奖 

12 听风队 贵州大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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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物联网爱好者 重庆邮电大学 一等奖 

14 渝蓝科技 重庆理工大学 一等奖 

15 Dawn 重庆理工大学 二等奖 

16 just do it  西南民族大学 二等奖 

17 Spade A 重庆理工大学 二等奖 

18 TCL 贵州大学 二等奖 

19 百草味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二等奖 

20 菜鸟联盟 重庆邮电大学 二等奖 

21 超越自我 重庆理工大学 二等奖 

22 快乐风男 hasaki 重庆邮电大学 二等奖 

23 蓝海 西南民族大学 二等奖 

24 龙芯 Net 战队 重庆邮电大学 二等奖 

25 梦创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 二等奖 

26 墨之色 重庆理工大学 二等奖 

27 你可到位了 西安邮电大学 二等奖 

28 农夫山泉有点甜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二等奖 

29 三人行 西南林业大学 二等奖 

30 圣女果好酸 重庆理工大学 二等奖 

31 送分小队 重庆理工大学 二等奖 

32 听我说 重庆邮电大学 二等奖 

33 仙宫四宝 西安工业大学 二等奖 

34 咸鱼团队 成都大学 二等奖 



 11 / 13 
 

35 小树子 贵州大学 二等奖 

36 信科 701 重庆邮电大学 二等奖 

37 一条船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二等奖 

38 勇闯山峰 西安工业大学 二等奖 

39 智创团队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 二等奖 

40 智能船联网项目组 兰州大学 二等奖 

 

北部赛区评审结果 

序号 队伍名称 学校 奖项 

1 E 家科技之星 内蒙古科技大学 一等奖 

2 Max 指南者 中北大学 一等奖 

3 MOSS 东北林业大学 一等奖 

4 MOST 团队 中北大学 一等奖 

5 The  Waves 中北大学 一等奖 

6 安博胜编解码小分队 北京邮电大学 一等奖 

7 崇德队 防灾科技学院 一等奖 

8 达瓦里希 T-34 长春理工大学 一等奖 

9 大井盖队 长春理工大学 一等奖 

10 很厉害的队 中北大学 一等奖 

11 极客小队 唐山学院 一等奖 

12 警鲤 内蒙古科技大学 一等奖 

13 咖喱 内蒙古科技大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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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科创小分队 黑龙江科技大学 一等奖 

15 宽广小分队 北京邮电大学 一等奖 

16 蚂蚁战队 北华大学 一等奖 

17 米睿十七队 长春理工大学 一等奖 

18 同心协力 黑龙江科技大学 一等奖 

19 未来计划 内蒙古工业大学 一等奖 

20 小金刚 中北大学 一等奖 

21 旭哥稳啊 长春理工大学 一等奖 

22 云创未来 长春理工大学 一等奖 

23 智慧医疗团队 长春理工大学 一等奖 

24 自由之翼 中北大学 一等奖 

25 believe 长春理工大学 二等奖 

26 HD 德才兼备 哈尔滨华德学院 二等奖 

27 HD 逐梦之星 哈尔滨华德学院 二等奖 

28 imust 队 内蒙古科技大学 二等奖 

29 LCL 中北大学 二等奖 

30 LORA 东北林业大学 二等奖 

31 NO BUG 中北大学 二等奖 

32 安博胜的华夏芯 北京邮电大学 二等奖 

33 定倾队 防灾科技学院 二等奖 

34 二龙山小分队 中北大学 二等奖 

35 菲涅耳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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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傅里叶 东北林业大学 二等奖 

37 根号 3 长春理工大学 二等奖 

38 尖峰超越 天津工业大学 二等奖 

39 健康管家 长春理工大学 二等奖 

40 康检医疗团队 长春理工大学 二等奖 

41 面朝大海队 大连民族大学 二等奖 

42 骐骥 大连民族大学 二等奖 

43 森博坷智能 东北林业大学 二等奖 

44 天行者 天津工业大学 二等奖 

45 小蘑菇 长春理工大学 二等奖 

46 小阳光队 北华大学 二等奖 

47 亿步 中北大学 二等奖 

48 燚 北华大学 二等奖 

49  至善若水 中北大学 二等奖 

注：排序按照队伍名称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