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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总决赛获奖名单

杯赛 奖项 队伍号 所在学校

IEEE杯
一等奖

（企业大奖）
CICC1690 天津大学

IEEE杯 一等奖 CICC1760 福州大学

IEEE杯 一等奖 CICC3061 华南理工大学

IEEE杯 一等奖 CICC3550 上海交通大学

IEEE杯 二等奖 CICC1682 电子科技大学

IEEE杯 二等奖 CICC1525 电子科技大学

IEEE杯 二等奖 CICC4416 华东师范大学

IEEE杯 二等奖 CICC2072 华南理工大学

IEEE杯 二等奖 CICC118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IEEE杯 二等奖 CICC3318 中山大学

IEEE杯 三等奖 CICC1614 北京理工大学

IEEE杯 三等奖 CICC3214 电子科技大学

IEEE杯 三等奖 CICC1273 东南大学

IEEE杯 三等奖 CICC1736 东南大学

IEEE杯 三等奖 CICC13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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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杯 三等奖 CICC1421 华南理工大学

IEEE杯 三等奖 CICC3141 华南理工大学

IEEE杯 三等奖 CICC1723 华南理工大学

IEEE杯 三等奖 CICC2124 华南理工大学

IEEE杯 三等奖 CICC1094 华中科技大学

IEEE杯 三等奖 CICC372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IEEE杯 优秀奖 CICC2880 东南大学

IEEE杯 优秀奖 CICC1464 哈尔滨工业大学

IEEE杯 优秀奖 CICC139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IEEE杯 优秀奖 CICC2449 华中科技大学

LI杯
一等奖

（企业大奖）
CICC2713 电子科技大学

LI杯 一等奖 CICC4101 国防科技大学

LI杯 二等奖 CICC3445 武汉理工大学

LI杯 二等奖 CICC2967 武汉理工大学

LI杯 二等奖 CICC3112 武汉理工大学

LI杯 三等奖 CICC3022 北京邮电大学

LI杯 三等奖 CICC2468 合肥工业大学

LI杯 三等奖 CICC4108 西北工业大学

LI杯 三等奖 CICC2651 中国计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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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杯 三等奖 CICC2694 中国计量大学

LI杯 三等奖 CICC4741 中山大学

LI杯 优秀奖 CICC4701 中山大学

Robei杯
一等奖

（企业大奖）
CICC1017 南昌航空大学

Robei杯 一等奖 CICC179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Robei杯 一等奖 CICC2366 武汉理工大学

Robei杯 一等奖 CICC2168 武汉理工大学

Robei杯 二等奖 CICC2740 北京理工大学

Robei杯 二等奖 CICC222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Robei杯 二等奖 CICC1574 上海大学

Robei杯 二等奖 CICC2291 重庆交通大学

Robei杯 二等奖 CICC1710 重庆邮电大学

Robei杯 三等奖 CICC1145 安徽大学

Robei杯 三等奖 CICC1667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Robei杯 三等奖 CICC2201 电子科技大学

Robei杯 三等奖 CICC4845 湖南工业大学

Robei杯 三等奖 CICC1134 华南农业大学

Robei杯 三等奖 CICC3886 兰州理工大学

Robei杯 三等奖 CICC3230 南昌航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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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i杯 三等奖 CICC3116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Robei杯 三等奖 CICC3707 烟台大学

Robei杯 三等奖 CICC2777 枣庄学院

Robei杯 三等奖 CICC1882 重庆邮电大学

Robei杯 优秀奖 CICC4165 青岛科技大学

Robei杯 优秀奖 CICC3751 西安邮电大学

Robei杯 优秀奖 CICC1436 中山大学

STIC杯
一等奖

（企业大奖）
CICC3717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STIC杯 一等奖 CICC1156 华东师范大学

STIC杯 一等奖 CICC3780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STIC杯 二等奖 CICC4094 北方工业大学

STIC杯 二等奖 CICC3242 复旦大学

STIC杯 二等奖 CICC4195 中国科学院大学

STIC杯 二等奖 CICC4507 中山大学

STIC杯 二等奖 CICC4886 重庆邮电大学

STIC杯 三等奖 CICC1483 福州大学

STIC杯 三等奖 CICC2775 华东师范大学

STIC杯 三等奖 CICC1692 华中科技大学

STIC杯 三等奖 CICC3223 华中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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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杯 三等奖 CICC2857 南京邮电大学

STIC杯 三等奖 CICC2586 南京邮电大学

STIC杯 三等奖 CICC4163 西南科技大学

STIC杯 三等奖 CICC3319 浙江大学

STIC杯 三等奖 CICC1902 中国科学院大学

STIC杯 优秀奖 CICC3117 广东工业大学

STIC杯 优秀奖 CICC1737 华东师范大学

STIC杯 优秀奖 CICC2306 四川大学

STIC杯 优秀奖 CICC4510 重庆邮电大学

艾为杯
一等奖

（企业大奖）
CICC278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艾为杯 一等奖 CICC2575 华南理工大学

艾为杯 一等奖 CICC3079 华中科技大学

艾为杯 二等奖 CICC1488 电子科技大学

艾为杯 二等奖 CICC1492 东南大学

艾为杯 二等奖 CICC2436 上海交通大学

艾为杯 二等奖 CICC2718 苏州大学

艾为杯 二等奖 CICC348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艾为杯 二等奖 CICC323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艾为杯 三等奖 CICC2635 北京邮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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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为杯 三等奖 CICC1634 电子科技大学

艾为杯 三等奖 CICC4937 东南大学

艾为杯 三等奖 CICC2767 福州大学

艾为杯 三等奖 CICC3711 合肥工业大学

艾为杯 三等奖 CICC1394 合肥工业大学

艾为杯 三等奖 CICC3030 华南理工大学

艾为杯 三等奖 CICC3876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艾为杯 三等奖 CICC1611 沈阳工业大学

艾为杯 三等奖 CICC3590 中山大学

艾为杯 优秀奖 CICC1605 华中科技大学

艾为杯 优秀奖 CICC2783 辽宁大学

艾为杯 优秀奖 CICC1186 沈阳工业大学

艾为杯 优秀奖 CICC3377 中国科学院大学

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一等奖

（企业大奖）
CICC1833 南京邮电大学

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一等奖 CICC2662 武汉理工大学

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一等奖 CICC3291 武汉理工大学

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一等奖 CICC2277 武汉理工大学

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二等奖 CICC4192 电子科技大学

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二等奖 CICC2057 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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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二等奖 CICC1089 广东工业大学

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二等奖 CICC2254 华南理工大学

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二等奖 CICC1061 山东大学

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二等奖 CICC3159 西北工业大学

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三等奖 CICC4309 北京理工大学

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三等奖 CICC1391 电子科技大学

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三等奖 CICC4415 电子科技大学

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三等奖 CICC2755 东北林业大学

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三等奖 CICC1754 广东工业大学

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三等奖 CICC3979 哈尔滨工程大学

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三等奖 CICC2098 华南理工大学

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三等奖 CICC1588 南京理工大学

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三等奖 CICC3781 厦门大学

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三等奖 CICC2917 西安交通大学

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三等奖 CICC2376 重庆邮电大学

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优秀奖 CICC4838 电子科技大学

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优秀奖 CICC3024
无锡学院（原南京信息工

程大学滨江学院）

安谋科技(Arm China)杯 优秀奖 CICC454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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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创杯
一等奖

（企业大奖）
CICC3587 华中科技大学

北方华创杯 一等奖 CICC3407 北京物资学院

北方华创杯 一等奖 CICC2471 湖北工业大学

北方华创杯 二等奖 CICC4612 华中科技大学

北方华创杯 二等奖 CICC2487 武汉理工大学

北方华创杯 二等奖 CICC3333 武汉理工大学

北方华创杯 二等奖 CICC366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北方华创杯 二等奖 CICC2452 西北工业大学

北方华创杯 三等奖 CICC1933 复旦大学

北方华创杯 三等奖 CICC4885 河北科技大学

北方华创杯 三等奖 CICC1747 华南理工大学

北方华创杯 三等奖 CICC3162 暨南大学

北方华创杯 三等奖 CICC4833 江南大学

北方华创杯 三等奖 CICC3413 武汉理工大学

北方华创杯 三等奖 CICC374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杭州研究院

北方华创杯 三等奖 CICC2428 中国计量大学

北方华创杯 三等奖 CICC3690 中国计量大学

北方华创杯 优秀奖 CICC3938 华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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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创杯 优秀奖 CICC5055 华南理工大学

北方华创杯 优秀奖 CICC3750 宁波大学

北方华创杯 优秀奖 CICC4366 沈阳大学

曾益慧创杯
一等奖

（企业大奖）
CICC2976 上海交通大学

曾益慧创杯 一等奖 CICC4891 华中科技大学

曾益慧创杯 一等奖 CICC472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曾益慧创杯 一等奖 CICC1327 武汉大学

曾益慧创杯 二等奖 CICC3706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曾益慧创杯 二等奖 CICC1997 湖南工业大学

曾益慧创杯 二等奖 CICC2138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曾益慧创杯 二等奖 CICC3146 齐鲁工业大学

曾益慧创杯 二等奖 CICC2071 厦门大学

曾益慧创杯 二等奖 CICC1098 重庆邮电大学

曾益慧创杯 三等奖 CICC3643 北京邮电大学

曾益慧创杯 三等奖 CICC2945 大连理工大学

曾益慧创杯 三等奖 CICC2198 福州大学

曾益慧创杯 三等奖 CICC1631 复旦大学

曾益慧创杯 三等奖 CICC4052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曾益慧创杯 三等奖 CICC4684 贺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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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益慧创杯 三等奖 CICC3565 齐鲁工业大学

曾益慧创杯 三等奖 CICC3691 青岛科技大学

曾益慧创杯 三等奖 CICC1060 山东大学

曾益慧创杯 三等奖 CICC1054 上海大学

曾益慧创杯 三等奖 CICC216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曾益慧创杯 三等奖 CICC3398 中山大学

曾益慧创杯 优秀奖 CICC368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曾益慧创杯 优秀奖 CICC2633 北京理工大学

曾益慧创杯 优秀奖 CICC1748 北京理工大学

曾益慧创杯 优秀奖 CICC3960 电子科技大学

曾益慧创杯 优秀奖 CICC1783 国防科技大学

飞腾杯
一等奖

（企业大奖）
CICC1232 北京邮电大学

飞腾杯 一等奖 CICC1594 北京理工大学

飞腾杯 一等奖 CICC1826 北京邮电大学

飞腾杯 一等奖 CICC2006 武汉大学

飞腾杯 二等奖 CICC1639 广东工业大学

飞腾杯 二等奖 CICC4923 贵州大学

飞腾杯 二等奖 CICC1276 国防科技大学

飞腾杯 二等奖 CICC2316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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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腾杯 二等奖 CICC2899 西南交通大学

飞腾杯 二等奖 CICC3389 西南交通大学

飞腾杯 三等奖 CICC1530 北京工业大学

飞腾杯 三等奖 CICC1815 广东工业大学

飞腾杯 三等奖 CICC3031 哈尔滨工业大学

飞腾杯 三等奖 CICC4706 华中科技大学

飞腾杯 三等奖 CICC1839 深圳大学

飞腾杯 三等奖 CICC1254 沈阳工业大学

飞腾杯 三等奖 CICC1345 天津理工大学

飞腾杯 三等奖 CICC1371 武汉大学

飞腾杯 三等奖 CICC3332 武汉理工大学

飞腾杯 三等奖 CICC4244 西北工业大学

飞腾杯 三等奖 CICC1413 中山大学

飞腾杯 优秀奖 CICC2757 电子科技大学

飞腾杯 优秀奖 CICC2022 复旦大学

飞腾杯 优秀奖 CICC3722 哈尔滨工业大学

飞腾杯 优秀奖 CICC3619 南京邮电大学

飞腾杯 优秀奖 CICC2155 重庆三峡学院

富满微杯
一等奖

（企业大奖）
CICC4864 南京邮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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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满微杯 一等奖 CICC1211 南京邮电大学

富满微杯 一等奖 CICC2491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富满微杯 一等奖 CICC1866 西南科技大学

富满微杯 二等奖 CICC1310 东南大学

富满微杯 二等奖 CICC3227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富满微杯 二等奖 CICC246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富满微杯 二等奖 CICC375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富满微杯 二等奖 CICC1626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富满微杯 二等奖 CICC1410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富满微杯 三等奖 CICC2717 广东工业大学

富满微杯 三等奖 CICC4315 国防科技大学

富满微杯 三等奖 CICC1526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富满微杯 三等奖 CICC4414 宁波大学

富满微杯 三等奖 CICC3459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富满微杯 三等奖 CICC3179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富满微杯 三等奖 CICC502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富满微杯 三等奖 CICC174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富满微杯 三等奖 CICC324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富满微杯 三等奖 CICC4223 西安交通大学

富满微杯 三等奖 CICC2311 西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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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满微杯 三等奖 CICC4619 中山大学

富满微杯 优秀奖 CICC1101 北京理工大学

富满微杯 优秀奖 CICC1512 东南大学

富满微杯 优秀奖 CICC4435 宁波大学

富满微杯 优秀奖 CICC1307 上海电力大学

富满微杯 优秀奖 CICC318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海云捷迅杯
一等奖

（企业大奖）
CICC1763 武汉大学

海云捷迅杯 一等奖 CICC2707 安徽大学

海云捷迅杯 一等奖 CICC3360 西安交通大学

海云捷迅杯 一等奖 CICC1527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海云捷迅杯 二等奖 CICC1435 电子科技大学

海云捷迅杯 二等奖 CICC2039 复旦大学

海云捷迅杯 二等奖 CICC1850 湖北工业大学

海云捷迅杯 二等奖 CICC1728 华中科技大学

海云捷迅杯 二等奖 CICC1689 武汉大学

海云捷迅杯 二等奖 CICC2196 西安交通大学

海云捷迅杯 三等奖 CICC3588 北京邮电大学

海云捷迅杯 三等奖 CICC2070 电子科技大学

海云捷迅杯 三等奖 CICC1096 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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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云捷迅杯 三等奖 CICC1543 东南大学

海云捷迅杯 三等奖 CICC2421 复旦大学

海云捷迅杯 三等奖 CICC1584 合肥工业大学

海云捷迅杯 三等奖 CICC2769 南京林业大学

海云捷迅杯 三等奖 CICC3305 厦门大学

海云捷迅杯 三等奖 CICC3186 厦门大学

海云捷迅杯 三等奖 CICC1294 武汉大学

海云捷迅杯 三等奖 CICC2938 中山大学

海云捷迅杯 优秀奖 CICC157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海云捷迅杯 优秀奖 CICC1340 沈阳工业大学

海云捷迅杯 优秀奖 CICC2803 沈阳工业大学

海云捷迅杯 优秀奖 CICC1485 西南交通大学

航天微电子杯
一等奖

（企业大奖）
CICC1450 北京理工大学

航天微电子杯 一等奖 CICC2247 电子科技大学

航天微电子杯 一等奖 CICC473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航天微电子杯 一等奖 CICC2482 中山大学

航天微电子杯 二等奖 CICC2030 电子科技大学

航天微电子杯 二等奖 CICC1379 东南大学

航天微电子杯 二等奖 CICC4663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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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微电子杯 二等奖 CICC4919 南京大学

航天微电子杯 二等奖 CICC2806 武汉大学

航天微电子杯 二等奖 CICC3467 武汉理工大学

航天微电子杯 三等奖 CICC2388 北京理工大学

航天微电子杯 三等奖 CICC1541 北京理工大学

航天微电子杯 三等奖 CICC2203 北京理工大学

航天微电子杯 三等奖 CICC3107 大连工业大学

航天微电子杯 三等奖 CICC1349 电子科技大学

航天微电子杯 三等奖 CICC1489 电子科技大学

航天微电子杯 三等奖 CICC3304 哈尔滨工业大学

航天微电子杯 三等奖 CICC117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航天微电子杯 三等奖 CICC4908 华中科技大学

航天微电子杯 三等奖 CICC2312 兰州大学

航天微电子杯 三等奖 CICC3476 南昌大学

航天微电子杯 三等奖 CICC1931 中山大学

航天微电子杯 优秀奖 CICC4906 电子科技大学

航天微电子杯 优秀奖 CICC1176 东北大学

华大九天杯
一等奖

（企业大奖）
CICC1328 北京理工大学

华大九天杯 一等奖 CICC1713 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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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九天杯 一等奖 CICC1575 国防科技大学

华大九天杯 二等奖 CICC1149 东北大学

华大九天杯 二等奖 CICC2995 湖北工业大学

华大九天杯 二等奖 CICC4605 华中科技大学

华大九天杯 二等奖 CICC3705 清华大学

华大九天杯 二等奖 CICC2883 武汉理工大学

华大九天杯 三等奖 CICC4687 北京工业大学

华大九天杯 三等奖 CICC3049 大连理工大学

华大九天杯 三等奖 CICC1013 东南大学

华大九天杯 三等奖 CICC4882 华中科技大学

华大九天杯 三等奖 CICC4898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华大九天杯 三等奖 CICC3625 南京邮电大学

华大九天杯 三等奖 CICC2017 沈阳工业大学

华大九天杯 三等奖 CICC2096 沈阳工业大学

华大九天杯 三等奖 CICC1188 沈阳工业大学

华大九天杯 优秀奖 CICC3115 合肥工业大学

华大九天杯 优秀奖 CICC4537 华中科技大学

华大九天杯 优秀奖 CICC2829 武汉理工大学

华大九天杯 优秀奖 CICC4970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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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嘉微杯
一等奖

（企业大奖）
CICC1215 深圳大学

景嘉微杯 一等奖 CICC3373 广东工业大学

景嘉微杯 一等奖 CICC1171 南京大学

景嘉微杯 一等奖 CICC2710 上海交通大学

景嘉微杯 二等奖 CICC3869 国防科技大学

景嘉微杯 二等奖 CICC1205 国防科技大学

景嘉微杯 二等奖 CICC1669 国防科技大学

景嘉微杯 二等奖 CICC4167 华中科技大学

景嘉微杯 二等奖 CICC1919 西安交通大学

景嘉微杯 二等奖 CICC16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景嘉微杯 三等奖 CICC2032 大连理工大学

景嘉微杯 三等奖 CICC1457 电子科技大学

景嘉微杯 三等奖 CICC1290 东南大学

景嘉微杯 三等奖 CICC3251 南京大学

景嘉微杯 三等奖 CICC2387 南京大学

景嘉微杯 三等奖 CICC2878 上海交通大学

景嘉微杯 三等奖 CICC2615 深圳大学

景嘉微杯 三等奖 CICC3930 武汉大学

景嘉微杯 三等奖 CICC2850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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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嘉微杯 三等奖 CICC2043 西安交通大学

景嘉微杯 三等奖 CICC4771 中国科学院大学

景嘉微杯 优秀奖 CICC2294 电子科技大学

景嘉微杯 优秀奖 CICC1837 南京大学

景嘉微杯 优秀奖 CICC3655 西南交通大学

景嘉微杯 优秀奖 CICC2965 中山大学

景嘉微杯 优秀奖 CICC3315 中山大学

圣邦杯
一等奖

（企业大奖）
CICC1114 福州大学

圣邦杯 一等奖 CICC1390 电子科技大学

圣邦杯 一等奖 CICC1501 东南大学

圣邦杯 一等奖 CICC1609 广东工业大学

圣邦杯 二等奖 CICC1596 电子科技大学

圣邦杯 二等奖 CICC2954 东南大学

圣邦杯 二等奖 CICC1418 兰州大学

圣邦杯 二等奖 CICC2804 苏州大学

圣邦杯 二等奖 CICC1992 西安交通大学

圣邦杯 二等奖 CICC2862 长沙理工大学

圣邦杯 三等奖 CICC113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圣邦杯 三等奖 CICC3872 大连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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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邦杯 三等奖 CICC3019 电子科技大学

圣邦杯 三等奖 CICC1385 电子科技大学

圣邦杯 三等奖 CICC2600 福州大学

圣邦杯 三等奖 CICC1758 福州大学

圣邦杯 三等奖 CICC1827 华中科技大学

圣邦杯 三等奖 CICC1198 沈阳工业大学

圣邦杯 三等奖 CICC1269 武汉大学

圣邦杯 三等奖 CICC3496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圣邦杯 三等奖 CICC3437 西南交通大学

圣邦杯 优秀奖 CICC2438 东南大学

圣邦杯 优秀奖 CICC1376 东南大学

圣邦杯 优秀奖 CICC3056 江西理工大学

圣邦杯 优秀奖 CICC338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芯海杯
一等奖

（企业大奖）
CICC279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芯海杯 一等奖 CICC2004 西安交通大学

芯海杯 一等奖 CICC2003 西安交通大学

芯海杯 一等奖 CICC3271 中山大学

芯海杯 二等奖 CICC1050 北京工业大学

芯海杯 二等奖 CICC1503 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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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海杯 二等奖 CICC1911 广东工业大学

芯海杯 二等奖 CICC1195 沈阳工业大学

芯海杯 二等奖 CICC2305 沈阳工业大学

芯海杯 二等奖 CICC2103 西安交通大学

芯海杯 三等奖 CICC210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芯海杯 三等奖 CICC3535 电子科技大学

芯海杯 三等奖 CICC1500 东南大学

芯海杯 三等奖 CICC1507 东南大学

芯海杯 三等奖 CICC3789 东南大学

芯海杯 三等奖 CICC2840 福州大学

芯海杯 三等奖 CICC2418 华南理工大学

芯海杯 三等奖 CICC2270 华南理工大学

芯海杯 三等奖 CICC178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芯海杯 三等奖 CICC1425 中国科学院大学

芯海杯 三等奖 CICC2760 中国科学院大学

芯海杯 优秀奖 CICC4568 东南大学

芯海杯 优秀奖 CICC4729 合肥工业大学

芯海杯 优秀奖 CICC445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芯来 RISC-V杯
一等奖

（企业大奖）
CICC2355 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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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来 RISC-V杯 一等奖 CICC1730 南京大学

芯来 RISC-V杯 一等奖 CICC1143 山东大学

芯来 RISC-V杯 一等奖 CICC1455 武汉大学

芯来 RISC-V杯 二等奖 CICC1281 电子科技大学

芯来 RISC-V杯 二等奖 CICC4124 华中科技大学

芯来 RISC-V杯 二等奖 CICC4191 华中科技大学

芯来 RISC-V杯 二等奖 CICC1538 江南大学

芯来 RISC-V杯 二等奖 CICC1742 厦门大学

芯来 RISC-V杯 二等奖 CICC2285 西安交通大学

芯来 RISC-V杯 三等奖 CICC3689 电子科技大学

芯来 RISC-V杯 三等奖 CICC1860 电子科技大学

芯来 RISC-V杯 三等奖 CICC1957 东南大学

芯来 RISC-V杯 三等奖 CICC1260 东南大学

芯来 RISC-V杯 三等奖 CICC1267 国防科技大学

芯来 RISC-V杯 三等奖 CICC2382 华南理工大学

芯来 RISC-V杯 三等奖 CICC3581 山东大学

芯来 RISC-V杯 三等奖 CICC1905 上海理工大学

芯来 RISC-V杯 三等奖 CICC1233 太原科技大学

芯来 RISC-V杯 三等奖 CICC1244 武汉大学

芯来 RISC-V杯 三等奖 CICC2197 武汉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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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来 RISC-V杯 优秀奖 CICC3783 大连理工大学

芯来 RISC-V杯 优秀奖 CICC3178 复旦大学

芯来 RISC-V杯 优秀奖 CICC1347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广州研究院

芯原杯
一等奖

（企业大奖）
CICC2200 北京理工大学

芯原杯 一等奖 CICC3654 厦门大学

芯原杯 一等奖 CICC308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芯原杯 一等奖 CICC4857 浙江大学

芯原杯 二等奖 CICC3422 湖南师范大学

芯原杯 二等奖 CICC3969 华东师范大学

芯原杯 二等奖 CICC1834 华南理工大学

芯原杯 二等奖 CICC5033 武汉工程大学

芯原杯 二等奖 CICC410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芯原杯 二等奖 CICC4096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芯原杯 三等奖 CICC5004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芯原杯 三等奖 CICC3792 北京邮电大学

芯原杯 三等奖 CICC3529 大连海事大学

芯原杯 三等奖 CICC2362 贵州大学

芯原杯 三等奖 CICC4916 国防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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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原杯 三等奖 CICC4595 南京邮电大学

芯原杯 三等奖 CICC2313 武汉理工大学

芯原杯 三等奖 CICC506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芯原杯 三等奖 CICC1940 西南科技大学

芯原杯 三等奖 CICC3626 长春理工大学

芯原杯 三等奖 CICC3602 长春理工大学

芯原杯 优秀奖 CICC4011 大连民族大学

芯原杯 优秀奖 CICC3928 兰州工业学院

芯原杯 优秀奖 CICC1991 南京晓庄学院

芯原杯 优秀奖 CICC4587 内蒙古工业大学

信诺达杯
一等奖

（企业大奖）
CICC3142 武汉理工大学

信诺达杯 一等奖 CICC1360 国防科技大学

信诺达杯 一等奖 CICC3572 华北理工大学

信诺达杯 一等奖 CICC1326 重庆邮电大学

信诺达杯 二等奖 CICC2199 北京交通大学

信诺达杯 二等奖 CICC3813 成都工业学院

信诺达杯 二等奖 CICC3105 大连理工大学

信诺达杯 二等奖 CICC3440 华北理工大学

信诺达杯 二等奖 CICC1697 华中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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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诺达杯 二等奖 CICC4397 宁波大学

信诺达杯 三等奖 CICC3812 北京邮电大学

信诺达杯 三等奖 CICC1683 国防科技大学

信诺达杯 三等奖 CICC1365 国防科技大学

信诺达杯 三等奖 CICC2870 华南农业大学

信诺达杯 三等奖 CICC1043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信诺达杯 三等奖 CICC261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信诺达杯 三等奖 CICC2916 青岛大学

信诺达杯 三等奖 CICC1384 深圳大学

信诺达杯 三等奖 CICC2470 武汉大学

信诺达杯 三等奖 CICC3515 中山大学

信诺达杯 三等奖 CICC3696 中央民族大学

信诺达杯 三等奖 CICC2928 中央民族大学

信诺达杯 三等奖 CICC2939 中央民族大学

信诺达杯 三等奖 CICC3138 重庆邮电大学

信诺达杯 优秀奖 CICC2054 电子科技大学

信诺达杯 优秀奖 CICC1370 国防科技大学

信诺达杯 优秀奖 CICC378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信诺达杯 优秀奖 CICC1187 沈阳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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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同创杯
一等奖

（企业大奖）
CICC4059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紫光同创杯 一等奖 CICC2590 南京邮电大学

紫光同创杯 一等奖 CICC4103 深圳大学

紫光同创杯 二等奖 CICC1565 东南大学

紫光同创杯 二等奖 CICC3976 华南农业大学

紫光同创杯 二等奖 CICC1635 武汉理工大学

紫光同创杯 二等奖 CICC2746 武汉理工大学

紫光同创杯 二等奖 CICC2486 长沙理工大学

紫光同创杯 二等奖 CICC3082 长沙理工大学

紫光同创杯 三等奖 CICC2817 北京理工大学

紫光同创杯 三等奖 CICC1401 北京理工大学

紫光同创杯 三等奖 CICC4219 北京理工大学

紫光同创杯 三等奖 CICC3595 电子科技大学

紫光同创杯 三等奖 CICC3194 电子科技大学

紫光同创杯 三等奖 CICC2653 兰州大学

紫光同创杯 三等奖 CICC2184 临沂大学

紫光同创杯 三等奖 CICC1027 重庆邮电大学

紫光同创杯 三等奖 CICC2915 重庆邮电大学

紫光同创杯 三等奖 CICC2991 重庆邮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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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同创杯 优秀奖 CICC1082 兰州大学

紫光同创杯 优秀奖 CICC1331 兰州大学

紫光同创杯 优秀奖 CICC3849 兰州大学

紫光同创杯 优秀奖 CICC4125 兰州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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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国总决赛优秀组织奖名单

序号 学校 序号 学校

1 电子科技大学 11 国防科技大学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2 南京邮电大学

3 东南大学 13 重庆邮电大学

4 武汉理工大学 14 广东工业大学

5 华中科技大学 15 福州大学

6 北京理工大学 16 北京邮电大学

7 武汉大学 17 沈阳工业大学

8 中山大学 18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9 华南理工大学 19 上海交通大学

10 西安交通大学 20 深圳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