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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海南赛区组委会
琼 电组字〔2021〕09号

202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海南赛区“恩智浦MCU杯”

评审结果公示

各参赛学校：

202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海南赛区“恩智浦MCU杯”已顺利拉下帷

幕。本次竞赛共有省内 11所院校的 277个队 831名学生报名参加竞赛，经过专

家组现场测评，选出本科组和高职组一、二、三等奖（见附件），经过组委会审

核批准，现将拟获奖结果在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海南赛区竞赛网站予以公示

（公示网址：http://www.hnuedc.com/），公示期为 2021年 11月 12日至 11月 19

日。公示期间，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对拟授奖成果有异议，均可来电、来函或通过

电子邮件向海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或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海南赛区组委

会反映。

联系人：熊文军，联系电话：0898-65343725，电子邮箱：971998906@qq.com，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9号省政府办公楼 417 室；陈真佳，联系电话：

13519888661，电子邮箱：hndzjs@163.com，地址：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大道 58

号海南大学信息学院 406 室。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海南赛区组委会

2021年 11月 12日

附件：202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海南赛区“恩智浦MCU杯”拟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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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海南赛区“恩智浦MCU杯”

获奖名单（本科组）

奖

项

序

号

题

号
赛区编号 参赛队学校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一

等

奖

*1 H A102021035 海南大学 刘菘 李凯 廖杨 陈真佳

2 C A132021003 海南师范大学 王灏 张杰 李东澍 吴建清

3 H A222021001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梁新 卓以成 王闯 谷兵兵

4 A A122021018 海南大学 王婕 陈慧 肖惠君 黄建清

5 C A172021001 海口经济学院 吴忠霖 刘海洲 王开祥 程思宁

6 B A162021008 三亚学院 王柏坤 汤国鑫 孙泽豪 王良成

7 C A152021007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黄宝华 黄金珏 陈永峰 龙顺宇

8 F A122021008 海南大学 闫昊坤 周玉昆 李慧敏 张健

9 B A162021016 三亚学院 张文卓 杨栋 石开材 陈晓虎

10 B A162021021 三亚学院 李泽南 丁奕元 焦歆雨 曹文

11 F A112021006 海南大学 王握 叶明焕 许宇宏 胡文锋

12 C A172021014 海口经济学院 张怡心 张钰 万喆 占永宁

13 C A132021022 海南师范大学 符敦纪 白佳宁 杨盈盈 羊大立

14 D A172021009 海口经济学院 高方灵 宋欣渊 吴皓迪 王锋

15 H A162021018 三亚学院 费禹超 王妍 陈瑞涛 汪源

16 H A102021026 海南大学 殷航 吕荣钞 彭畅畅 杨永钦

17 D A172021022 海口经济学院 熊睿智 胡旭 苏子明 刘元琳

18 H A132021002 海南师范大学 董芝超 魏鑫 施浩东 颜丽娜

19 H A132021013 海南师范大学 王毅恒 朱益阳 杨晓林 王映品

二

等

奖

20 F A172021023 海口经济学院 何政演 邱琦升 李旭 宋春凤

21 E A142021003 海南医学院 陈意心 蒋明骏 蒋崇翔 杨芳

22 F A152021010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王浩 廖俊春 喻政宁 郑心武

23 F A132021007 海南师范大学 孙昌海 曾莹 叶心依 吴伟

24 B A102021032 海南大学 王思齐 高佳 姚雨含 冯尔理

25 H A112021003 海南大学 周锐 张善硕 王文豪 谢小峰

26 B A22202100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马云龙 张志强 李硕奇 符庆

27 F A132021010 海南师范大学 万祝煊 闫雪松 林涵东 吴伟

28 E A142021002 海南医学院 王阿宁 李好 黄鑫瑶 李继平

29 F A152021016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李家灿 刘芳 李高鼎 王连明

30 F A102021012 海南大学 吴宇祥 陈胤杰 杨肖肖 陈敏

31 F A102021027 海南大学 王海涛 陈龙辉 左柳鑫 王立辉

32 F A112021008 海南大学 段千龙 苏航 李钰杰 唐荣年

33 F A172021003 海口经济学院 戴黄涛 毛海龙 李振扬 王海荣

34 F A172021007 海口经济学院 曾梅 陈日旺 谷煦飞 安秋平

35 F A172021005 海口经济学院 苏汶鑫 赵耕 王毅超 王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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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项

序

号

题

号
赛区编号 参赛队学校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36 F A172021011 海口经济学院 魏浩廷 陈德正 叶姗渝 占永宁

37 F A172021017 海口经济学院 符贻宝 杨小晴 徐浩 柴源

38 F A172021018 海口经济学院 边静婷 黄垂芸 冯昊华 柴源

39 B A132021020 海南师范大学 隗书亚 陈良军 李志兴 严世胜

40 F A112021005 海南大学 张孝吉 黄泽文 张熙柏 李创

三

等

奖

41 B A132021011 海南师范大学 杨轲萌 杨良法 陈华 严世胜

42 B A132021012 海南师范大学 刘艺康 胡华保 吴友圆 王映品

43 B A132021017 海南师范大学 郭星 程猛 黄明瑶 钟久明

44 B A132021018 海南师范大学 白淼 陈光辉 高云飞 谢金宝

45 C A172021008 海口经济学院 展宽 王一元 朱佳雨 程思宁

46 B A132021019 海南师范大学 何江 陈耀辉 符式博 钟久明

47 B A132021026 海南师范大学 李志莹 廖芯 王璐 曾丽娜

48 C A152021005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芦照烜 杨梓洋 黄榕 钟鹏飞

49 H A102021016 海南大学 曾子洋 吕嘉灏 余轶翔 丁洁

50 H A112021004 海南大学 于宇 谢国成 高琼 刘虹

51 C A132021025 海南师范大学 石鑫 马宏飞 熊晨梅 孙丽

52 C A132021009 海南师范大学 周嘉兴 周愿愿 张宇 颜丽娜

53 H A102021008 海南大学 赵志刚 金欣 黄悦 迟阔

54 D A102021017 海南大学 周义博 陈扬 叶毅 易家傅

55 C A172021015 海口经济学院 符晓谊 陈天晓 林方匡 占永宁

56 F A172021004 海口经济学院 杨壮邦 许谷裕 李翔 王玲玲

57 F A172021006 海口经济学院 齐文龙 李思懿 白格格 安秋平

58 F A172021021 海口经济学院 黄垂桂 周菁楠 黄家铭 王锋

59 H A162021009 三亚学院 孟宪祎 车文帅 冯翊恒 辛光红

60 F A102021030 海南大学 翁启金 宋润楷 万京桥 冯尔理

61 C A122021029 海南大学 杨箫 陈杰 赵鸿睿 宋明歆

62 C A102021014 海南大学 姜蕊 付子恒 沈唯 陈真佳

63 C A172021002 海口经济学院 皮京定 曹金鹏 尹胜载 占永宁

64 C A172021025 海口经济学院 周磊 李建飞 倪德诚 宋春凤

65 F A172021016 海口经济学院 梁琪照 王禄拯 方顺 陈媛媛

66 H A172021010 海口经济学院 唐业传 林紫瑶 段超毅 孙玉轩

67 H A172021012 海口经济学院 崔建丽 陈盛驹 吴淑忠 孙玉轩

68 H A172021024 海口经济学院 王向昕宇 端木雨生 柏浩然 宋春凤

69 H A172021013 海口经济学院 姚璐 王尧民 李辉荣 柴源

70 H A222021003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吴忠礼 聂雅琪 赖福健 韩慧敏

71 C A162021012 三亚学院 王佳 倪子博 李慧敏 王连胜

72 C A102021033 海南大学 伍仕伟 卢弈轩 黎堪元 冯尔理

73 A A122021001 海南大学 王博 蔡凯威 韩慧情 陈晔

74 C A122021031 海南大学 龚杰 许瀚丹 王璐璐 张晶晶

注：*获得“恩智浦MCU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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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海南赛区“恩智浦MCU杯”

获奖名单（高职组）

奖

项

序

号

题

号
赛区编号 参赛队学校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一

等

奖

*1 K B192021001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肖焱 杨斌 李芳 何智海

2 K B22202100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周井文 唐惠宝 陈天勇 戴文娟

3 I B182021001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程张才 谢关明 庞明宁 潘云霞

4 I B182021006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单超 王平锐 陈意龙 潘云霞

5 K B202021004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麦宜雷 吴华良 陈奕凯 胡晓辉

二

等

奖

6 K B222021003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苏庆波 柯行学 张良伟 韩慧敏

7 I B212021010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李运保 曹轶诜 庄扬 顾振华

8 K B222021004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李立文 麦壮 陈国瑞 陈亮

9 K B182021002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陈小飞 顿珠次仁 韦建宝 潘云霞

10 K B212021003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金煜 赵恩泽 邹舒展 吴正茂

11 I B212021013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郑文龙 曹嘉毅 王伟 任斌斌

12 I B212021009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陈柏安 路天行 胡兆庆 吴正茂

三

等

奖

13 K B202021001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谢高翔 王开北 曾令松 胡晓辉

14 K B202021002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刘石 林焕才 张骏 金晶

15 K B212021005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胡冯鸿 薛康恺 刘志伟 吴正茂

16 J B202021003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王高升 符海冬 李所全 金晶

17 K B222021007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张健 陆甫生 吕诗凡 吴育军

18 K B182021003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赵佳泽 陈俊奇 赵毅 潘云霞

19 K B182021004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蓝国俊 陈智来 黄永昌 潘云霞

20 K B222021006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吴钟磊 黄圣宇 王崇旺 吴育军

21 I B212021008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陈太宇 陈国尚 林峻贤 顾振华

注：*获得“恩智浦MCU杯”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海南赛区组委会

2021 年 11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