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东北赛区成绩 

及拟评定奖项一览表 

各东北赛区参赛高校： 

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东北赛区赛成绩统计完毕，安装全国组

委会的相关规定，除电磁 AI组一、二等奖比例分别为实际参赛队伍的 25%、40%

外，其他组别一、二等奖比例分别为实际参赛队伍的 20%、35%。最终得到东北

赛区奖项如表 1-表 5所示： 

考虑今年疫情的影响，拟向全国组委会申请今年完成东北赛区补赛的队伍

均为三等奖，进校参赛队伍均可获得优秀奖。（经排查，发现没有完成车模技术

检查的，将不能获奖）。拟向全国组委会申请参加国赛项目数量如下：基础四轮

组 5支队伍，电磁 AI组 5支队伍，双车接力组 4支队伍，直立节能组 4支队伍，

声音信标组 5支队伍。（参加国赛项目能否获得国奖，需要在月底接受全国组委

会根据全国成绩情况的综合考评） 

一、东北赛区 8月 16日比赛成绩 

表 1 东北赛区基础四轮组成绩表 

序号  高校 队伍名称 成绩 奖项 

1 哈尔滨工业大学 紫丁香一队 9.658 一等奖 

2 黑龙江工程学院 睿龙四队 10.856 一等奖 

3 哈尔滨工程大学 济海追风 5 队 10.944 一等奖 

4 长春理工大学 追风四队 11.644 一等奖 

5 东北大学 希望车没事 15.772 二等奖 

6 北华大学 北华风磁 16.198 二等奖 

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光翼二队 17.853 二等奖 

8 哈尔滨理工大学 小破车 19.268 二等奖 

9 大连交通大学 烈焰 20.146 二等奖 

10 内蒙古大学创业学院 骄阳四队 39.561 二等奖 

11 大连民族大学 奥里给 48.292 三等奖 

12 大连海事大学 沧笙踏歌 56.045 三等奖 

13 长春工业大学 我就来看看不说话 3.0 补赛 三等奖 

14 辽宁工业大学 Aciteam_必胜 补赛 三等奖 

15 沈阳工业大学 超轶绝尘 补赛 三等奖 

16 沈阳化工大学 逮虾户 补赛 三等奖 



17 辽宁科技大学 小猪快跑 120 优秀奖 

18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四轮组 临时弃赛  

表 2 东北赛区电磁 AI组（赛道包含坡道）成绩表 

序号  高校 组别 成绩 奖项 

1 哈尔滨工程大学 济海追风 1 队 9.575 一等奖 

2 哈尔滨工业大学 紫丁香三队 10.577 一等奖 

3 长春理工大学 追风零队 2020 10.933 一等奖 

4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光翼三队 11.372 二等奖 

5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电磁 AI 12.443 二等奖 

6 内蒙古大学创业学院 骄阳三队 12.723 二等奖 

7 哈尔滨理工大学 镰 14.053 二等奖 

8 长春工业大学 好哥哥队 14.971 三等奖 

9 沈阳化工大学 秋名山初心队 28.724 三等奖 

10 辽宁科技大学 lovelive 120 优秀奖 

11 大连民族大学 误打误撞组 临时弃赛  

表 3 东北赛区双车组成绩表 

序号  高校 组别 成绩 奖项 

1 哈尔滨工业大学 紫丁香六队 12.681 一等奖 

2 长春理工大学 追风五队 12.849 一等奖 

3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太阳石 2020 三队 13.581 一等奖 

4 东北大学 弱小可怜无助 13.681 二等奖 

5 内蒙古大学创业学院 骄阳五队 13.969 二等奖 

6 哈尔滨工程大学  济海追风 3 队 14.292 二等奖 

7 黑龙江工程学院 睿龙二队 16.891 二等奖 

8 大连交通大学 魅影 24.294 二等奖 

9 大连民族大学 红鲤鱼与绿鲤鱼队 补赛 三等奖 

10 哈尔滨理工大学 8685 120 优秀奖 

11 辽宁科技大学 TXD&RXD 120 优秀奖 

12 沈阳工业大学 双龙戏珠 120 优秀奖 

13 大连海事大学 双车人 120 优秀奖 

14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双车组 120 优秀奖 

表 4 东北赛区节能组成绩表 

序号  高校 组别 成绩 奖项 

1 哈尔滨理工大学 Circle 26.492 一等奖 

2 哈尔滨工业大学 紫丁香四队 31.841 一等奖 



3 哈尔滨工程大学 济海追风 2 队 33.183 一等奖 

4 大连民族大学 大连民族大学节能组 62.861 二等奖 

5 长春理工大学 长春理工大学追风八队 2020 补赛 三等奖 

6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太阳石 2020 二队 补赛 三等奖 

7 黑龙江工程学院 睿龙三队 补赛 三等奖 

8 内蒙古大学创业学院 骄阳二队 补赛 三等奖 

9 东北林业大学 风火轮 120 优秀奖 

10 辽宁科技大学 锦鲤小分队 120 优秀奖 

11 长春工业大学 自爆卡车 120 优秀奖 

12 沈阳工业大学 爆破拆迁 120 优秀奖 

13 辽宁工业大学 Aciteam_凯旋 临时弃赛  

14 沈阳化工大学 平头哥 临时弃赛  

 

 

表 5  东北赛区信标组成绩表 

序号  高校 组别 成绩 奖项 

1 哈尔滨工业大学 紫丁香五队 32.202 一等奖 

2 大连海事大学 银箱子 32.432 一等奖 

3 北华大学 北华领航者 43.547 一等奖 

4 哈尔滨工程大学 济海追风 4 队 49.091 二等奖 

5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工程 1 队 69.142 二等奖 

6 长春理工大学 追风九队 75.352 二等奖 

7 黑龙江工程学院 睿龙一队 82.249 二等奖 

8 东北林业大学 东林探索者 109.631 二等奖 

9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绽放的紫罗兰 115.476 二等奖 

10 东北大学 梁哥最帅 118.596 三等奖 

11 大连交通大学 追风 补赛 三等奖 

12 大连民族大学 DLNU_2 补赛 三等奖 

13 哈尔滨理工大学 信标小霸王 补赛 三等奖 

14 内蒙古大学创业学院 骄阳一队 补赛 三等奖 

15 长春工业大学    魔鼠车队信标组 6 队 120 优秀奖 

16 辽宁科技大学 幺二零队 120 优秀奖 

17 沈阳工业大学 沈工大机电俱乐部 120 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