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华东赛区获奖信息 

 
 

1.普通四轮组成绩：53支队伍 

学校 队伍 用时 
排

名 

获奖等

级 

南京工业大学 Polaris 9.59 1 一等奖 

江苏大学 一起爬山吗？宝贝 9.631 2 一等奖 

南昌大学 孤胆咸鱼 9.797 3 一等奖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ATG 10.115 4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 赛腾三队 10.528 5 一等奖 

盐城工学院 继承者 10.966 6 一等奖 

华东理工大学 X-Speeder 11.019 7 一等奖 

河海大学 云风队 11.048 8 一等奖 

南通大学 e 芯车车人 11.1 9 一等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ANNI 11.111 10 一等奖 

常州大学 常大光电组 11.623 11 一等奖 

南昌航空大学 藜蒿炒腊肉队 11.999 12 二等奖 

华东交通大学 花椒蜗牛队 12.018 13 二等奖 

江苏理工学院 探索者 12.126 14 二等奖 

华东交通大学理工

学院 
天码行空 12.267 15 二等奖 

上海海事大学 智果果 plus 12.408 16 二等奖 

中国矿业大学 cucar 12.921 17 二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Tech-Wheel 12.97 18 二等奖 

无锡太湖学院 奥利给 13.272 19 二等奖 

同济大学 智信龙卷风 13.51 20 二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对什么对都很队 13.619 21 二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工程一队 13.713 22 二等奖 

三江学院 光速能团 14.143 23 二等奖 



学校 队伍 用时 
排

名 

获奖等

级 

东华大学 三只挂件队 14.826 24 二等奖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

理工学院 
嘤嘤小鸡 16.07 25 二等奖 

上海大学 Ribbons 16.315 26 二等奖 

南昌工学院 
to be number one 

fighting 
16.758 27 二等奖 

扬州大学 吟风阁 16.945 28 二等奖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

学院 
水稻种植大队 20.69 29 二等奖 

苏州科技大学 中国红旗 21.2 30 二等奖 

江西理工大学南昌

校区 
江理二队 21.865 31 三等奖 

上海师范大学 信机极速队 22.606 32 三等奖 

东南大学 SEU 一队 23.214 33 三等奖 

南京邮电大学 风驰电掣 23.89 34 三等奖 

宿迁学院 Legendary 24.968 35 三等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灵风 X 42.131 36 三等奖 

江苏科技大学 疾风电驰 46.029 37 三等奖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

港校区 
容颜巨兽 51.04 38 三等奖 

新余学院 逆水行舟队 52.006 39 三等奖 

南京林业大学 湖人总冠军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苏信 1 号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苏州大学 SD.第四交通委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上海海洋大学 “努力拿奖才队”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

技术学院 
Aurore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常熟理工学院 闪电一队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上海电力大学 FWS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响尾蛇队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HHUC 速风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学校 队伍 用时 
排

名 

获奖等

级 

江南大学 跑跑卡丁车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

学院 
KING back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淮阴工学院 5G 先锋 N A 无 - 

江西科技学院 江科智能车队 N A 无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金城学院 
SAF N A 无 - 

 

 

2.双车接力组：43支队伍 

学校 队伍 用时 
排

名 

获奖等

级 

南昌航空大学 煎鸡蛋队 10.053 1 一等奖 

南昌大学 二位快点爬 10.708 2 一等奖 

江苏理工学院 迈尔斯 10.763 3 一等奖 

江苏大学 学妹不来调车队 11.166 4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 赛腾四队 11.203 5 一等奖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四狼上警 11.229 6 一等奖 

扬州大学 啸风 11.731 7 一等奖 

江西科技学院 别急慢慢跑 11.925 8 一等奖 

河海大学 荷风队 11.943 9 一等奖 

江西理工大学南昌校区 江理一队 13.064 10 二等奖 

南通大学 扶摇 13.56 11 二等奖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AA 互杠啊大兄弟 13.642 12 二等奖 

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 新手上路 14.443 13 二等奖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Maioris 14.794 14 二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工程嗷呜队 15.379 15 二等奖 

东华大学 
小智想加入火箭

队 
16.019 16 二等奖 

徐州工程学院 徐州大学 GKD 16.838 17 二等奖 

中国矿业大学 肝就队 16.866 18 二等奖 



学校 队伍 用时 
排

名 

获奖等

级 

新余学院 未来人 17.852 19 二等奖 

上海海事大学 Parfait 19.28 20 二等奖 

南京邮电大学 地瓜真甜队 20.17 21 二等奖 

东南大学 SEU 二队 22.12 22 二等奖 

华东理工大学 工具人队 22.828 23 二等奖 

常熟理工学院 疾风二队 26.487 24 二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possibility 27.999 25 三等奖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校

区 
星辰队 29.213 26 三等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INNA 38.851 27 三等奖 

上海师范大学 搞快点 41.455 28 三等奖 

苏州科技大学 SST 42.962 29 三等奖 

同济大学 智信区间 47.533 30 三等奖 

三江学院 狂浪鸭 49.644 31 三等奖 

江苏科技大学 双星伴月 50.199 32 三等奖 

宿迁学院 阿巴阿巴 51.395 33 三等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

学院 
GO-EZ 76.426 34 三等奖 

南京林业大学 乘风破浪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冰与火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nuaa 双车队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苏州大学 Project D.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上海电力大学 搬球工人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常州工学院 车来车往队 N A 无 - 

江南大学 蛇皮试水队 N A 无 - 

上海海洋大学 不想拿奖不队 N A 无 - 

盐城工学院 神鹤队 120 无 - 

 

3.直立节能组：36支队伍 

学校 队伍 用时 
排

名 

获奖等

级 



学校 队伍 用时 
排

名 

获奖等

级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真的不耗电 24.795 1 一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工程四队 29.319 2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 赛腾二队 30.396 3 一等奖 

南昌航空大学 蛋炒饭 32.94 4 一等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33 队 35.325 5 一等奖 

东南大学 SEU 三队 45.512 6 一等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破晓 47.344 7 一等奖 

无锡太湖学院 老白菜 55.245 8 二等奖 

江苏理工学院 厉风者 59.866 9 二等奖 

上海海事大学 小虎队 61.22 10 二等奖 

盐城工学院 啥都不会队 64.547 11 二等奖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Lightning 

strike 
66.026 12 二等奖 

南昌大学 小丑鱼 82.964 13 二等奖 

江南大学 水沝淼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江苏科技大学 沸腾的开水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

学院 
YK-xdata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

学院 
EZ-GO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为复工发电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上海电力大学 小坦克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苏州大学 苏好强队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苏信 11 号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华东理工大学 乘风破浪的车车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赤兔马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南通大学 独角兽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江苏大学 UJS–节能组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中国矿业大学 Supremacy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常熟理工学院 闪电二队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三江学院 发际线保卫队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学校 队伍 用时 
排

名 

获奖等

级 

常州大学 飞卡肝帝 N A 无 - 

南京工业大学 Braver N A 无 - 

同济大学 智信节能—FWZ N A 无 - 

扬州大学 没有什么不队 N A 无 - 

宿迁学院 SSL N A 无 - 

上海海洋大学 
乘风破浪的弟弟

们 
N A 无 - 

上海大学 难上加难 120 14 -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几你太美 120 14 - 

 

4.声音信标组：34支队伍 

学校 队伍 用时 
排

名 

获奖等

级 

南京工业大学 Erste 26.287 1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 赛腾一队 28.589 2 一等奖 

江苏科技大学 寒瞳 29.966 3 一等奖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MAS 30.402 4 一等奖 

无锡太湖学院 太湖极光 30.73 5 一等奖 

中国矿业大学 银杏树 30.772 6 一等奖 

苏州大学 苏大强队 31.003 7 一等奖 

江苏理工学院 谛听者 33.262 8 二等奖 

南昌大学 
红黑红黑的小黄鸡

二队 
34.098 9 二等奖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秋名山 de 车 36.636 10 二等奖 

江苏大学 你说的都队 38.829 11 二等奖 

上海海事大学 GaNed 40.623 12 二等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autobots 43.783 13 二等奖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

工学院 
黑曼巴队 45.998 14 二等奖 

常熟理工学院 旺旺全家桶 46.159 15 二等奖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

校区 
SSTF-L 队 47.404 16 二等奖 



学校 队伍 用时 
排

名 

获奖等

级 

南京邮电大学 啾啾啾啾队 48.309 17 二等奖 

宿迁学院 Novel Coronavirus 49.152 18 二等奖 

常州大学 最强猫奴 49.338 19 二等奖 

三江学院 东北虎 50.74 20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工程三队 51.379 21 三等奖 

新余学院 FKAW 51.646 22 三等奖 

同济大学 智信·寻声追梦 55.96 23 三等奖 

上海海洋大学 逮鲸户 70.338 24 三等奖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

院 
东风快递 73.281 25 三等奖 

河海大学 追风队 73.774 26 三等奖 

苏州科技大学 姑苏河畔 91.829 27 三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追标队 91.864 28 三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Real Magic Origin 102.048 29 三等奖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乘凰骋孔 已完成 无 三等奖 

上海电力大学 电力 121 120 30 - 

江南大学 南翼 120 30 - 

淮阴工学院 麒麟队 N A 无 - 

江西科技学院 江科智能车二队 N A 无 - 

 

5.AI电磁组：33支队伍 

学校 队伍 用时 
排

名 

获奖等

级 

盐城工学院 愤怒的 AI 队 9.132 1 一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工程六队 9.32 2 一等奖 

常熟理工学院 
电信 AI 电磁一

队 
9.754 3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 赛腾五队 10.054 4 一等奖 

南通大学 红色彗星 10.15 5 一等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冲冲冲 10.174 6 一等奖 

江苏理工学院 逸飞 10.618 7 一等奖 



学校 队伍 用时 
排

名 

获奖等

级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人工智障车 10.635 8 一等奖 

中国矿业大学 冰与火之队 11.399 9 一等奖 

华东交通大学 花椒飞舞队 11.464 10 二等奖 

南京邮电大学 逆矩阵 11.666 11 二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ICE 11.768 12 二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重装小兔队 12.239 13 二等奖 

上海海事大学 机器爱学习 12.293 14 二等奖 

东华大学 肉蛋葱鸡队 12.397 15 二等奖 

新余学院 卑微小队 13.496 16 二等奖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破浪 13.949 17 二等奖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校

区 
沙雕且搞笑 13.963 18 二等奖 

南昌大学 小白 AI 14.192 19 二等奖 

苏州大学 苏小强队 14.385 20 二等奖 

江西科技学院 LLL 14.933 21 二等奖 

三江学院 spark 一往无前 15.05 22 二等奖 

上海大学 
蚂蚁搬家蛇过

道 
15.549 23 二等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

学院 
GO-EZ-GO 15.813 24 三等奖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

学院 
日月之行 16.409 25 三等奖 

华东理工大学 你说的队 17.863 26 三等奖 

江苏科技大学 听风踏浪 18.431 27 三等奖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超音速 6.0 21.906 28 三等奖 

南昌航空大学 三月花科技 22.854 29 三等奖 

东南大学 SEU 四队 23.233 30 三等奖 

同济大学 电磁领域 
补赛完

成 
无 三等奖 

江苏大学 小蜗牛 
补赛完

成 
无 三等奖 



学校 队伍 用时 
排

名 

获奖等

级 

江南大学 MAD MAX N A 无 -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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