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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帽杯第二届网络安全攻防大赛

一、大赛简介

二、大赛组织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加快网络空间安全学

科建设，创新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机制，提高大学生和社会网络安全技术人员在网络安全创新理念、安

全技能和团队协作方面的综合素质，推动广东省“红帽先锋”网络安全人才培养计划，在广东省公安厅、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广东省教育厅指导下，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于 2018 年 5 月在广

州塔举办第二届红帽杯网络安全攻防大赛。

大赛主题

      通过邀请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安全企业参加网络安全竞赛，大力推进广东省“红

帽先锋”网络安全人才培养计划，探索网络安全人才培育新模式，打造网络安全技术交流平台，锻

炼网络安全技术人员的实战水平，推动网络安全新技术的应用水平，促进广东省网络安全事业发展。 

       1. 指导单位：广东省公安厅、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 

       2. 主办单位：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3. 联合主办：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4. 承办单位：华南理工大学

 

顾问：

      1. 方滨兴   中国工程院                               院士

      2. 张圣钦   广东省公安厅                               原常务副厅长

      3. 唐锐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副书记

      4. 曹轲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副总编辑

      5. 李小鲁   广东省教育厅                               原副厅长

      6. 栾广生   广东省公安厅                               原副巡视员

      7. 高中孝   广州市公安局                               原副巡视员

      8. 林鹏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                   原副巡视员

      9. 李正祥   广东省公安厅                               网络警察总队总队长

      10. 戴自力   广东省公安厅                               网络警察总队政委

      11. 龚庆   广东青少年大数据及新媒体中心     主任

      12. 唐连章   广东省教育技术中心                   主任

      13. 蔡旭   广东省公安厅                               网警总队副总队长

（一）执行委员会

       主   任：刘琪瑾      华南理工大学      党委副书记

       副主任：陆以勤     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会长

       委员：

       1. 朱跃生    北京大学                                                                   教授

      2. 温武少   中山大学                                                                   教授

      3. 季飞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

      4. 潘伟锵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5. 缪婧   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副会长

      6. 周涛   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副会长

      7. 黄丽玲   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副会长

      8. 黄光烈   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医疗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9. 乔万林   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高校网络安全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10. 黄振毅   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副秘书长

      11. 杨洋   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医疗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 秘书长

      12. 林南晖   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高校网络安全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

      13. 黄小洪   教育部等保测评中心广东测评部                               副主任

（二）技术委员会

       主   任：陆以勤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

       副主任：温武少 中山大学 教授

      委员：

      1. 陈文智   浙江大学                                                                    教授

      2. 唐韶华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

      3. 翁健   暨南大学                                                                    教授

      4. 赵淦森   华南师范大学                                                                    教授

      5. 郭文明   南方医科大学                                                                    教授

      6. 凌捷   广东工业大学                                                                    教授

      7. 蒋盛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教授

      8. 谢冬青   广州大学                                                                    教授

      9. 罗俊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教授

      10. 张昊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11. 彭泉   深圳市网安计算机安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网安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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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注意事项

1、遵守大赛纪律，切勿喧哗，严禁吸烟。

2、各参赛选手需自备笔记本电脑、电源、鼠标、鼠标垫等，MAC 电脑请自带网口转接头，建议安

装有 Windows XP、Win7 、 Win8 或 Win10 操作系统及 Firefox 或 Chrome 浏览器。。

3、 禁止使用手机及类似 QQ 、微信等即时聊天工具，也不能通过论坛、电邮的形式进行比赛信息发布。

比赛前各参赛选手需将手机等通信工具调为静音模式放入竞赛组委会提供的信封袋中。

4、比赛过程中严禁参赛选手向比赛服务器、参赛选手主机等设施发起任何可能影响比赛正常进行的

攻击或恶意操作。

5、参赛选手竞赛当天接受人脸识别入场，比赛开始前请将身份证放在桌面左上方，裁判将核对参赛

人员信息。

6、参赛选手未经裁判同意，禁止进入他人赛位，干扰其他选手比赛。

7、因广州塔安检要求，比赛严禁选手自带零食酒水。竞赛期间会务组提供晚餐、士力架、饮用水，

并有工作人员送到选手赛位。食用期间请注意现场秩序，切勿影响到周围团队。

场次 比赛时间 参赛资格 比赛赛制

5 月 26 日 14:00-20:00 60 支队伍 攻防大赛

攻防模式（AWD）：

       在攻防模式赛制中，参赛队伍在网络空间互相进行攻击和防守，挖掘网络服务漏洞并攻击对

手服务来得分，修补自身服务漏洞进行防御来避免丢分，最终以得分直接分出胜负。在这种赛制中，

不仅仅是比参赛队员的智力和技术，同时也比团队之间的分工配合与协作。

三、赛制介绍

四、比赛知识领域

五、比赛流程

      本次比赛要求参赛队员具备基本的计算机理论和实践基础。其中涉及到的考试范围包括： 安全

技能相关逆向、漏洞挖掘与利用、Web 渗透、密码、取证、隐写、安全编程等。

       

日期 时间 事项

5 月 26 日

（周六）

12 : 00-13 : 30 参赛选手签到（携带身份证、竞赛笔记本电脑）

13 : 30-14 : 00 开幕式

14 : 00-14 : 15 宣布竞赛规则、赛制、参赛选手调试参赛设备

14 : 15-20 : 15
第二届红帽杯网络安全攻防大赛

AWD 对抗模式竞赛

20 : 15-20 : 35 统计分数、排名

20 : 35-20 : 55 颁奖典礼

( 四 ) 秘书处

      秘 书 长  : 缪婧        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副会长

      副秘书长 : 刘卫华 华南理工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 行政总监

      副秘书长 : 黄振毅    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副秘书长

      

      秘书： 

      1. 陈安宁 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办公室主任

      2. 徐碧芸 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3. 祁琳青 华南理工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 

      4. 黎志生 华南理工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

      5. 官家家 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三）仲裁委员会

      主任：朱跃生      北京大学       教授

      委员：

      1. 王继龙 清华大学     教授

      2. 王新 复旦大学     教授

      3. 李建华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4. 李京 中国科技大学     教授

      5. 于俊清 华中科技大学        教授

      6. 李肖坚 广西师范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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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比赛现场路线图
决赛地点

广州市海珠区阅江西路 222 号，广州塔二层千人庆典大厅（东登塔口右侧扶梯入场）。

乘车路线

地铁：搭乘地铁 3 号线或 APM 线“广州塔”站 A 出口。

公交：多条公交线路直达：262 路、468 路、121 路、121A 路、204 路，以及旅游公交 2 线等 。

停车：地下停车场只有 600 多个车位供驾车者使用，另外一楼有 20 个旅游大巴车位，主办方免费提

供 100 张 8 小时停车票，请有需要的嘉宾在综合服务台领取。提醒：热点旅游区车位紧张，建议与

会者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广州塔及周边旅馆路线图

比赛场馆在地铁 3 号线或 APM 线“广州塔”站，请与会人员统一从广州塔东登塔口右侧扶梯进入赛场。

七、现场运维

八、酒店住宿安排

     比赛期间平台现场配备维护人员，负责维护平台正常运行。配备赛题及网络故障处理人员负责现

场咨询。凡网络及赛题的任何问题均可举手示意，现场人员会及时解答。

A. 华轩里酒店（广州珠江新城店）

  地址：珠江新城金穗路 62 号侨鑫国际附楼 11-17 楼

  交通：地铁 APM 线妇儿中心站 A 出口，珠江新城站

  电话：020-38917333

B. 广弘天琪酒店式公寓 

  地址：珠江新城华利路（即国门酒店正对面）广弘天琪 C 栋 307 室

  交通：地铁珠江新城站 A2 出口

  电话：020-85162828

C. 七天连锁酒店（广州客村地铁站二站）

  地址：海珠区新市头路锦安苑小区 100-120 号

  交通：地铁客村站

  电话：020-34106788

酒店签到咨询：

华轩里        联系人：徐碧芸   13922221076

广弘天琪     联系人：陈安宁   13711747593

七天连锁     联系人：官家家   18899732837

8、  比赛期间所有参赛选手除特殊情况外不得离场。

9、  比赛期间参赛选手如身体有任何不适请立即告知现场工作人员，比赛现场提供医疗保障服务。

10、裁判宣布比赛结束时，所有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所有操作并起立听从裁判指令。

11、违反上述规定者，现场裁判组将视情节轻重给予口头警告、扣分、取消参赛资格等处罚。

12、领队及指导老师请做好参赛队员的安全保障工作。

13、本次竞赛最终解释权归竞赛组委会所有。

广州塔与大赛定点酒店位置图

广州塔周边地铁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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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伟 广东省公安厅 网络警察总队副总队长

马文强 广东省公安厅 网络警察总队副总队长

李挥 北京大学 教授

王振宇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

田志宏 广州大学 教授

林雁飞 广东省公安厅 网络警察总队科长

金楠 广东省公安厅 网络警察总队科长

曾伟胜 广东省公安厅 网络警察总队副科长

郑华友 广东省公安厅 网络警察总队副科长

何洪峰 广东省公安厅 网络警察总队副科长

张远见 京信通信系统 ( 中国 ) 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高级副总裁

田霞 《信息安全研究》杂志 副主编

林殿魁 广州竞远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梁承东 广州竞远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石松奇 深圳市网安计算机安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裁

文东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代表处副总经理

陈思佳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代表处教育行业总监

胡新 PPmoney 万惠集团 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

符皓 PPmoney 万惠集团 总裁办主任兼投融资总监

蔡晶晶 i 春秋学院 院长

陈统 广东轩辕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罗建华 360 企业安全集团 广东分区经理

孔令海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总经理

郭金全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总经理

廖东年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十一、与会嘉宾十、比赛现场示意图

黄色长方形区域为参赛选手比赛现场，外围区域为比赛观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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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Ayakashi
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指导老师：魏强 

领队 / 队员：林超 

队长：秦凯 

队员：郑建路

队伍：water_sheep
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指导老师：董卫宇 

领队 / 队员：艾成炜 

队长：张志臣 

队员：高子聪

队伍：kap0k 最菜分队
学校：华南理工大学 

队长：黄瑞斌 

队员：李彬、李雪峰

队伍：BXS
学校：中国矿业大学 

领队 / 指导老师：张立江 

队长：施游堃 

队员：徐嘉宾、杨俊杰

队伍：楼大爷粉丝团
学校：西北工业大学 

指导老师 / 领队：刘志伟 

队长：丁远 

队员：刘丰毓、杨琛

队伍：广外女生 II
学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指导老师：谢柏林 

领队 / 队长：曾泽君 

队员：徐传懋、刘浩仪

队伍：X10Sec
学校：广东警官学院 

指导老师：吴琪 

领队：周元建 

队长：周国浩 

队员：龙浩、吴永林

队伍：4jia1
学校：国防科技大学 

指导老师：宋晓峰  

队长：何伟 

队员：张跃、张鑫

队伍：Ha1cyon
学校：西北工业大学 

指导老师 / 领队：刘影 

队长：瞿铸枫 

队员：刘辰烁、王恩泽

队伍：visitor
学校：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指导老师 / 领队：李瑞芳 

队长：曾子峰 

队员：郭绍铭、黄致杰

队伍：彼岸花
学校：江苏科技大学 

指导老师：严熙 

领队 / 队长：王子昂 

队员：张波、杨太原

队伍：WaterDrop
学校：中山大学 

指导老师：王盛邦 

领队 / 队长：罗穗 

队员：毛海销、李恒

队伍：Kap0k 之 being
学校：华南理工大学 

队长：黄伟华 

队员：李知寒、刘以恒

十二、决赛选手

高校组

队伍：flam4nplus1
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指导老师：李戈

队长：蒋思康

队员：安海仓、陈晓阳

队伍：Team233
学校：广州大学 

指导老师：鲁辉 

队长：张献钧 

队员：麦咏娴、钟楠宇

队伍：抓住历史机遇建设网络强国
学校：暨南大学 

指导老师：魏林锋 

领队：邵志键 

队长：王斯南 

队员：莫锦成、陈毅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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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楼上四百队快合并
学校：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工业技师学院、

东莞理工学校

指导老师：李杰阳 

队长：梁国锋

队员：覃家钰、梁凯强

队伍：balabla
学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指导老师：邹春然 

队长：陆建宇 

队员：程斌、秦瑞哲

队伍：TEC
学校：国防科技大学 

指导老师：解培岱 

队长：王振华 

队员：徐新阳、陈鑫益

队伍：狗尾巴草
学校：中南大学 

队长：申卓祥 

队员：覃涛明、谢佳

队伍：Szsec01
学校：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指导老师 / 领队：许逸 

队长：郑培英 

队员：吕廷泽、林伟照

队伍：南天
学校：云南警官学院 

指导老师：李朴楠 

队长：刘先达 

队员：李曜溪、杨丛宇

队伍：回家吃鸡
学校：中南大学 

队长：秦川 

队员：张翔、赵家振勇

队伍：我们爱跳舞
学校：华南农业大学 

队长：陈晓 

队员：林楷鑫、曾敏洋

队伍：Sloth10
学校：华南师范大学 

指导老师 / 领队：李瑞维 

队长：汪达超 

队员：陆茂斌、郑永杰

队伍：W8Cloud
学校：南京邮电大学 

指导老师：沙乐天 

领队 / 队长：王晨宇 

队员：王众、覃国祥

队伍：SUS 战队
学校：东南大学 

指导老师：杨望 

队长：徐诚 

队员：张琳樾、马凌涛

队伍：WIS-AD2
学校：广东工业大学 

指导老师：张荣跃 

领队：程天艺 

队长：郭旭 

队员：陈泽翰、陈健航

队伍：Sloth
学校：华南师范大学 

指导老师 / 领队：李瑞维

队长：罗裴然

队员：邹国清、周金稳

队伍：李时珍的皮
学校：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指导老师：马莉

队长：许乐炜

队员：黄翔、陈健松

队伍：flam4nplus2
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指导老师：李戈 

队长：战权海 

队员：司健鹏、马鑫

队伍：Wbdsec
学校：广东警官学院 

指导老师：吴琪 

领队：周元建 

队长：林泰民 

队员：梅德斌、黎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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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通通都
企业：广州航海学院

指导老师：马晓明

队员：林永森

队伍：万家灯火
企业：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领队：陈敏 

队长：陆庭辉 

队员：吴勤勤、胡海生

队伍：Dwarf
企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领队：张旻愉 

队长：苏映琳 

队员：金驰、任骏锋

队伍：sgpower
企业：韶关供电局 

队长：李捷 

队员：曾睿、柳健

队伍：4837
企业：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领队：彭锐 

队长：张志安 

队员：张隆喜、黄坤

队伍：白菜
企业：广州航海学院 

领队：马晓明 

队长：谢家乐 

队员：刘国鹏、朱志权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组

队伍：海啸
学校：广州航海学院 

指导老师：马晓明 

队长：刘志诚 

队员：聂潮君

队伍：GmccSec
企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领队：谢玲 

队长：陈桂文 

队员：程曜安、邓太良

队伍：f0sh4n_s3c
企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领队 / 队长：林晓端 

队员：马腾、钟冠平

队伍：人民电业为人民
企业：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领队：陈敏 

队长：林伟胜 

队员：冼志生、王国贤

队伍：亮灯者
企业：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领队：陈敏 

队长：郭孝基 

队员：梁仕甫、梁浩波

队伍：csair
企业：中国南方航空 

领队：黄伟键 

队长：段金石 

队员：莫健洛、李恒磊

队伍：WoT05F
企业：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领队：彭锐 

队长：缪强

队员：周婧莹、杨志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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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cloudeye
企业：个人战队

领队 / 队长：王磊 

队伍：DX
企业：个人战队 

队长：邹洪 

队员：王斌、陈锋

队伍：晓
企业：个人战队 

领队：彭戈 

队长：韦威 

队员：周慧、廖翰晖

队伍：NEURON
企业：山石网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领队：杨庆华 

队长：许伟杰 

队员：陈桂林、童达荣

队伍：千里目
企业：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领队：谢永超 

队长：郑天时 

队员：辛佳橼、孙文彬

队伍：SAINTSEC
企业：个人战队  

领队：陈香君 

队长：黎轲 

队员：刘超、徐晓武

队伍：未然战队
企业：广州瑞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队长 / 领队：栾俊超 

队员：刘铸、金源

队伍：NEURON2
企业：山石网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领队：何尹圣 

队长：刘铭威 

队员：蔡林霖、李鹏飞

队伍：NBL
企业 ：深圳市阿乐卡科技有限公司 

领队：何远东 

队长：毕峻华 

队员：付闯、郭亚奇

队伍：GG
企业 ：深圳市魔方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领队：张佳发  

队长：陈达鑫 

队员：蔺林、王晶

队伍：ChaMd5 安全团队
企业：个人战队 

领队：袁婧 

队长：袁伟

安全企业组

队伍：CSGITSEC01
企业：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领队：许爱东 

队长：蒙家晓 

队员：关泽武、戴涛

队伍：梅州地税队
企业：梅州市地方税务局 

领队 / 队长：叶晖 

队员：谢伟兴、张炜媚

队伍：广东地税 2 队
企业：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领队：黄代安 

队长：罗希 

队员：黄嘉伟、黄武富

队伍：广东地税 1 队
企业：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领队：郑毅强 

队长：王盛源 

队员：郭巧媛、李浩缘



铂金支持单位

金牌支持单位

深圳市网安计算机安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指导单位：广东省公安厅、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联合主办：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承办单位：华南理工大学 

协办单位：广州竞远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北京永信至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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