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红帽杯”网络安全攻防大赛 

高校 晋级决赛名单 

序

号 
战队名称 学校/单位名称 战队属性 

1 NEBULA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高校 

2 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浙江大学 高校 

3 Aurora 深圳大学 高校 

4 X1cT34m 南京邮电大学 高校 

5 echoSec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高校 

6 屈尾十 中山大学 高校 

7 BH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高校 

8 Xp0int 暨南大学 高校 

9 whitzard_junior 复旦大学 高校 

10 Aurora-X 深圳大学 高校 

11 夭抠 YaoKou 南昌大学 高校 

12 践行社会共同责任共筑网络安全防线 暨南大学 高校 

13 NEX的小迷弟 东北大学 高校 

14 Asuri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校 

15 GWHT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高校 

16 广外幽灵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高校 

17 NEX 东北大学 高校 

18 Shell01_team 广东培正学院 高校 

19 Mini-Venom 大连民族大学 高校 

20 kapDDk 华南理工大学 高校 

21 无畏 北京大学 高校 

22 sloth001 华南师范大学 高校 

23 flag0rz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高校 

24 Foxs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高校 

25 BXS 中国矿业大学 高校 

26 K1t3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高校 

27 Aphrodite 广西民族大学 高校 

28 Kap0k 华南理工大学 高校 

29 Kaq0k 华南理工大学 高校 

30 WaterDrop4 中山大学 高校 

31 Xp0int_hello_world 暨南大学 高校 

32 好想有个女朋友啊 广东警官学院 高校 

33 8GR 梧州学院 高校 



34 Sloth_white 华南师范大学 高校 

35 中大南方破晓队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高校 

36 P4F 国防科技大学 高校 

37 Eureka 北京邮电大学 高校 

38 Ginkgo 防灾科技学院 高校 

39 我爱中国队 2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40 我爱中国队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 

41 orzorzorz 南京邮电大学 高校 

42 Volcano 广东工业大学 高校 

43 三体战队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高校 

44 We--ax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高校 

45 Volcano-2 广东工业大学 高校 

46 北邮的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西拉松 北京邮电大学 高校 

47 WPSEC 南阳理工学院 高校 

48 WatarDrop2 中山大学 高校 

49 Satan0a 浙江师范大学 高校 

50 咸鱼签到 广州航海学院 高校 

51 提款机战队 广州航海学院 高校 

52 划水小王子 广东东软学院 高校 

53 没有乐怡的队伍 广东东软学院 高校 

54 SSSS 广州大学 高校 

55 Team233 广州大学 高校 

56 聪冲冲 广东东软学院 高校 

57 ldqnbnbznb 华中科技大学 高校 



第三届“红帽杯”网络安全攻防大赛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晋级决赛名单 

序

号 
战队名称 学校/单位名称 战队属性 

1 护网先锋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2 湛泸队 国家电网公司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3 南方电网科技传媒队 南方电网传媒有限公司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4 南方电网数字传媒队 南方电网传媒有限公司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5 南方电网超高压输电公司 2队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6 南方电网数研究 1队 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7 梦想队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8 南方电网三线谱队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9 肇庆市网络安全志愿者 肇庆市公安局网络警察支队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10 e网无前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惠州供电局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11 e网情深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惠州供电局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12 C304001 建设银行深圳分行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13 广东农信筑梦未来 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14 银信_x64 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15 南方电网超高压输电公司 1队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16 sgpower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韶关供电局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17 PowerSecurity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信息中心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18 轻轻地两个稳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信息中心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19 水电厂划水爱好者 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20 全村的希望 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21 水电厂年轻人 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22 Dwarf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23 three 广州欢聚时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并入） 政府国企事业单位 



 

 

第三届“红帽杯”网络安全攻防大赛 

社会网安人才 晋级决赛名单 

 

序

号 
战队名称 学校/单位名称 战队属性 

1 White 个人 社会网安人才 

2 北极星 星盟安全团队 社会网安人才 

3 Hillstone 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社会网安人才 

4 大不妞俺的哎母 个人 社会网安人才 

5 Venom 个人 社会网安人才 

6 SAINTSEC 个人 社会网安人才 

7 NEURON 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社会网安人才 

8 SANGFOR-X1cT34m 个人 社会网安人才 

9 中科汇能 GT队 中科汇能科技有限公司 社会网安人才 

10 541N753C 广州市圣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社会网安人才 

11 崇泰荣达 广州崇泰荣达科技有限公司 社会网安人才 

12 CepreiSec1 中国赛宝实验室 社会网安人才 

13 Galaxy-V 星盟安全团队 社会网安人才 

14 RHacker 个人 社会网安人才 

15 广东星羽 广东星羽科技有限公司 社会网安人才 

16 天命 个人 社会网安人才 

17 Khan 广州市昊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社会网安人才 

18 YxlinkSec 南京铱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社会网安人才 

19 还我地精工程师 杭州默安科技有限公司 社会网安人才 

20 方 个人 社会网安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