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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名极客“高新论剑”32支战队逐鹿中原
强网再出发！第六届“强网杯”网络安全挑战赛鏖战争锋

凝心聚力筑强网、不忘初心再出发。8月20日~21日，备受瞩目的第六届“强网杯”全国网络安全挑战赛线下赛在其永久
赛场——国内首个网络安全科技馆内举行。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文/图网络强国 行无止境 第六届“强网”不改初心

全国网安精英, 绿城巅峰对
决。两天来，全国目光再次聚焦
河南、聚焦郑州、聚焦高新区、聚
焦网络安全科技馆。

两天来，2022年国家级线下
网络安全竞赛——第六届“强网
杯”全国网络安全挑战赛，100多
名极客“高新论剑”、32支战队逐
鹿中原，在永久赛址网络安全科
技馆再次极客大练兵。

连日来，线上线下赛事亮点
纷呈、硕果累累，竞赛水平、参
赛范围、选手阵容、激烈程度再
创国内新高。据了解，“强网
杯”全国网络安全挑战赛已连续
5年在郑州举办，成为一个精英
竞技、智力比拼、凝聚力量、共筑
安全的平台，网络安全竞赛是发
现人才、培养人才、储备人才的
重要途径。作为“中央网信办、

河南省人民政府指导，社会各界
支持，一流网安院校组织”的国家
级赛事，“强网杯”全国网络安全
挑战赛始终坚持国家安全和
社会效益优先，不断创新丰富
竞赛承载内容和功能定位，强
化国家级竞赛的影响力和号
召力，先后吸引 7万余人次参
赛，孵化网络安全技术成果 20
余项，成为国家网络安全赛事
顶级品牌。

热血出征、利剑出锋，“强
网杯”全国网络安全挑战赛是
网络安全竞赛领域的标杆品
牌，分为线上赛、线下赛、精英
赛、青少年专项赛、人工智能专
项赛、密码数学专项赛 6个部
分，其中，“强网杯”全国网络安
全挑战赛线下赛于 8月 20日正
式开赛。

强网争霸、巅峰对决，第六
届“强网杯”继续践行“为国强
网”的初心与使命，严格落实中央
网信办和公安部《关于规范促进
网络安全竞赛活动的通知》要
求，有效聚集了来自“双一流”高
校、网络安全企业和互联网企业
及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单位
的 2358支战队、10147名选手。
经过线上赛的激烈角逐，32支战
队脱颖而出，其中汇聚了AAA、
eee、0x300R等国内外知名网安
战队，可谓是群贤毕至，星光熠
熠，这些队伍都是近年来从国内
外赛场上锤炼出来的国内知名
强队，参赛阵容之强大、规模之
壮观创下国内之最。32支战队
在两天时间里汇聚网络安全馆
进行了激烈的角逐，共同争夺强
网桂冠。

为国强网 国家赛场 32支精英战队火力全开
愿将黄鹤翅，一借飞云空。

上午 9时，随着启动仪式的结
束，32支精英队伍展开了为期两
天的终极对决。

大赛创新采取攻防对抗
（KoH）+实战解题（Realworld）混合
赛制，赛题场景涵盖二进制程序漏
洞挖掘利用、Web应用漏洞挖掘利
用、设备固件漏洞挖掘利用、物联
网设备现场破解等方向，并涉及物
联网设备现场破解、人工智能安全
应用等新技术场景，多维度、全方
位考验选手的攻防实战能力。

国家赛场，强强对决，攻防
博弈，瞬息万变！谁将拿下强网
冠军宝座? 比赛期间，有专业赛
事解说人员对赛事进行点评、总
结和业内大咖对行业动态进行
评析与分享，无数发烧友在线围
观，在国家级大赛中了解安全、
关注安全，提高网络安全意识。

8月 21日，万众瞩目的第六
届“强网杯”全国网络安全挑战
赛线下赛经过两天的鏖战，在其
永久赛场——郑州高新区网络

安全科技馆落下帷幕。
32支精英战队经过连续 32

小时的激战，最终，上海交通大
学的0ops战队摘得强网桂冠，长
亭科技的 0x300R战队和腾讯科
技的 eee战队分别荣获亚军、季
军。两支河南战队荣获三等奖，
他们是国网河南电力公司的河
南烩面战队和河南信安世纪科
技有限公司的 secdriverlab战队，
排名分别是22和25。

32支精英战队线下对决，千
万市民共享强网盛宴。第六届
“强网杯”由中央网信办、河南省
人民政府指导，信息工程大学、
河南省委网信办、河南省教育
厅、郑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教育部高等学校网络空间安全
教指委协办，信息工程大学网络
空间安全学院、郑州市委网信
办、郑州市公安局、郑州市教育
局、郑州高新区管委会共同承
办，11所国家一流网络安全学院
建设示范项目高校共同支持。
“强网杯”已成为促进技术交流、

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及产业发展
的国家级实践交流平台。

随着数字化的快速发展，网
络安全威胁态势更加严峻，对网
络安全人才建设不断提出新的
要求。作为国家级技术实践交
流平台，历届“强网杯”都承载着
促进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业
发展的愿景与使命。自 2015年
创办以来，至今“强网杯”已经连
续举办 6届，不断创新和丰富竞
赛承载内容和功能定位，打造国
家级技术实践交流平台，为国家
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
贡献。

第六届“强网杯”全国网络
安全挑战赛汇聚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 2358 支战队、10147 名选
手，覆盖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单位、重要行业部门、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网络安全企业、互联
网企业及社会力量等行业领
域。全国网络安全人才齐聚一
堂，再次共同呈现了一场精彩的
网络安全攻防技术盛宴。

巅峰对决 云起龙骧 32支精英战队竞逐国赛攻防对抗之巅
作为国家级技术实践交

流平台，历届“强网杯”都承载
着促进人才培养、技术创新、
产业发展的愿景与使命。本
届“强网杯”线下赛综合评估
参赛队伍对新一代信息技术
应用的学习能力与实战攻防
能力，锻炼真实攻防场景下的
应急响应和即时策略等方面
的综合能力，多维度、全方位
提升参赛选手的网络安全技
能和防御水平。同时，现场的
竞技大屏也在实时展示对抗
动态，让参赛选手、观摩嘉宾
可以身临其境般感受竞赛的
激烈氛围。

速度就是战力，时间就是
安全。线下赛首日，随着裁判
长一声令下，激动人心的强网
之争瞬间将网络安全科技馆的
气氛点燃，从线上赛披荆斩棘，
一路过关斩将的 32支精英队
伍正式开启了这场终极之战。
32支精英战队展现出国内顶尖
战队的超高水准，在创新性赛

制和高质量赛题中展开了激烈
“厮杀”。在长达两天的“战役”
中，大家比拼的是挖掘漏洞的
速度和技能，同时也是各自排
兵布阵的智慧与策略。

上午 9时 24分，来自杭州
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DAS战队率先来到解题区，成
功破解全场首个RW[toto1/3]题
目，一举点燃了现场气氛，场内
其他战队也加快了解题节奏。
随后的两个小时里，来自成都
信息工程大学的 syclover战队
和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 0ops
战队分别斩获 RW[CMS]题目
和 KoH[oisc]题目一血，紧接
着，DAS 战队再次上台挑战
RW[toto3/3]题目成功，将比赛
推进到白热化阶段。

截至当日 17时，比赛进行
了8小时后，全场已经产生6个
一血，32支战队均已经在擅长
的赛题上成功得分。来自腾讯
的 eee战队排名第一，来自上海
交通大学的0ops战队和清华大

学的 Redbud战队暂时分别位
列第二名与第三名。

线下赛第二日，选手们愈
战愈勇，场内各支战队火力全
开，向剩余赛题发起了冲锋。
在这紧张的时刻，每解开一道
赛题都有可能带来一次不可思
议的超级逆转。上午 9时 08
分，SN-天虞战队成功破解RW
[RDP]题目拿到当日首个一血，
由20日的榜单第18名，一跃进
入榜单前五！随后，0x300R战
队、eee战队与0ops战队都持续
爆发实力，相继在KoH赛题上
夺旗得分，战况愈发焦灼。截
至 16时，7道KoH中已全部被
解出，而10道RW题目也仅剩1
道题目无人挑战。

8 月 21 日 17 时，第六届
“强网杯”线下赛赛程圆满结
束。经过连续两天的激烈线
下王者之争，最终上海交通大
学的 0ops 战队摘得桂冠，
0x300R战队和 eee战队分别荣
获亚军、季军。

强网盛宴 阔步未来 为建设网络强国砥砺前行
人是安全的核心，守护网

络空间安全是每一个人的使
命与担当。信息工程大学校
长郭云飞曾在大赛活动上表
示，“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
底是人才竞争。”网络安全竞
赛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选
拔人才、提高能力的重要途
径。“强网杯”全国网络安全挑
战赛自2015年创办以来，不断
创新和丰富竞赛承载内容和
功能定位，形成了“中央网信
办指导、地方政府支持、一流
网安院校组织”的办赛模式和
“线上赛、线下赛、精英赛”的
竞赛模式，不断强化国家级竞
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打造形

成了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技术
实践交流平台。

作为国家级高水准、高
质量网络安全竞赛平台，“强
网杯”致力于为网络安全从
业人员、技术爱好者、院校学
生、青少年等各类群体打造
技术实践与展示自我的平
台，从国家最顶尖的安全力
量到冉冉兴起的国家未来网
安之星，全面助力人才培养
和技术创新，为网络强国建
设和数字中国建设提供有力
支撑。

第六届“强网杯”全国网
络安全挑战赛线下赛已圆满
落幕，也拉开了即将重磅启动

的精英赛、青少年专项赛、人
工智能专项赛、密码数学专项
赛序幕。从国家最顶尖的安
全力量到日见兴起的国家未
来网安之星，从真实映射
网络空间安全形态到强化
助推国家网络强国建设的
创新力量，“强网杯”一直
致力于为网络安全从业人
员、技术爱好者、院校学
生、青少年等各类群体提
供展示自我、磨砺技能、交
流技术的平台，让守护网
络空间安全、助力网络强
国建设的各方力量，在这个
国家级人才培养的土壤中得
到锻炼和提升。

强国使命 努力深耕 高新区已成为网络安全的重要基地
欲茂其枝、必深其根。历

届“强网杯”对于郑州高新区
未来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
作为此次活动的承办方与
“强网杯”系列活动永久举办
会址所在地，近年来，郑州高
新区通过着力优化营商环
境、研发网安关键技术、引进
培育网安人才，构建特色产
业生态，在网络安全产业相
关的研发能力、产业基础、基
础设施、发展氛围、政策体系
等方面形成了独特优势，吸

引了一批优势企业，集中了
一批优秀人才，汇集了一批
产业资源，网络安全产业呈现
蓬勃发展的态势。

辖区内的信息工程大学、
郑州大学、郑州轻工业大学、
河南工业大学等高校均设
置了信息工程、信息技术类
院系和学科；深耕培育和重
点招引了新华三、长城计算
机、启明星辰、芯盾网安、向
心力通信、信源信息、河南
信安通信、海融软件、汉江

电子、信大等一大批全国知
名的网络安全龙头企业；谋
划建设了网络安全基础设
施群暨 360 中原总部项目，
目前该项目土建物理空间
已完工交付；建设全国首个
网络安全科技馆；出台《郑
州高新区关于促进网络空
间安全产业发展若干措施》
（“网安十条”），经过多年的
深耕与努力，初步建成了全
国有影响力的网络空间安全
产业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