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用户名 单位 奖项
1 panghusec 济南大学 一等奖
2 七月火 福建农林大学 一等奖
3 一叶飘零 中国矿业大学 一等奖
4 dawn 合肥工业大学 一等奖
5 WYB188 合肥工业大学 一等奖
6 好好划水，天天向上 合肥工业大学 一等奖
7 funnyman 重庆邮电大学 一等奖
8 jianghuxia 闽南师范大学 一等奖
9 iixcub 成都大学 一等奖
10 枕边月亮 成都东软学院 一等奖
11 ceshi001 广东培正学院 一等奖
12 xlba test 一等奖
13 Bosspi 重庆邮电大学 一等奖
14 rmb122 合肥工业大学 一等奖
15 y1ngshu 成都大学 一等奖
16 Caramel97 中国矿业大学 一等奖
17 JHon 一等奖
18 ckj12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一等奖
19 Daw1n 合肥工业大学 一等奖
20 crayon 成都东软学院 一等奖
21 腹黑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一等奖
22 zilcH40 黄渡理工 一等奖
23 zjgcjy 中国矿业大学 一等奖
24 yuriXO 中国矿业大学 一等奖
25 D.A.F-cr@Zy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技术学院 一等奖
26 wooy0ung 中国矿业大学 一等奖
27 神裤衩 成都东软学院 一等奖
28 16xx 闽南师范大学 一等奖
29 Nelo1a 合肥工业大学 二等奖
30 L4apQiscc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二等奖
31 xuing22 成都东软学院 二等奖
32 faith00 成都东软学院 二等奖
33 D.A.F-Life 二等奖
34 Elvirangel 中国矿业大学 二等奖
35 SSSP4RTA 西安工业大学 二等奖
36 moonAgirl 中国矿业大学 二等奖
37 老虎 北京林业大学 二等奖
38 Bluecat 中央民族大学 二等奖
39 1292586222 闽南师范大学 二等奖
40 FierceC4t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二等奖
41 FormSec 逢魔安全实验室 二等奖
42 yulige 南京邮电大学 二等奖
43 D.A.F-print("") 江西现代职业学院 二等奖
44 s7edge 成都大学 二等奖
45 北韩金pp 成都东软学院 二等奖
46 lwt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二等奖
47 gogogo 广东培正大学 二等奖
48 ly807 济南大学 二等奖
49 mrmupa 湖北大学 二等奖
50 V1ZkRA 三江学院 二等奖
51 mozengning 广东培正学院 二等奖
52 ssn-hy 克拉玛依市高级中学 二等奖
53 assassin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54 Mio NJUST 二等奖
55 xnianq 合肥工业大学 二等奖
56 rabbit 甘肃政法学院 二等奖
57 cccmc 南京邮电大学 二等奖



58 紫色皓月 重庆工程学院 二等奖
59 sknus 大连交通大学 二等奖
60 cccccx cqupt 二等奖
61 GhostFire 乌海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62 hwan 成都大学 二等奖
63 LearnPWN SJU 二等奖
64 lixu129 三江学院 二等奖
65 Shell001 广东培正学院 二等奖
66 ldh 重庆邮电大学 二等奖
67 linux2580 江西现代职业学院 二等奖
68 干死黄旭东2 垃圾学校 二等奖
69 fanda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二等奖
70 Burtit 哈尔滨师范 二等奖
71 我是小可爱啊 寰宇科技 二等奖
72 dldxz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二等奖
73 1nv0k3r 内蒙古大学 二等奖
74 threedr3am 南京三江学院 二等奖
75 woods4y 福建农林大学 二等奖
76 BlcDing 电子科技大学 二等奖
77 Kai 新疆克拉玛依市高级中学 二等奖
78 Eumenides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二等奖
79 ios 新疆乌鲁木齐市第101中学 二等奖
80 全世界最好的猪仔 济南大学 二等奖
81 MozhuCY 南京邮电大学 二等奖
82 Lou0000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二等奖
83 ∝ 东南大学 二等奖
84 执念于心 中国矿业大学 二等奖
85 TF-gay 无名学校 二等奖
86 黑客小公主 四川大学 二等奖
87 wons 中北大学 二等奖
88 kegemo 济南大学 二等奖
89 cru5h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二等奖
90 ntwyc2018 二等奖
91 naiven 二等奖
92 Chase6 西华大学 二等奖
93 尽听 四川大学 二等奖
94 RMYR 华中科技大学 二等奖
95 f1rry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二等奖
96 很蓬的九 重庆大学 二等奖
97 NamePlate 云南大学 二等奖
98 yp2333 永信至诚 二等奖
99 Cytosine 西安邮电大学 二等奖
100 lxy123 济南大学 二等奖
101 Wbz 三江学院 二等奖
102 MR.Li 家里蹲无业人员 二等奖
103 Init0ne 1111111 二等奖
104 h1mmel cqupt 二等奖
105 evilpwn 二等奖
106 zsj666 重庆邮电大学 二等奖
107 c0d3rWen 云南大学 二等奖
108 Chengcjun 福建农林大学 二等奖
109 sunny sju 二等奖
110 刘娇娇 二等奖
111 goldstone 中科院计算机所 二等奖
112 ssn-淡季 克拉玛依市高级中学 二等奖
113 ha9worm 江西理工大学 二等奖
114 凌天_太子 湖南科技大学 二等奖
115 豹子 动物园 二等奖



116 H4lo 海南大学 二等奖
117 朱正波 二等奖
118 279489734 深圳市龙岗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119 狮子 北京林业大学 二等奖
120 可乐 SU 二等奖
121 齐会会 二等奖
122 ssn_stan 新疆克拉玛依市高级中学 二等奖
123 naruto0.0 helloworld 二等奖
124 1015138407 云南大学 二等奖
125 Virus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二等奖
126 Dolores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二等奖
127 CoColi 天津理工大学 二等奖
128 eggfan 三江学院 二等奖
129 logsapling 成都东软学院 二等奖
130 fsociety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二等奖
131 Ph3mf0lk1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二等奖
132 C0ss4ck 南京邮电大学 三等奖
133 ICSafe 深圳市博伦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134 爷爷 三等奖
135 NetSpecter 厦门理工学院 三等奖
136 笨死了笨死了 厦门理工学院 三等奖
137 yanweida99 福建师范大学 三等奖
138 xmcp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139 R.Hacker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三等奖
140 Harmoc 青岛农业大学 三等奖
141 xfkxfk xxxxxx 三等奖
142 NNKE 靖西民族高中 三等奖
143 greenHat1 重庆邮电大学 三等奖
144 kk 三等奖
145 yexiwen 云警 三等奖
146 fangzhang 科大 三等奖
147 An0n7m 江西先锋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48 Lyon 三等奖
149 x_xuan 克拉玛依市高级中学 三等奖
150 lan.Jap_ 靖西民族高中 三等奖
151 Devil 靖西民族高中 三等奖
152 晴明 云南警官学院 三等奖
153 imanfeng CQUPT 三等奖
154 $hee9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三等奖
155 大宇 UJN 三等奖
156 小铭同学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57 二向箔 邯郸学院 三等奖
158 PPP 西北民族大学 三等奖
159 happygo bj 三等奖
160 Jaken 厦门理工学院 三等奖
161 hannoch 厦门理工学院 三等奖
162 OUD 宿州学院 三等奖
163 ccxssy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64 sammie 三等奖
165 aloha sju 三等奖
166 CataLpa 山东科技大学 三等奖
167 onwolf 丽水学院 三等奖
168 ctf_0001 三等奖
169 Lambdax 哈哈 三等奖
170 anwenxuan 西北民族大学 三等奖
171 infamous 西北民族大学 三等奖
172 wobushi qiuqiu 三等奖
173 Sissel 北京邮电大学 三等奖



174 北凉世子徐凤年 重庆邮电大学 三等奖
175 MeetYou 天津理工大学 三等奖
176 JustTryit2 重庆邮电大学 三等奖
177 nicefish 山东科技大学 三等奖
178 EW 三等奖
179 0verWatch 中国矿业大学 三等奖
180 李怡汝 西北民族大学 三等奖
181 ?????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三等奖
182 ironman 三等奖
183 xiaoyuyu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三等奖
184 hello 如北京理工大学等 三等奖
185 K4ngx 福州大学 三等奖
186 redcode 三等奖
187 wangxiaohu NCUT 三等奖
188 tooHard Home 三等奖
189 B166ER Nsfocus 三等奖
190 CQUHCA 重庆大学 三等奖
191 hammer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三等奖
192 Sakura 重庆邮电大学 三等奖
193 SD-zhoupl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94 dotsu 复旦大学 三等奖
195 mntn0x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三等奖
196 bugs sgcc 三等奖
197 落花四月 阜阳师范学院 三等奖
198 folishyu 厦门理工学院 三等奖
199 kuraraneko 中国矿业大学 三等奖
200 qux hello 三等奖
201 impakho 广东警官学院 三等奖
202 0wning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三等奖
203 hhhhhh 成都大学 三等奖
204 lethal 浙江警察学院 三等奖
205 我打CTF太菜被打了 暨南大学 三等奖
206 石头先森 宿州学院 三等奖
207 1lqu0r 山东警察学院 三等奖
208 KonJac_ 东莞理工学校 三等奖
209 学习一波 三等奖
210 a_you cdu 三等奖
211 一点点 中国矿业大学 三等奖
212 mrhong 国防科技大学 三等奖
213 daoskc 福州大学 三等奖
214 Surico 山东警察学院 三等奖
215 HWHXY 北京邮电大学 三等奖
216 小王同学 信息小学 三等奖
217 ch34t0r cdusec 三等奖
218 Sma11_Tim3 西华大学 三等奖
219 asp3n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三等奖
220 hell0w 晋中学院 三等奖
221 oops 宿州学院 三等奖
222 s1mba 西瓜小学 三等奖
223 GD-MX 普宁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224 asuram 山东警察学院 三等奖
225 cjsmdmxs 江西某学校 三等奖
226 whcat 山东警察学院 三等奖
227 October 西北民族大学 三等奖
228 晴晨L 山东科技大学 三等奖
229 AJDX3906 重庆邮电大学 三等奖
230 stick_man cauc 三等奖
231 lyd_js 新疆师范大学 三等奖



232 Cosmos 厦门理工学院 三等奖
233 Akiya 华南农业大学 三等奖
234 Pegase 山东警察学院 三等奖
235 lxw 重庆邮电大学 三等奖
236 arbitraty 山东警察学院 三等奖
237 yuanyuan 中国矿业大学 三等奖
238 J0K3R 山东科技大学 三等奖
239 液氮腾 闽江学院 三等奖
240 co-0 山东科技大学 三等奖
241 whj 江西 三等奖
242 blink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三等奖
243 南溟 厦门理工学院 三等奖
244 merling 合肥工业大学 三等奖
245 mingx1n 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三等奖
246 DD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三等奖
247 0xPoker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三等奖
248 peehscalb 电子科技大学 三等奖
249 我觉得你有点严格 CMCC 三等奖
250 我不是小威真的 皇家移通 三等奖
251 52cmx 北京科技大学 三等奖
252 麻辣烫老板 南京邮电大学 三等奖
253 spwpun SichuanUniversity 三等奖
254 shangfute 空军工程大学 三等奖
255 Mr_Zthan 山东警察学院 三等奖
256 Boi 重庆邮电大学 三等奖
257 bluebird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三等奖
258 LanceaKing 暨南大学珠海校区 三等奖
259 x565178035 扬州大学 三等奖
260 Srpopty 中国海洋大学 三等奖
261 writehawk 中北大学 三等奖
262 Mang0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三等奖
263 xcee 成都大学 三等奖
264 feicai 成都大学 三等奖
265 all_py 成都大学 三等奖
266 慕小白 三等奖
267 Nepire 厦门理工小学 三等奖
268 嵩山石 大庆师范学院 三等奖
269 ecooo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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