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大连分区赛参赛名单 

一、职工组参赛名单 

序号 队名 姓名 单位 

1 忍一手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博尔塔拉供电公司 

张苗苗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博尔塔拉供电公司 

吴承运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博尔塔拉供电公司 

程卫兵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博尔塔拉供电公司 

2 庞老师说的都对 

史睿 国网信息通信有限公司 

刘春晓 国网信息通信有限公司 

徐洁 国网信息通信有限公司 

王景初 国网信息通信有限公司 

3 不愧是正则表达式 

欧阳云帆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黄石供电公司 

邱阳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大冶市供电公司 

秦政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黄石供电公司 

陈冲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黄石供电公司 

4 H3ll0_W0rld 

吴赫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 

孙守道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王保力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马智学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5 信通 sec 

曹澍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王庆鹏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赵梅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李浩升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6 404nF 

刘斌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阿克苏供电公司 

叶尔达·叶尔

丁巴图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培训中心 

马鹏展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公司 

麦 麦 提 艾

力·赛麦提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喀什供电公司 

7 PentaKill 

宋为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任帅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陈剑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刘衍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8 网络安全不相信嘤嘤嘤 

翟曲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路志桐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李雪莹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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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队名 姓名 单位 

滕子贻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9 长安羽林 

周庆 国家电网公司西北分部 

高博 国家电网公司西北分部 

尚勇 国家电网公司西北分部 

李韵 国家电网公司西北分部 

10 喀什新征程 

孙蒙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喀什供电公司 

罗政邦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喀什供电公司 

阿卜杜热伊木

江·喀迪尔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喀什供电公司 

佐热姆·苏来

曼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喀什供电公司 

11 乌电网安 

赵乐乐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供电公司 

袁涛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供电公司 

张博文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供电公司 

节玉荷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供电公司 

12 立魔方 

赵军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 

董翰宁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 

宋歌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 

傅嘉辉 国网新源水电有限公司富春江水力发电厂 

13 疆电先锋 

杨慧婷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舒斐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白锡东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王斌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14 萌新火力起航对对对队 

乔玉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青岛市即墨区供电公司 

陈丹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菏泽供电公司 

李清源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日照供电公司 

李勋 山东鲁能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15 鲁大师队 

马怡璇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黄强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康婉晴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鲁学仲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16 放血小队 

周焕超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朱风竹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于佳宁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阜新供电公司 

王雨飞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丹东供电公司 

17 1nnoc3nt 
辛晓鹏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 

郝鹏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邢台市任泽区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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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队名 姓名 单位 

李宁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沧州供电公司 

张苗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石家庄供电公司 

18 菜鸟 1 号 

张迪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沈阳供电公司 

鄂雪娇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沈阳供电公司沈北分公

司 

吴天男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沈阳市辽中区供电公司 

臧倩婷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沈阳供电公司 

19 AQMX队 

吴晓冬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辽阳供电公司 

沈哲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梁宇彤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辽阳供电公司 

王祎萌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阜新供电公司 

20 乘风破浪 

刘全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虎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赵新建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吉志远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21 锟斤拷 

李显旭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 

庞进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 

张亚昊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 

尹红珊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 

22 张牙舞爪 

柏文言 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唐山供电公司 

才东阳 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唐山供电公司 

侯鑫垚 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唐山供电公司 

剧磊 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滦南县供电公司 

23 菜鸟陪练 

于灏晨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秦皇岛市抚宁区供电分公

司 

司冠林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 

聂鹏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三河市供电分公司 

孙跃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24 护网先锋 

赵丽娜 国网山东省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黄华 国网山东省电力有限公司 

管朔 国网山东省电力有限公司东营供电公司 

程兴防 国网山东省电力有限公司东阿县供电公司 

25 魔立方 

常轶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 

曹新立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 

张喜梅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 

董梦然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 

26 奎电先锋 王庚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奎屯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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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队名 姓名 单位 

师远渊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奎屯供电公司 

张涛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奎屯供电公司 

叶尔森·赛里

克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奎屯供电公司 

27 华能三队 

申大伟 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王兖 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刘煜 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众泰电厂 

王志翔 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28 华能二队 

段德军 天津华能杨柳青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弭相辰 天津华能杨柳青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邹礼祥 天津华能杨柳青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马跃 华能吉林发电有限公司 

29 red_blue 

贾雨果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张博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鞠飞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吴浩瀚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广安供电公司 

30 冀电先锋 

赵林丛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 

邵通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 

刘福盛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衡水分公司 

吴帅胜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 

31 SGTC求知队 

陈伟杰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技术学院分公司 

张绪霞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技术学院分公司 

张磊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技术学院分公司 

柳广鹏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技术学院分公司 

32 西往长安 

刘东昊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陈伟超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张超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王珂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33 webshell 

王海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张家口供电公司 

徐相森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毛智鹏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 

李硕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 

34 404 Not found 

姜雅文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大连供电公司 

刘雨佳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大连供电公司 

孙冠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大连供电公司 

吴双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大连供电公司 

35 玉林小酒馆 黄可欣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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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队名 姓名 单位 

张剑凯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刘萧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杨旭东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36 中国能建 2队 

席亚娟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路军芳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王武弟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高阳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37 风驰电挚 

何思淼 国网辽宁电力有限公司鞍山供电公司 

耿野 国网辽宁电力有限公司鞍山供电公司 

刘畅 国网辽宁电力有限公司鞍山供电公司 

戚英威 国网辽宁电力有限公司鞍山供电公司 

38 辽宁阜电网络安全战队 

郭荆明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阜新供电公司 

李杨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阜新供电公司 

许晋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阜新供电公司 

王文龙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阜新供电公司 

39 BJFH 

张宏亮 北京中电飞华通信有限公司 

周俊杰 北京中电飞华通信有限公司 

杨寒冰 北京中电飞华通信有限公司 

魏桂臣 北京中电飞华通信有限公司 

40 逃离小黑屋 

龚亚强 国网天津信通公司 

赵烁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王建宽 国网天津电力科学研究院 

马嘉麟 国网天津电力 

41 陇原尖兵 

项明明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兰州供电公司 

张蕾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白万荣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张阳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42 掰棒子 

李书圣 国网辽宁电力有限公司 

王云慧 国网辽宁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 

徐航 国网辽宁电力有限公司营口供电公司 

吕洋 国网辽宁电力有限公司大连供电公司 

43 supermarket 

马占祥 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张洪喜 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杨正午 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杜嘉祥 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44 提交的 flag 全对 
杨燕平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哈密供电公司 

李浩帆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哈密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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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队名 姓名 单位 

姬志凯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哈密供电公司 

温玉海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哈密供电公司 

45 电建威客 A队 

王世伦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建庆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宗荣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源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6 能源互联网 

袁学斌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张文倩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李宗容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景延嵘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二、学生组参赛名单 

序号 队名 姓名 单位 

1 CTF-穿堂风 

刘子轩 华北电力大学 

余杰 华北电力大学 

谢沅伯 华北电力大学 

叶海杰 华北电力大学 

2 Rush B 

姜鑫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赵茂桉 华北电力大学 

夏迪娅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陆红旭 华北电力大学 

3 我应该在车底 

张翼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赵宇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4 TTS 

单沁雪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陈毅博 华北电力大学 

王凌翔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年家呈 华北电力大学 

5 上电花花幼稚园 

李松霖 上海电力大学 

佘程鹏 上海电力大学 

杨振文 上海电力大学 

陈恒睿 上海电力大学 

6 zepc之队 
王涵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王晓燕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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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队名 姓名 单位 

李俊艳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袁帅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7 zepc小队 

李宙翔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赵其铖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任旭辉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侯隆超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8 天命 

王向明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余文凯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徐子涵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董浩宇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9 Ginkgo 

刘翰卓 防灾科技学院 

刘轩成 防灾科技学院 

魏江水 防灾科技学院 

汪贾林青 防灾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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