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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竞赛内容

竞赛内容紧密结合企业生产实际和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应用发展状况。重点考
察参赛选手规划、设计、部署工业互联网安全系统，监控、管理和保障工业互
联网网络、平台及数据安全能力理论和实操水平，并鼓励全国技术能手和技术
人才、专业企业、院校创新性解决工业互联网安全建设、安全检测、安全防护、
安全评估领域的关键问题。

职业技能赛项为人社部发布的国家一类职业技能大赛。重点考察参赛选手的理
论水平及实践能力，通过理论考试+场景实操实战的方式，按照得分高低确定
比赛成绩。



大赛进程-全国工业互联网安全大赛-职业技能赛项

官方预选赛 决赛

分区选拔赛

国有企业选拔
赛



竞赛内容-职业技能赛项

职业技能赛项分为选拔赛、预选赛和决赛三个阶段。
其中其中选拔和预选阶段按照组织方不同，分为分区选拔赛、国有企业选拔赛
和官方预选赛。选拔和预选阶段由理论考试和场景实操两部分组成，总成绩中
理论考试占20%,实际操作占80%。学生组、教师组和职工组分别排名。

总决赛采用虚实结合的工业互联网靶场演练模式，以现场得分学生组、教师组
和职工组分别排名。



预选
赛制



线上公开报名，每队参赛人数小

于等于3人

参赛形式

理论考试+场景实操

比赛形式

企业职工及在校学生

参赛受众

大赛组委会领导下，由大赛组委会

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拖

组织方式

理论题得分*0.2+场景实操提得分

*0.8（保留两位小数）

计分方式

比赛报名中填写的手机号可正常

使用

注意事项

官方预选赛



官方预选赛-理论考试

比赛时间：10月24日  9：00-17 ： 00

比赛方式：
以团队为单位参赛（单选、多选、判断），以团队为单位进行答题，并采取千队千卷原则。单题结
果提交后不可更改结果，理论题总时长90分钟，超过90分钟自动交卷，并由平台自动判分。

计分方式：
总共100题，满分500分。单选题40道，每题5分，多选题20道，每题10分，判断题40道，每题2.5分。
答对获得相应分数，答错不扣分。
队伍理论题得分=答题者积分/500*100% （保留小数点后2位）

注意事项：
考试开始后，中途出现断网、掉线、关闭页面、退出平台登陆等情况，比赛计时不中断，



理论考试部分
理论考试部分采用传统的单选、多选、判断的答题方式，主要考核参赛选手对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基础
知识的掌握，以及更深层技术能力的判定。

考点范围：
政策法规、安全防护、安全运维、移动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库安全、云安全、密码学、工业互联网、工
控安全。

包括但不限于：
信息搜集、社会工程、侦查取证、网站渗透、web应用攻击、操作系统攻击、权限提升、网站控制、数据
回传、内网信息搜集、内网穿透、终端渗透、终端控制、流量分析、数据解密、漏洞利用、逆向分析、缓
解机制绕过、痕迹清除、反检测、反溯源、安全加固、数据加密、情报分析、追踪溯源等技能和知识点。

官方预选赛-理论考试考点说明



比赛时间：
10月24日  9：00-17 ： 00

比赛方式：
以团队为单位的夺旗赛模式，赛题以互联网或工业互联网场景为环境，预设典型安全漏洞，并在环境内置一个
以“flag”开头的特殊字符串（通称“flag”）作为答案。在比赛时间内，所有战队成员都可以反复提交答案（flag
），只以第一次正确flag提交为正确解出题目。此后再重复提交不得分。

计分方式：
每道题根据题目都有500分的初始分值，根据正确解出题目的战队数量而动态衰减。赛题分值衰减会同步影响
所有已经解出题目的队伍得分。队伍场景实操得分=比赛积分/最高积分*100%（保留两位小数）

注意事项：
比赛期间请注意留意组委会裁判组电话（以官网或平台公告号码为准）。不接、漏接、或无法通话都将被视为
作弊。

官方预选赛-场景实操



以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场景为题目环境，考核选手在常见的安全领域知识和技能掌握程度，包含WEB（网
站安全）、PWN（破解）、REVERSE（逆向）、CRYPTO（密码学）、MISC（杂项）等五大类题目。考点
涉及人工智能AI、区块链、5G、密码破解、渗透测试、工控设备漏洞、工控设备协议分析、云安全、溯源
分析等多个领域应用。

官网资格赛-场景实操考点说明



官网资格赛-场景实操知识点示例
   

人工智能AI

智能AI训练
AI图像识别训练
AI自动漏洞挖掘

AI机器人自身所存在的漏洞
AI算法自身的漏洞分析利用
AI学习框架组件漏洞、引入第三方依赖库带来的漏
洞分析利用

区块链
web赛题

日食攻击（eclipse attack）利用
The DAO漏洞分析利用
Parity多重签名钱包合约漏洞分析利用
以太坊短地址漏洞分析利用
以太坊编程语言Solidity漏洞分析利用

密码学

5G 算法模型分析
仿5G协议应用程序分析



官网资格赛-场景实操知识点示例

密码破解

区块链
机械学习，人工AI的算法分析

5G算法模型分析

渗透测试
多以web形式，但场景需要设计与工业背景相契合；如：工业电厂场景，船舶场景，汽车工厂场景

内网渗透：WEB渗透测试、CMS系统、工控发布展示系统、数据库系统

工控设备漏
洞

PLC漏洞利用

摄像头漏洞利用

路由器漏洞利用

SCADA漏洞利用

工控设备协
议分析

新型智能汽车协议分析

路由器协议分析

数控机床协议分析

打印机协议分析

工控流量分析

工控编程

PLC组态

HMI组态

RTU组态

云安全

云数据泄露从而被恶意利用

免费的云服务使用以及通过支付工具进行欺诈性账户登录，获取系统权限

云计算服务部署的底层组件，未设计成为“多租户”架构或多客户应用程序提供强大的隔离性能，从而产生漏洞利
用



官网资格赛-烽火台

为保证比赛的公平性，CTF团队竞技平台采用烽火台反作弊系统，主要

作用是监控比赛过程中的异常行为，譬如ip频繁变化、答题时间异常、

Flag集中提交、相同Flag等信息，并向裁判和系统管理员发起警报，同

时记录异常日志，为参赛选手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比赛环境。

注意：
烽火台经过技术委员会审计，反作弊机制客
观有效。
自动判定的结果不再接受申诉。



样题
讲解



理论题



理论题样题

从网络安全的角度来看，保护工业控制系统的重要性体现在（ B  ）？

A. 工业控制系统与企业的生产效率及利润息息相关
B.一旦工业控制系统遭受网络攻击，其将失去核心数据来源和可以控制的对象，使整个工业互联网的其他
部分也失去了价值。
C.工业控制系统一旦受影响，保障生产安全的可靠性有可能大大下降，造成生产材料以及人员的损失。
D.工业控制系统与智能信息处理系统有机结合，将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控制整体成本，更好地
符合市场需求。



理论题样题

2. 在生产环境中进行安全监测的原因是（BCD ）？

A. 工业生产环境自动化背景下工人容易松懈
B. 工业生产环境中安全威胁不掌握
C. 工业生产中资产状况不清楚
D. 工业生产中生产故障难定位



理论题样题

3. 工业互联网中防护范围的控制安全包括控制协议安全、控制软件安全及控制功能安全。
（ √ ）



摄像头固件



camera

MISC  初级难度

分值：150

考点：JFFS2文件系统、挂载分区



分析步骤

1.  题目是一个摄像头的固件，要求得到管理员admin的密码。



分析步骤

2.  使用binwalk分析固件，发现是JFFS2文件系统。



分析步骤

3.  使用mtd-utils挂载jffs2文件

# 开启内核对jffs2的支持
modprobe jffs2
# 查看内核是否支持jffs2
cat /proc/filesystems
# 加载mtdram、mtdblock模块
modprobe mtdram total_size=50720
modprobe mtdblock
# 复制文件
dd if=camera.bin of=/dev/mtdblock0
# 创建挂载点
mkdir -p /mnt/mtd
# 挂载mtdblock0
mount -t jffs2 /dev/mtdblock0 /mnt/mtd



分析步骤

4. 进入目录找配置文件system.ini，里面就含有管理员admin的密码。



WEB



MarkNote

WEB 初级难度

分值：150

考点：markdown引用图片造成的任意文件读取



MarkNote



解题步骤

1.注册登录后，界面如下 2.点击edit按钮会显示markdown

语法

3.测试简单的文件包含，把图片地

址替换为flag.php

4.得到base64字符串 5.编写脚本解码



Step By Step

WEB 中级难度

分值：300

考点：PHPJiaMi、php随机数的安全分析、json_decode绕过



Step By Step

解题思路

第一步：下载源码文件，使用PHPJiaMi

解密

第二步：php随机数播种爆破

第三步：绕过json_decode和正则等，

读取flag文件。



解题步骤

第一步：查看robots.txt，获得zip包，解压拿到源码文件，使用PHPJiaMi解

密得到部分源码文件

第二步：根据源码，发现使用了php随机数函数，并且进行了随机数播种，

但是由于播种范围小，可以进行爆破得到private字符串，进而跳转到

admin.php

第三步：根据json_decode，绕过decode判断，拿到auth参数，进而去请求

file.php,根据源码，绕过正则，读取文件，payload如下：
file.php?id=php://filter/read=convert.base64-encode/resource=pe.jpg/resource=index.php

第四步：读取/etc/flag.txt



Hack the planet

WEB 高级难度

分值：500

考点：curl任意文件读取、SSRF、PHP反序列化、spl_autoload_register

业务中SSRF、反序列化漏洞的危害：



Hack the planet



curl任意文件读取

在题目中有一处可以提交url，尝试后发现

url结尾必须是jpg或者png，而且必须以

http://的形式开头。所以这样子不能直接

读源码文件。继续尝试后发现此处支持302

跳转，所以可以利用redirect.php的302跳

转来实现绕过过滤。

构造如下url即可读取/etc/passwd:

http://127.0.0.1/redirect.php?redirect=f

ile:///etc/passwd&a=1.jpg
同理，我们可以读到所有的源码。



SSRF

审计login.php，如果我们用之前的curl尝试去访问这个页面的话，我们当前的session会被设置

成管理员的session。但是需要注意的是curl的函数是不支持我们转发cookie的，因此我们没有

办法设置将我们现在的session设置成管理员的session的。但是我们又在curl函数中发现遗留下

的debug的代码，只要传递$debug=1即可运行到下面的分支：

因为如果不是用cookie访问login.php页面时，我们会在http返回头部中获取到对应于管理员

session的cookie。然后将我们当前的cookie设置成这个值即可获取管理员权限。

最终构造的url如下（注意POST的$debug的值改成1）：

http://127.0.0.1/redirect.php?redirect=http://127.0.0.1/index.php?act=login%26debug=1%26use

rname=xxxxxx%26password=xxxxxxx%26a=1.jpg



SSRF

最后我们可以从图片中得到我们想要的cookie



PHP反序列化

在common.php中找到一处很明显的PHP反序列化的漏洞，但是本题并没有提供可以用于构

造的对象，也就没有办法利用反序列化的漏洞进行对象注入



spl_autoload_register

但是同样我们可以再代码中发现没有带任何参数的spl_autoload_register函数，利用这个函数

我们可以再未事先引用相关的类库文件的时候直接去使用相关的类，而这个函数将会在系统的

include文件夹中为我们找打相应的类库文件并加载。而这个函数会默认加载的两种文件类型是

.ini 以及.php，也就是说，虽然.php在upload中被过滤，但我们仍然可以使用上传的.ini文件

进行任意代码执行。

我们先上传我们的类文件，此处，简单的写一个echo证明存在任意代码执行：

<?php

class A{

function __destruct(){

    system("echo hello xxxxx");

}

function test($class){

    echo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

}



spl_autoload_register

需要注意的是上传时要修改文件的内容类型为：

image/jpeg

接下来我们构造一个触发反序列化的序列化字符串，其中类名需要和

O:1:”A”:0:{}

将这个字符串作为piclist的cookie提交。并添加include path为/var/www/html/upload:



PWN



Car Search System

PWN  中级难度

分值：200

考点：格式化字符串读写



Car Search System



格式化字符串

利用思路：

printf 处格式化漏洞可泄露出 __libc_start_main+247 地址，得出 libc 基

地址，将 put.got 覆写为 system ，修改 v7 值，利用 read 函数读入 

"/bin/sh" ，调用 put 函数，触发 system('/bin/sh') 。



kdriver

PWN  高级难度

分值：500

考点：double fetch、unsafe mmap

业务中内核漏洞的危害：



kdriver

开启的保护机制
• KASLR(内核地址空间布局随机化)

• SMAP(管理模式访问保护)

• SMEP(管理模式执行保护)

本题是一个linux驱动，要利用系统调用open

、read、write、ioctl等来进行交互。

具体的，我们可以用ioctl让driver调用

kmalloc分配一个在内核地址空间中的

buffer，可以往里面进行读写操作，但长度有

限制，同时还可以调用mmap把这个buffer 

映射到用户地址空间，进行读写操作。



double fetch漏洞

在分配buffer的时候我们进行了size的检查，如果size符合要求就进行内存分

配，分配完以后把buffer的信息(size,是否可读，是否可写等)进行拷贝。

这些数据都是在用户定义的，内核获取用户数据的时候需要调用get_user或

copy_from_user等函数，而执行kmalloc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如果我们在第

一次获取size的时候传入一个合法的size,然后在内核执行kmalloc的时候利用

多线程把size给改成非法值，那么在内核再次调用copy_from_user的时候就

会把size赋值成一个非法值，那么我们就有了buffer的越界读写。



unsafe mmap漏洞

由于buffer的读写有了长度的限制，我们无法直接进行利用，我们需要借助

mmap来把这个buffer映射到用户地址空间中，由于size过大，我们可以直接

在读写很多kernel的结构体，如和每个进程相关的cred structure，我们在内

存中搜索当前进程的cred结构体，如果找到了就把它其中的uid,gid等修改成

0(root),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进程修改成root进程，在执行

system("/bin/sh")就拿到了root shell



Crypto



easy_RSA

Crypto 中级难度

分值：200

考点：RSA相关知识



解题思路



MISC



Normandie

MISC  高级难度

分值：500

考点：施耐德PLC以太网模块的固件分析



分析步骤

1.  题目时是一个施耐德 PLC 以太网模块的固件分析，这题组要分析固件中的后门账号。



分析步骤

2. 将拿到的固件使用 binwalk 命令进行分析，看到文件为 zlib 压缩：

3. 看到从0x385为zlib压缩内容，使用python进行解压拿到解密后的文件，使用binwalk

查看结果： binwalk  chall2



分析步骤

3. 从文件中查找有用的关键信息： 



分析步骤

4. 看到存在一可执行文件的信息：

5. 看到文件信息内容为：VxWroks , 维基百科介绍如下：



分析步骤

6. 使用 IDA6.8 载入尝试分析其内容，并将主机设置为PowerPC,其他设置均为默认：



分析步骤

7. 但符号和解析均有问题，所以需先确定其基地址。



分析步骤

8. 将基地址设置为 0x10000后，再重新加载固件，至此所有函数识别正常：



分析步骤

9. 通过字符串定位，找到后门函数位置：



分析步骤

10.  后门账号为：“N0tNsAb4ckD0or0r”，程序使用了哈希算法，其哈希值为：

“ybz99SbRd”，结合vxworks给出的源码，分析其函数内容：



分析步骤

11.  程序加密过程如下： 

1.  在第一个for循环中密码字符串逐字节与位置下标相乘再按位进行异或操作，然后将每

一个字符的运算结果累加起来算出passwdInt。

2.  passwdInt值与magic相乘再转化为String类型。

3.  字符串逐字符与’3’、’7’、’9’进行比较，加相应的值。



分析步骤

12. 编写程序获得其登陆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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