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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卫生健康行业网络安全技能大赛线上初赛

于 7 月 11 日结束，比赛成绩经过裁判组判定、组委会依据

大赛晋级规则审核后，最终确定 86 支队伍晋级决赛。为充分

调动各地区选手参赛积极性，本次比赛晋级决赛战队数扩大

到 86 支队伍，除比赛综合成绩排名的前 50 支赛队，根据各

省市报名情况，专门增加了 30 个决赛名额，另外为保证各省

均有一支赛队进入决赛，补录了 6 支战队。后附晋级名单。 

决赛定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 9:00-16:00 在青岛红岛国

际展览中心举行。决赛参赛须知明日发到参赛队邮箱，请各

晋级单位高度重视，做好决赛参赛工作。咨询电话：010-

65815977、84279277、68791356、68791355。 

 

 

中国医院协会信息专业委员会 

2021 年 7 月 15 日 

 



线上赛排名前 50 战队 

排名 队伍名称 所在单位 

1 null_sec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2 静医卫 上海市静安区卫生信息中心 

3 明德至善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4 师妇联盟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杭州市妇产科医院 

5 江苏省中医院 江苏省中医院 

6 协和安全前线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7 广东省中医院队 广东省中医院 

8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战队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9 北京电力医院 北京电力医院 

10 吉大三战队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11 潍坊市中医院 潍坊市中医院 

12 口算 MD5 战队 杭州市中医院、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13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14 大吉大利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15 Phoenix 聊城市人民医院 

16 南通紫琅 
南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南通市卫生信息中心、南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通市第一

人民医院、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南通市口腔医院 

17 医附之光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8 Sniper 战队 苏州市卫生计生统计信息中心 

19 榨菜肉丝汤 常熟市卫生信息中心、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 

20 杏林侍卫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21 小萝卜头 云南省肿瘤医院 

22 e5413 广东省人民医院 

23 科技大道 10087 号战队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24 天地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25 金陵凌凌漆 江苏省人民医院 

26 三个快枪手 江苏省人民医院 

27 菏泽市中医医院 菏泽市中医医院 

28 南通第一城 
南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市妇幼保健院、南通市第六人民医

院、江苏省南通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9 佛 e 卫 佛山市卫生健康局、佛山市中医院、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30 机器人战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31 东湖卫队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32 洲际弹弓 山西省汾阳医院 

33 ATIC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4 佳音云之队 新疆佳音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 九江卫健委红队 九江市卫健委、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36 华雅信安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37 金州勇士 安康市卫生健康信息中心 

38 杭医铠甲天线宝宝卫生警备队 杭州医学院 



39 PLUTO 陕西省人民医院 

40 梦之翼 福建省人民医院 

41 金医信息 金华市中心医院 

42 香山珠医 珠海市人民医院 

43 天外飞仙 济南市济阳区人民医院 

44 帝乡守护者 枣阳市卫生健康局、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枣阳市中医医院、枣阳市妇幼保健院 

45 博智 包头市第四医院 

46 重医一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7 神农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48 东风战队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 

49 不忘初心 巴彦淖尔市医院 

50 商洛市卫健委代表队 商洛市卫健委、商洛国际医学中心医院 

 

各赛区和各省入围 36 支战队 

序号 队伍名称 所在单位 

1 刀锋队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 无尽之盾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信息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3 锐驰战队 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4 草原飓风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 水晶头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6 友谊战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7 蚌医一附院队 蚌医一附院队 

8 浙二蓝盾卫士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9 黄橙子 赣州市人民医院 

10 鹏程 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济宁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 

11 金色盾牌 济南市人民医院 

12 骇人听闻的 honker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杭州市肿瘤医院 

13 济南市儿童医院 济南市儿童医院 

14 天上的风 烟台业达医院 

15 瑞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6 匿名战队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7 HooKA 潍坊市人民医院 

18 九天揽月 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上海市东方医院吉安医院 

19 呱呱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20 三菜一汤 柳州市工人医院 

21 郑州市中心医院 郑州市中心医院 

22 横空出世战队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23 湘雅战队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湖南中南大学湘雅口腔医院 

24 衡阳卫健精英队 衡阳市中心医院、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衡阳县中医医院、祁东县中医医院 

25 MyPwd1snu11 西安市中心医院 

26 西安卫健网安小分队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7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28 景洪市第一人民医院 景洪市第一人民医院 

29 内江联合战队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内江市中医医院、内江市第六人民医院 

30 黉门后街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31 南海雄鹰 海口市人民医院 

32 宁夏贺医小纵队 贺兰县人民医院 

33 医院护航者 盘州市人民医院 

34 承德市中医院 承德市中医院 

35 Limit 青海省人民医院 

36 龙卫御师 黑龙江省卫生信息学会、哈尔滨市儿童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哈尔滨医

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黑龙江省卫生信息技术服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