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合 天 智 汇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18 全国网络安全高级研修班

邀请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加快网信人才队伍建设，完善

网络空间安全人才教育培养机制，提高高校网络安全、信息安全专业教学水平，

针对渗透测试、CTF 竞赛等热点需求，特举办此次“2018 全国网络安全高级研修

班”。

一、会议组织

指导单位：山东计算机学会网络空间安全专委会

主办单位：湖南合天智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计算机学院

二、会议议程

1、渗透测试培训

2、CTF 竞赛培训

3、网安人才培养学术交流论坛

三、会议内容

渗透测试部分（理论+实操）：涵盖 Web 安全、渗透测试工具、渗透测试实

战、高级渗透测试等技能。

CTF 竞赛部分（理论+实操）：讲解 CTF 常规属性。从 Web、Reverse、PWN、

Crypto&Misc、Forensic 等多个方面着手，详细剖析 CTF 竞赛常见知识点与出题



方向，并结合大量真题进行现场讲解，通过 CTF 线下攻防赛活动，进一步加深对

CTF 的体验与理解。

学术交流部分：拟邀请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国防科技大学、广州大学、

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等业内专家教授，就网安人才培养、网安竞赛开展、实训、

就业等进行交流报告。

四、参会对象

诚挚邀请全国高校、职业院校计算机相关专业（信息安全、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网络安全、信息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等）学科带头人、专业骨

干教师、实验室人员参加。

五、参会收获

掌握渗透测试相关原理、工具和技能

掌握 CTF 竞赛相关类型和解题思路

获得培训证书

了解国家顶级院士团队，对网安人才培养、学科专业建设的最新思想，进行

学术交流。

六、会议安排

1、 报到时间：2018 年 7 月 22 日全天

2、 会议时间：2018 年 7 月 23 日-27 日

3、 报到地点：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4、 会议地点：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5、 会议规模：50 人

6、 报名安排：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18 年 7 月 2 日



报名邮箱：BD@heetian.com

电话咨询：4006 123 731

7、 会务费：3000 元/人（含培训资料，参会人员路费和食宿费用自理，

老师需自带电脑）

8、 付款方式：

 提前汇款：请务必在备注栏里注明“学校名+参会者姓名”

公司名称：湖南合天智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户行名称：中国银行湖南湘江新区分行

开户行账号：6041 6220 4268

 现场缴费：现金或刷卡（银行卡、公务卡均可）

9、 培训证书：

颁发高级网络安全讲师培训证书

湖南合天智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盖章）

2018 年 5 月



附件 1：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院系

发票抬头 纳税识别号

快递地址

参会人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电话 E-mail

入住/退房

时间

房型要

求

备 注

请于 2018 年 7 月 2 日前将参会回执通过电子邮件反馈至邮箱：BD@heetian.com



附件 2：具体课程内容

日程 课程 具体内容

第一天

渗透测试知识体系

概述

web 安全

中间件安全

操作系统安全

数据库安全

信息收集

社会工程学

DNS 信息收集

利用 Kali 工具进行信息收集

Whois 网络注册信息探测

扫描工具使用

漏洞扫描之 Nessus 利用

Nmap 网络扫描

Jsky 网站扫描

AppScan 漏洞扫描

Wscan 漏洞扫描

WebCruiser 漏洞扫描

python 打造自己的 ftp 扫描器

第二天 Web 网站渗透

SQL 注入

XSS

CSRF

Web 服务器漏洞攻击利用

Sqlmap 教程

Burpsuite 实战

OWASP TOP 10

渗透实战漏洞利用



日程 课程 具体内容

渗透综合场景演练

主机渗透

脏牛权限提升漏洞

Tomcat 本地权限提升漏洞

Metasploit 攻击 linux 实例

Metasploit 攻击 win7 实例

Metasploit 攻击 winXP 实例

Metasploit 攻击 win8 实例

Metasploit 后门攻击 Android 实例

Metasploit 攻击 win2003 实例

第三天

黑客攻防之木马揭秘

TCP-Socket 编程

木马隐藏编程-注册表和木马

木马隐藏编程-木马和服务

木马隐藏编程-服务加载型木马实现及防御

木马隐藏编程-DLL 编程

木马控制技术-管道技术

木马控制技术-钩子技术

木马程序常用功能综合剖析

CTF PWN 系列分析

CTF-PWN 练习

CTF-PWN 练习之精确覆盖变量数据

CTF-PWN 练习之环境变量继承

CTF-PWN 练习之函数指针改写

CTF-PWN 练习之返回地址覆盖

CTF-PWN 练习之执行 Shellcode

CTF-PWN 练习之绕过返回地址限制

CTF-PWN 练习之通用跳转技术



日程 课程 具体内容

第四天

CTF Reverse 系列分析

CTF-REVERSE 练习之逆向初探

CTF-REVERSE 练习之 API 定位

CTF-REVERSE 练习之 API 断点

CTF-REVERSE 练习之算法分析 1

CTF-REVERSE 练习之算法分析 2

CTF-REVERSE 练习之脱壳分析

CTF-REVERSE 练习之信息提取

CTF-REVERSE 练习之病毒分析

CTF-REVERSE 练习之.NET 逆向

CTF STEG 系列分析

CTF-Stegano 练习之隐写入门 1

CTF-Stegano 练习之隐写入门 2

CTF-Stegano 练习之隐写-图片

CTF-Stegano 练习之隐写-MP3

CTF-Stegano 练习之隐写-流量分析

CTF-Stegano 练习之隐写-真题分析

CTF Crypto&Misc 系列

分析

CTFCrypto 练习之替换密码

CTFCrypto 练习之 CRC32 应用

CTFCrypto 练习之分组密码

CTFCrypto 练习之中间相遇攻击

CTFCrypto 练习之 RSA 算法

CTFCrypto 练习之中间人攻击

CTF-Misc 练习 1

CTF-MISC 编码转换

CTF-Crypto&MISC 真题分析

第五天 网安人才培养学术交 网络空间安全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之我见



日程 课程 具体内容

流论坛 面向能力培养的场景型互动的网安学习和

测试

从网安竞赛到网安教育——泛 CTF 思路探

讨

网络安全竞赛体验

学术交流讨论


	一、会议组织
	二、会议议程
	三、会议内容
	四、参会对象
	五、参会收获
	六、会议安排
	附件1：参会回执
	附件2：具体课程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