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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绿盟简介 

1.1 绿盟概况 

绿盟官方网站 

http://www.nsfocus.net/ 

 

绿盟科技是国内最早从事网络安全业务的企业之一，成立于 2000 年 4 月，现有员工 550 余人，总部位于北京。

绿盟科技在全国设有 30 多个分支机构，为客户提供及时、有效的本地化服务。 

基于多年的持续研究，绿盟科技协助 Microsoft、Sun、Cisco 等公司解决了 30 个以上的系统安全漏洞问题，

共同保护用户的利益不被安全隐患所侵害。绿盟科技建立并维护的全球最大的中文漏洞库已经成为业界广泛参考

的标准。同时，在入侵防范技术、异常流量分析、检测与清洗、操作系统与应用安全、安全漏洞发掘技术、安全

产品缺陷与检测、蠕虫及病毒原理与防范等领域，绿盟科技进行了深入的基础性研究。  

绿盟科技的安全产品包括：冰之眼安全网关、网络入侵检测/保护系统、安全审计系统和内容安全网关、极光远程

安全评估系统、黑洞抗拒绝服务攻击系统及异常流量监测系统、矩阵内网安全管理系统，并逐步形成了电信运营

商、金融、政府、能源和互联网等行业安全解决方案。 

绿盟科技在国内率先开展专业安全服务业务，建立了完善的专业安全服务体系(NSPS)，具备国内最高级安全

服务资质，连续多年被评为“值得信赖的安全服务品牌”。  

 “专攻术业，成就所托”。绿盟科技一直以“巨人背后的专家”为己任，致力于网络安全事业，经过几年的快速

发展，已成长为面向国际市场的企业级网络安全解决方案供应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绿盟的概况，你可以访问绿盟官方网站：http://www.pwc.com 

 

第二章、绿盟笔试资料 

2.1  刚刚做完的前端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0074-1-1.html 

  

考察很基础的网络知识，很细，编码有二分法，数据库增删改查，osi 七层模型，感觉自己知之甚少，还要好好学

习啊 

  

2.2 绿盟科技校招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7927-1-1.html 

 

一、选择题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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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下哪些协议不是应用层通信协议? 

  A、HTTP、TELNET B、FTP、SMTP C、SNMP、NBNS D、ICMP、ARP 

  2、Ping 命令是使用以下哪个协议实现的() 

  A、UDP B、ARP C、IGMP D、ICMP E、SMTP 

  ICMP(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网际控制报文协议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分组网间探测 Ping，用来测

试两个主机之间的连通性。Ping 使用了 ICMP 回送请求与回送回答报文，Ping 是应用层直接使用网络层 ICMP 的

一个例子，它没有通过运输层的 TCP 或 UDP。 

  3、以下哪个协议通常用来收取邮件(C) 

  A、SMTP B、MAIL C、POP3 D、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属于应用层) E、ICMP 

  SMTP(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简单邮件发送协议 

  POP3(Post Office Protocol)邮局协议 SMTP 和 POP3 都属于应用层协议 

  一个电子邮件系统具有三个主要组成构件，就是用户代理、邮件服务器以及邮件发送协议(SMTP)和邮件读取

协议(POP3) 

  不要把 SMTP 和 POP3 协议弄混。发件人的用户代理向发送方邮件服务器发送邮件，以及发送方邮件服务器

向接收方邮件服务器发送邮件，都是使用 SMTP 协议。而 POP3 协议则是用户代理从接受方邮件服务器上读取邮

件的时候所使用的协议。 

  4、CSMA/CD 发生在 OSI 模型中的哪一层(B) 

  A、物理层 B、数据链路层 C、网络层 D、传输层 E、会话层 

  二、解答题  

  1、介绍你了解的自动化测试软件，特点 

  2、介绍你熟悉的性能测试工具。 

  3、自动化脚本的开发模式，什么是关键字驱动测试，用关键字驱动无法解决的问题有哪些?你认为哪种模式

好，为什么 

  4、描述未来测试技术发展的趋势，以及测试技术上需要攻克的难题有哪些? 

  5、说出三种你熟悉的信息安全产品名称以及特点。 

  6、三本学习过的关于信息安全的书籍，书名以及作者出版社。 

2.3 绿盟科技 2013 校招笔经【转贴】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15273-1-1.html 

 

绿盟公司的布局是很有特点的，以草绿色为主，鲜艳但不刺眼，反而很暖的感觉。先是笔试，绿盟的笔试是非常

有名的，经常给你出 20 页的笔试题，涵盖了各个方面，安全，测试，编程，他们的理念是不希望你这个人什么

都会，想通过这个全面的笔试，来考察你在哪方面有潜力，比较擅长。不过似乎我今天很幸运，只有 7 页的题，

刚开始是一些网络安全的概念，包括什么叫 DDOS 攻击，SYN FLOOD 等等，然后是编程的能力，linux,数据库,c

语言，我对 linux 还了解一些，会多少都答上了，接下来是测试的题目，如果没有过测试的经验，你可能无从下手，

或者说达不到点子上，所以我现在这家信息安全的公司，给了我这样的经验，是我很自信的答完这个部分，最后

是安全标准，ISO9000,BS7799 这些你不了解是不对的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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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绿盟笔试资料 

 

2.1.1 绿盟笔试试题分享 

素质测试  

a)作为一名技术，在接到客户电话时首先要做什么？该用什么样的典范语言？  

b)作为一名技术，出差时你认为必须要带的东西有哪些？（至少三样，笔记本除外）  

c)两道算术题，一题是 6 个带小数的数字相加之和，有选择项。另一题要详细讲一下，因为我到现在都还没

搞清楚。  

d)题目的内容是：迈克和托德的薪水相差 $21 。迈克的薪水比托德多 $20 。迈克的薪水是多少？托德的薪

水是多少？（起初我以为题目出错了，回来后查了一下，网上居然有，是微软公司 IT 技术专家碰到的一次面试题。  

职业目标  

a)英文描述为什么选择中联绿盟？你的短期和长期的职业目标是什么？你想要有什么的成就？  

b)情景题：假如你在电梯里遇到绿盟的 HR，你如何在 30 秒内给 HR 留下深刻印象？  

（虽然考试试题绝大部分是一些基础试题，但是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没有深厚的功底，是答不好的）  

专业题  

第一题：描述 tcp 的三次握手，写出 syn ack 的关系。  

 第二题：描述 tcp/udp 的区别及优劣。描述 p2p 机制，及其发展前景。  

第三题：排序，用冒泡法或快速排序法，并分析时间/空间复杂度。  

第四题：树的深度优先遍历。  

第五题：有三顶红帽子两顶白帽子,有三个人带其中的三顶,每个人只能看到其它人的帽子,A 说:我不知道我自

己是什么颜色,B 想了想也说: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颜色,C 说我知道我是什么颜色了。  

第六题：主观题，说一下最近一年读的书，和你的收获。  

第七题：你曾经做过的项目，包括业余自己做的，分析收获。  

 第八题：你对绿盟的认识。  

第九题：比较难，描述：一个绘图程序要完成显示、打印功能，同时图形形状多种（比如三角形、圆),要求用

UML 或 C++来描述对象，并写出操作方法。 

 

2.5 绿盟笔试的经历 

被绿盟鄙视是肯定的了，卷子答的太差，考完了，心中只有四个字“学艺不精”啊！  

12点开始，2点结束，卷子题量很大，好像一共27、8页吧。  

一．考一些安全相关的题目，名词解释能想起来的有：IDS/IPS，安全管理，DDoS。  

二．考Windows 安全知识：有一问是某个默认用户是哪个组的；还有一个是问有NT日志有哪几种。  

三．Linux Shell，这部分题目考的很细，郁闷。  

四．网络配置的题目，cisco之类，全都不会。  

五．C++题目，这部分题目倒是不难。  

六．你对安全产品以及绿盟公司的了解。  

七．类似于公务员考试的几道题目。  

感觉题量大，而且很多问题都比较细，如果平时不常用的话，想短期准备一下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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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绿盟面试资料 

3.1 绿盟科技面试记录心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14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1136-1-1.html  

 

 

1、TFTP ？ 是否提供文件传输服务？ 

2、IP 报头中的 TTL 最大可能值？ 

3、二层交换机不同 VLAN 间通信是否需要通过路由器？ 

4、AAA？ 

5、nmap 可以进行哪些动作？ 

6、admin $ 对应的目录是？ 

7、哪些是 web 服务器？ Apache、 IIS、 Tomcat、 Httpd 

8、Oracle 中 SQL，删除一个表，不保留表结构的命令？ 

9、DDOS 是否了解？ 

10、如何配置交换机使不同 VLAN 间进行通信？ 

11、为什么想加入绿盟科技？ 

 

 

3.2 产品助理工程师（实习）面试经验 - 绿盟科技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14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1135-1-1.html  

 

 

这个实习生招聘在绿盟的官网上有安排，最初是在官网上看到，后来辅导员也发了一次。 

面试在投递简历通过筛选之后通过电话进行的 

因为是实习生，所以主要以技术面试为主，除了技术之外就看你简历上写的项目来问（不同人问的不一样，主要

看你怎么写了） 

最终聊得很开，他还给我介绍了一下工作的内容以及能获得的技能。实习生是 80 一天，我觉得这样的工资能保

障吃住差不多了。毕竟是实习嘛，企业培养你也要成本的 

 

面试过程中主要考察网络技术方面的问题，首先由基本的网络技术入手（如 TCP 握手连接什么的）接着由浅入深

问到路由协议/主机/安全（毕竟人家就是做安全的），以及根据你简历上的内容来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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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绿盟科技 - 大客户经理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14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1132-1-1.html  

 

 

我面的是大客户经理，营销岗。 

首先是在线测评。 

2 天后，HR 给我打电话，问了我基本信息，还问了我在实践经历、为什么能胜任这个岗位之类的。 

4 天后收到邮件，通知我第二天一面，技术主管面试，形式为视频面试。面试时间比约定时间晚了约 10 分钟。面

试官是一位很和善的姐姐，让我做了自我介绍后，针对我简历上的内容做了详细提问。并对我做过的一个商业模

拟运营大赛进行了详细了解（10min），问了我们团队怎么做的，我在其中做了什么；我的团队中我最钦佩谁，

为什么；我在这次大赛中有什么收获等等。总面试时间为 40min。 

第二天我收到了终面通知，形式依然为视频面试。面试时间为下午，可能是 boss 比较忙，我等了比较久的时间。

当面试开始时我的心态受到长时间等待的影响，有些浮躁，面试效果不佳。 

等待 ing 

 

技术主管：你最成功的经历；你的团队经历，在团队中你最钦佩的一个人；你从某种经历中学到了什么 

boss 面：哲学问题，哲学问题，哲学问题。。。。 

 

 

3.4 绿盟科技 C/C++开发工程师面试过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14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1129-1-1.html  

 

哈尔滨的校招。 

 

哈尔滨的校招，九月底给的第一批名额给发了 offer。一轮老师给我面试感受是主要问项目，从我的项目入手，问

了几个爬虫相关经典的问题，大规模数据去重，以及 url 不变内容变了的爬取策略；还有 tcpip 的握手和挥手，我

尽量说到详细了；网络编程的过程，从 create 到 accept，create 到 connect，这个简单说了下；之后是我项目上

的另外一个东西，docker，说了下原理和机制，其实我也不是很熟悉，这是后来加的一个项目。总结，本人基本

上都是说的项目相关，算法其实我也准备了很长时间，刷了几百道题，但是没用上算我运气好呢还是运气差呢？

不管了，反正我觉得我运气算很好的了。 

二面的主管一直说要让我加入他们的部门，主管说他们也在做爬虫，和 docker 这个新技术，我也是很兴奋，真的

觉得绿盟很适合我，之后就是回去等了一个礼拜的 vp 面。 

最后也是咨询了一些基本的情况，工作地点意向，薪资啥的，绿盟这点还是很人性化的，vp 姐姐也是很好的人，

说话也很温柔。对绿盟整体的氛围我非常喜欢。很可惜没能加入绿盟，但是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能有机会和绿

盟携手走一段路，但目前要先把自己变得更好，无论在哪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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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绿盟科技系统工程师实习生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14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1128-1-1.html  

 

我面试西安研发中心的系统工程师实习生。 

 

我面试西安研发中心的系统工程师实习生，由北京直面，总共两轮面试，第一轮视频面试，有两位面试官，第二

轮电话面试，是部门经理。总的来说，绿盟考察的是在校期间的学习能力，合作意识，要求知识面要广。 

第一面除了 Linux 基础，网络基础，等问题外，有意识的提到了自己对于小型局域网的防 ddos，arp 攻击等心得。

因为实验室有经历过这些。聊的十分愉快，聊完就知道肯定过了，因为过程很舒服。 

第二面，经理人很好，很开朗，也跟她分享了很多自己学习生活中能证明能力的事迹。聊了规划和日后打算，也

非常舒服的就通过了二面。绿盟效率很高，面试+offer 总共不到一周，很向往安全领域，但是很可惜，有原因必

须去北京。 

3.6 销售代表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1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7932-1-1.html 

 

面试时间：2015-10-22 

下午面的试。只有两人，在南昌他们公司里面，人不多。我们俩一起面试的。首先自我介绍，是俩人互相向对方

介绍自己，然后面试官旁边看，之后有即兴演讲，还有一些问题，比如销售的本质什么的，主要是想看你适不适

合销售，是哪种类型的销售人才。还有一个模拟拜访，拜访陌生领导。  

3.7【29 号绿盟 2 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6 月 2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6389-1-1.html 

 

发面经攒 RP 

我是昨天下午一点面的，本来时间是 13:30，面试官吃完饭就提前开始了，一点左右。二对一 

首先是两到三分钟的自我介绍（PS：自己一般也就一分钟多点就讲完了） 

接着就问了一些家庭状况，父母是做什么的，兄弟姐妹几个，都做什么工作的 

完了开始问简历上的东西，实习的经历，实验室的项目，还有问道毕设的问题 

在接下来就是聊天了，问了问本科的情况，高考专业是不是第一志愿，为什么考研，为啥考北邮 

又问了一个路由协议，OSPF 的（冷不丁的被问到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后来又聊了一下关于自己最近都接触到哪些公司，投递的是那些职位，问是愿意做网络还是做核心网方面的（PS：

实习的时候是做的核心网方面） 

还为了自己对网络和技术的看法 

后来就说到重点了，说愿不愿意两三年之后去别的城市，LZ 就说可以考虑天津和济南，然后他们说那好，本来这

次找人就是主要考虑为以后济南地区培养人才的（PS：现济南已经有二十多人了），大概就是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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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就问 LZ 有没有问题，然后 LZ 就问了可不可以在公司内部轮岗？面试官回答能的，大概会有三个方面的职

位互换，每个职位轮岗大半年，说是把你培养成小牛（PS：看来其目的还是挺明显的），个人觉得绿盟对新员工

的培训计划还是挺好的，临走的时候 LZ 表达了一下对他们公司培养计划的赞同。 

大概记得的就是这么多了，走的时候面试官还亲自给开门，比较尴尬，说让自己对比一下自己手里的 offer，到时

候一周内给消息！ 

PS：LZ 是一个 offer 都木有啊 ，无从对比啊，发面经攒 RP，也祝大家 offer 多多！ 

3.8 销售代表岗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2458-1-1.html  

 

先是笔试，有难度。有些题目都看不懂。但是普遍分都很低，所以也拉不开什么差距。接着是面试，销售就简单

问了下技术行不行，然后就是个人介绍以及一些问题。后来到另一个销售领导那，又是自我介绍和经历询问，问

我是否接受外调吗？（其实也许不会，只是看你愿不愿意）。最后就过关了。感觉自己有一些销售的特质就可以。 

【转】 

3.9 Web 开发工程师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2457-1-1.html  

 

先笔试，笔试里有关于 javascrip 和 jquery 的多一些，一面遇到一位年轻的搞技术的帅哥，主要围绕简历上的项

目进行提问，问一些动态界面方面的知识，比如 jquery，javascript 还有 python。 

二面主要问一些意向方面，然后问一些你会什么编程语言，做过什么项目，如果他感觉满意会问你一些工作地意

向，然后给他提问题。 

三面主要是问一些个人情况问题，问我有没有女朋友，同样问到会一些什么编程语言，谈一下薪资。 

如果遇到不会的问题，不要急，会一点点就说一点点，或者说一些理解，我一面时也有一些问题答不上来，但是

要体现出来自信。 

【转】 

 

3.10 技术支持工程师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2456-1-1.html  

 

先是提前一天加面试官的 QQ，第二天下午两点面的~先让自我介绍,然后问了能不能接受去成都上班,又问了英语

水平以及认为自己的优缺点是什么。随后就说那就来一段英文自我介绍吧。最后聊了聊简历上的经历，答不上来

她也会很自然的帮你解围补充。这样大概面了 20 分钟，最后 10 分钟 HR 详细介绍了一下技术支持这个岗具体是

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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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软件测试工程师-实习生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2455-1-1.html  

 

实习生招聘 ，貌似只要参加笔试的都会去面试。我被安排到下午两点。进去后两个女面试官，主要问的都是技术

问题，先根据简历上问问题，然后会问数据库，他们对数据库很重视，还有 LINUX.再问了一些测试有关的问题，

问题挺多。 

 

3.12 C/C++软件工程师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2453-1-1.html  

 

语音面试，由于做安全的，首先问了一些 C++的基础问题，然后问了有关信息安全的问题。 

 

3.13 安全工程师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2451-1-1.html  

 

在绿盟的春季招聘，我投的是安全工程师。  

先去的是笔试，感觉还行，有一些安全的，有一些网络的，还有 linux 操作系统的问题  

过了几天后收到了面试的通知，去广州分公司面试  

问了大学时做的项目和一些网络方面的知识，愉快的结束  

再过了两天就收到了终面的通知，QQ 视频面  

是北京的总裁面试，问的项目和爱好，个人对公司想法方面的东西  

再过了一天就收到了 offer 了，整个过程都挺顺利的。 

 

 

3.14 绿盟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2448-1-1.html  

 

笔试基本都是专业题，面广，什么网络啦安全啦数据库啦都有覆盖到，这个就淘汰了一大部分人。一面会以聊天

方式进行，聊天过程中面试官会通过他各种各样的问题判断这个人适不适合这个岗位，非常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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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是视频面试，问了一些针对于简历和个人的问题，如可能会调剂啊为什么选绿盟等。 

 

 

 

3.15 绿盟科技 2013 产品测试工程师笔经+面经【转贴】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15274-1-1.html 

 

说好如果拿到 offer 就会来写些东西分享，希望对下一届的学弟学妹们有所帮助，现在过来兑现。 

 

 

职位：产品测试工程师（北京） 

笔试面试地点：成都 

 

 

 

先来说说笔经。 

 

笔试题发下来就是一本小册子，十来页，题量不算多，但也不少。笔试时间两小时。 

首先是选择题，一共有几道记不清了，考察的内容主要是计算机网络、数据结构、C 语言、Linux。其中关于计算

机网络部分是重点，题目数量占了很大的比重。 

然后是大题，第一道是有关 Linux 的文件操作，要求写出题目所表述的操作的执行命令。 

第二道是数据库考察，给出三个表及其结构，根据题目要求写出查询语句。 

第三道问动态路由与静态路由相关的问题。 

第四道是针对很多专有名词进行解释，主要是网络攻防方面的名词。比如 DDOS（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第五道问 Linux 下与 Windows 操作系统之间进行通信的问题。 

第六道，题目给出一个软件，并对软件进行了描述和功能划分，要求编写相应的功能测试用例。 

第七道和第八道都是编程题，语言任选。 

 

总结：绿盟很注重网络知识和 Linux 知识，在笔试题中考察的非常多，知识面比较广，但难度并不深。测试职位

对于编程的能力要求不高，只要基础知识比较牢靠的话，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一面&二面 

 

面试地点在绿盟成都研发中心，一面技术面，二对一。 

签到的时候看了下签到表，发现笔试刷人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面试顺序应该是按照成绩来安排，所以如果笔试

准备的很充分的话，你的面试相对来说也会很有优势。 

不要觉得笔试很没意思，它能直观的告诉公司你是否具备有公司想要你具备的那些能力，而且在一面的时候，两

位面试官也会针对你考卷和失分状况提出一些问题。 

面试的问题主要是针对简历进行提问，你的简历是很重要的东西，你会什么、你的优势、你希望公司关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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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该在简历上得到展现，另外，多注意公司的职位要求，简历不需要很长，可能你会很多东西，但是你没必要

都写进去，很多对于这个职位不关注或者说不需要的部分就不要写，而对于那些在职位要求上写着“具备 XXXX 优

先”的条件，如果你有，就一定要在简历上展现。 

 

 

二面是和一面在同一天进行的，问的问题和一面差不多，但是更深入，比如说我，因为我之前实习的公司有进行

过 OCP 培训，所以二面的时候被问到数据库调优的问题，我做了简单的阐述和说明。面试官还是比较满意的。另

外的问题就是一些非技术问题，比如家庭方面和同学方面等等。 

对于技术问题做阐述的时候，一定要条例清晰，表达连贯，说的时候，自己心里要有谱。如果是你自己都觉得没

底的技能，被问到了绝对答不上来，面试的时候就不要把话题往你不熟的方面涉及，然后尽量去展示你自己的优

点和特长。人不是万能的，谁都有缺点，但也谁都有优点。 

 

总之，简历需要展现你的优势，但是这个东西不能乱写，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觉得是你的劣势的地方你可以

不写，但是没有的绝对不能乱写。面试的过程中也是。对于面试官来说，他们肯定会问你很多问题，有些你答不

上来，甚至你听都没听过，你可以说不知道，但是绝对不能瞎讲。个人认为诚信是很重要的品质，特别是对一个

技术人员来说，解决所有的问题都是要实事求是的 

 

三面 

 

三面距离一二面隔了很长时间，大约有一周，因为是 VP 面，所以需要等待面试官安排行程。 

三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也学到了相当多的东西，最特别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有自信。 

因为之前被等待折磨了很久，对自己甚至产生了很多怀疑，更多的是不安这种负面情绪，其实这些都是没必要的，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等着就好，不用这样每天都惶惶不可终日。 

面试官有些严肃，气场很强，我那天的状态不算好，进去之后也很紧张。 

最开始当然还是自我介绍，之后全部是非技术问题，但是依然问的很细致，也问到了一些我觉得是我的弱点的问

题，我就老老实实的回答，但是觉得这些问题对自己很不利，当时心里压力也很大。但是其实没什么的，面试官

不是为了要怎么样，他只是需要对这些情况做一个了解，你只要一五一十的说出来就好。 

 

 

面完之后觉得很挫，觉得肯定死定了，觉得肯定已经完全不在别人的考虑之列了。但是当时下楼的时候居然很淡

定。 

当天晚上收到另一家公司的笔试通过邀请一面的通知，然后就抱着“反正绿盟已经没戏所以要好好准备”的心情去

认真准备了。 

接下来的面试都很顺利，因为有了绿盟的经验，觉得自己至少是达到了最佳状态的，并且把该展现的都一一展现

了，很顺利的拿到了 offer。 

 

 

结果一周半之后接到绿盟的电话，但是那时候都已经签了别人，并且三方也已经寄出……想到已经承诺别人在先

不好毁约，所以只好拒掉了。 

个人还是非常欣赏和喜欢绿盟的，也一直都期待能够加入，但是，但是阴差阳错吧，不能一起共事的确遗憾，特

来分享下个人经验，并祝愿有更多优秀的人能够加入绿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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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应各位需要，发绿盟科技面试经，今天的面试  

 

我应聘的是 Win c/c++,昨天笔试的时候同意转 测试方向 

    早上 9 点前赶到小洪山的帅府饭店，开始人不多，只有几个人，因为 8：30 才开始的面试，我先在 HR 那签到，

然后等叫我进去面试.期间我一直和附近的学生聊天，发现他们全都是硕士，包括后来来面试的也都是硕士，有武

大硕士、华科硕士、华师硕士、理工大硕士等等，只有我一个小本，不知道是不是我笔试成绩好还是什么，但我

没感觉笔试好...... 

    大概 11 点多我才进去面试。我轻声问 HR 坐哪？她指给我看，然后面试官也指了一个座位给我。我先主动递

交简历给他们，因为笔试的时候我没交简历。中间那个面试官发问，让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下，我.......介绍完了,开

始针对我的简历，和我自己介绍的提问：1.做过什 

么项目......2.问我简历提到的作业调度算法相关的........3。问 Linux 的调度算法是什么？ 

Windows 的调度算法是什么？4.了解那些技术，怎么学习 windows 的？.......5.遇到过那些 

困难........等等，基本上是基于你的简历或者你自己提到的技术发问。一面有 4 个面试官，那 

些已经面试的告诉只有其中 1 个或者 2 个发问，但是我被 3 个发问了，其中右边那个面试官问了一个难点的问题，

我可能没理解他的意思或者没答好，中间那个面试官帮我解围，跟那个面试官说，他（指我了）可能没考虑到这

个问题。最后问我有什么问题，我沉思几秒说没有，于是让我去外面等消息.(PS:因为今天一面、二面一起进行，

如果在外面等的时候 HR 告诉你回去等消息，那==你二面没机会了，因为二面差不多属于终面了) 

     在外面等的时候，HR 跟我说，根据我的意愿，和对我的考虑，想把我转到测试，我说 

我考虑几分钟，后来又问，我回答可以。 十几分钟后，我进去二面了，面试官是一个微胖，但人很和善的一位，

据说是 X 总。他让我坐在桌子对面，说稍微等一分钟，今天面试的人比较多，我说：OK，那天我笔试的时候看

到人是挺多的。开始面试让我自我介绍.......于是就开始扯家常了........基本上没问技术问题，因为这可能是终面.我

聊到我的家庭怎么样，他问我为什么不读研，我说从以前到现在，我的态度都没有改变，不打算考研，也解释了

其他的，又问我如果我的经济条件允许，我是否读研，我说不会，也笑着说，除非让我读哈佛大学，然后他说是

不是武汉的高校我都不会去，问我人生规划？问为什么把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作为人生规划的首要目标，于是又扯

我的家庭去了,还问我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等问题怎么处理的（因为他知道我的状况），我也一一跟他聊了，整个

过程下来，和面试官互动的挺好的，都会有说有笑，开开玩笑，他对我某些方面也表示了认可，说我已经有打算

了,我给他留下的印象差不多是孝道，做事有计划等等,最后问我有什么问题，因为我想表现出我对安全方面的了解，

于是说不知道您是否有时间，我想聊下 QQ 和 360 的安全隐私方面的，他笑着说，没时间,然后说等候消息。于是

起身，伸手和我握手，把我送到门口了.就这样结束了绿盟绿盟的一面和二面,等最后 OFFER 的消息了.. 

 

3.17 我的第一次面试——绿盟科技 

面试我的是一位３０左右的大哥，我笔试的时候也看过他，当时就感觉应该是对技术比较了解的人吧．人很

客气，我进来就是说让我等了很久很抱歉．然后开始面试了．首先问我对最近的安全事件了解不？我说今天看到

个ＩＥ７．０的漏洞，然后他想要我具体说明一下，唉，第一个问题我就卡了，说因为是今天刚看到的，没具体

的注意（都怪我不细心啊）．然后问我在系统，网络和网络攻防上选一个．我说我最近对ＡＲＰ欺骗和ＰＥ病毒做

了一些测试，就选网络攻防吧．然后就让我讲一下ＡＲＰ欺骗的防御，我前不久做过这方面的攻击测试，所以对

这个自然是熟悉的．就从ＨＵＢ中嗅探的防御谈到了ＳＷＩＴＣＨ网络中的对ＡＲＰ欺骗的两种攻击方式的防

御．可能说也比较详细吧，这位大哥就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我说我们学校最近闹这个闹的很凶，而我对

安全也比较感兴趣，所以翻了一些文档，然后也看了下ＷＩＮＰＣＡＰ的资料，就自己也做了一个测试．  

然后他问我组过网没有，我说组过，用的ＢＯＳＯＮ ＮＥＴＳＩＭ，于是我讲一下ＯＳＰＦ和ＲＩ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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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从他们的工作原理说了一下，感觉应该还可以．还问我对ＬＩＮＵＸ会不会，我说我现在正开始学他还有ＬＩ

ＮＵＸ方面的编程．  

后来就谈到我说过的ＰＥ病毒上面了，可能是看过我电子简历里附带的文章吧，直接问我是不是做过ＰＥ病

毒的模型．我说是的，又问我主要是哪个方面．我说是感染方面的（其实我想说基本功能都实现了的，不过要感

染其他功能当然也不会缺）．本以为会继续问我病毒的工作原理的，结果话题转到了木马上去了．问我对木马应该

如何查杀，这个问题我想了下就说可以查看开放的端口，从可以端口中找到木马进程．又问我如果是注入进程的

怎么办，说实话我没见过这种方式的木马，感觉冰河也好，鸽子也好，好象都是傻傻的开端口监听的．然后想了

下说可以对这个进程进行反汇编来分析．于是就问我有没有别的直接的技术可以查杀的？我想了下，没有想到，

就半开玩笑的说不会是用杀毒软件了吧？于是都笑了．．．（怪我还是对木马了解不够啊，当时主要关注他是怎么工

作的了）现在想的话可能是可以用ＡＰＩ ＨＯＯＫ吧，等下查查看。  

再后来不知怎么的．问到了缓冲区溢出，这个东西我在看代码攻防之道的时候被作者喻为攻击技术王冠上的

明珠．然后我就说这个东西主要就是利用了程序对输入没有进行边界审查造成的（其实还想讲下原理的，不过当

时紧张了点，没说，也以为他会问的）．然后问到了有哪些方式．我说应该主要是栈溢出和堆溢出，就问我能不能

说一下，我没明白是说什么？我说比如 strcpy()这个函数（万恶之源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然后问我有没有

做过缓冲区溢出的测试．我实话实说：本来是想做一个的，不过因为当时要考试的关系没有做成．．．  

技术的问题就问到了这里．然后问我为什么想进入他们公司．我就直接说是因为当时大２开始自学安全的时

候觉得中国的安全方面的网站就ＸＦＯＣＵＳ和绿盟是做的最好的，对技术的研究很深入．（这可是大实话哦）Ｈ

Ｒ一笑说，看来我几年前就想进了罗，我也一笑说是的，因为他们的开发团队很有实力，而且公司的文化也很好，

团队协作精神也很不错．  

于是又问我如果进他们公司我有哪些优势，我说一个我对安全技术很感兴趣，另外我自学能力很强（这个我

可是很自信的哦，我的安全知识也都是自己收集的，可惜很零碎）．虽然我们是计算机系的学生但是对安全并没有

讲过什么，我都是自己学来的．  

再就问我有什么问题．我就问关于公司培训方面的，可能是开始表达不是很清楚吧，他说宣讲讲过的，问我

去没．我说去了啊(当时可能紧张了，说错了饿，我没去的，因为要开个什么会把时间耽误了），然后换了个方式

问这个问题：问培训的话我这个职位要先会那些方面的知识，我好事先准备，回答说要等复试通过后才能告诉我，

现在还不能说．．．  

我最后问如果进公司了，我这个职位具体是做什么，他说公司网站上可以查的啊，我说我其实是想能不能搞

漏洞方面的研究．回答说，这是研究部门的事了，研究部门很难进的．我说那如果我有幸进贵公司的话，也可以

再学习争取嘛．基本就是这些了，感觉绿盟的人还是很亲切的，没有那种官僚意识，这也是我喜欢绿盟的原因之

一了．  

 

3.18 绿盟的二次面试 

投的时候就被那位绿盟的 gg 拿着简历盘问了半天。基本上把简历从头问到尾吧。印象最深的是我跟他说课题

是网络安全相关的时候，他问我都看 哪些关于安全方面的论坛，我想了想说经常去 csdn，呵呵。后来发现绿盟主

页是个很不错的安全论坛。还记得的就是问我做网管怎么保障局域网安全的。  

接到面试通知，6 号面试。这是一次技术面试，2 对 1 形式，就是 1 个技术经理+1 个 hr 对一个应聘者。那时

侯已经将近 7 点了，hr 对我说了好多个对不起，应该把我安排在前面，我笑着说“没事”。面试主要问些项目大致

情况，工作量情况，对某些技术掌握程度等等，还有就是自己的职业规划以及期望薪水。虽然之前屡屡被教育期

望薪水不要说具体数字，我还是说了个数字。  

面试完之后一周，正当我为没接到 oracle 笔试通知而不爽的时候，二面通知来了，说是总裁面试。然后就看

到版上有兄弟说总裁是清华校友，人挺好的。当时就突发异想“总裁会不会是系友呢？”事实证明还真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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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我导师是谁。二面事实上就是在叙旧与展望中度过。同样也问了我职业规划问题，不过没聊待

遇问题。有点不好意思，连累总裁那么晚没吃午饭。  

二面完了就是等通知阶段，等啊等的昨天上午终于接到绿盟电话了。说要问几个问题，又是职业规划问题，

还有就是去的话的工作问感不感兴趣。下午，终于接到了 offer 电话和 email.  

 

3.19 绿盟面试经历分享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我投了一份简历给绿盟的 hr。没过几天，收到了对方的 mail，要我等着面试的通知。  

一面  

过了几天，一位尹姓的先生打我的手机要我去面试，我记得是周五的下午，我抽了空打的来到了我很崇敬的

这个公司来面试。见到尹先生，第一感觉其实还是不错的，人很热情。客气了一下之后找了一个会议室，坐下来

简单得谈了一些我的个人的情况。然后问了几个问题，大致如下：  

1、离开目前这个公司的原因。2、你参加过的一些项目的具体细节的东西。3、在你参加的项目中，给你留下

印象比较深的一个项目是哪一个，为什么。4、你是否曾经给用户设计过比较系统和完整的一套安全解决方案。  

问过这些问题之后，尹先生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他现在要招聘的这个部门（政府咨询设计部）的一些情况，经

过交谈之后我们双方对彼此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也知道由于工作经验的问题还有我的水平问题很难胜任这样

的一个职位。谈话结束之后，尹先生委婉地说明了情况并和我说把我推荐到产品实施的部门去面试，到现在我仍

然对尹先生心怀感激，这次面试虽然没有能够得到工作，我觉得从面试中最起码的看到了自己的差距，让自己有

了一个明确的努力的方向，同时也让我对绿盟的一些人有了初步的了解，我觉得第一次的面试很值得，这次的经

历是很愉快的。  

二面  

没过几天，又有一位姓谭的先生打我的手机同时我去面试，因为有了上一次的面试经历，我觉得这次去应该

是比较轻松和愉快的，即使是我不能获得工作，也应该是一次很好的交流的机会，但是事实却没有我想象中那么

轻松和愉快，这也是我写这篇感想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见到了谭先生之后，他没有找会议室而是直接走向他办公

的地方（系统集成部），我们两个来到了一个类似小客厅的一间，这间被隔成了两间，我们两个坐在一个茶几的两

边面对面交谈，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另外的一间还坐着一个人，因为不是里面的人面试，我也没有太注意。只是

和谭先生聊了一些他目前的部门的一些情况，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些我的情况，他也简单地介绍了一些工作方面事

情，是不是能够经常出差、是不是能够自己独立完成 nsfocus 的产品和第三方产品（fw、ids、av 等）的安装等，

大致是这些问题。最后我也简单地问了一下待遇方面的情况。眼看我们的谈话就要结束的时候，半路杀出来一个

程咬金来，坐在里间的那位大牛出来开始插话，他和谭先生说有没有问一些技术方面的细节的东西。然后这位仁

兄的发难也就就此开始了，其实当时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只是想尽力去回答我能够回答的每一个问题。

但后来我觉得这些问题和我要面试的实施的工作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他主要是问了一些关于扫描器的东西，而且

主要是针对我现在我坐技术支持的这个扫描器的一些很刁钻的问题，大致总结如下:  

1、你认为你目前做的这个扫描器和其他国内产品的比较有哪些优势呢？我按照平时的习惯简单的说了几句之

后，这位大叔就开始反驳了起来。  

2、你认为目前国内你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有哪些？  

3、目前你了解的扫描器有哪些?你认为你们的产品和 iss 产品相比有哪些优势？  

我回答的有 Retina 和 iss 这两个，所以这位仁兄就开始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来反驳我。iss 产品的扫描度和在

国内某些行业的销售有一定的障碍（因为资质的问题），这是我陈述的两个主要的原因。这位大叔就开始反驳说，

现在 iss 和中软合资的公司在国内销售应该没有什么障碍了，中软应该有资质，来更加充分地显示它的个人能力。

我具体说了一下 Retina 的一些特点，这位大叔可真是够热情的，问道你有没有用过 Retina 自动安装不定的功能，

也可能是我的知识有限，我用的网络上的破解的 Retina 好像没有这位大叔说的这个功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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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你给用户推荐扫描器的话，你会推荐哪一款扫描器？漏洞扫描和入侵检测的的事件触发的原理？  

我的回答是从两个方面回答的，如果我是去做我们产品的售前，我会有所倾向。如果我作为第三方的话，我

回推荐用户使用国外的 iss 或者其他的。这位大叔，这次还是不依不饶的，开始问我漏洞扫描的原理。我简单的举

了一个 cgi 漏洞发现的原理。这位大叔又来了，难道原理就这么简单么，如果我把默认的页面和默认的配置修改

的话，你如何来判断这个漏洞呢？我当时也没有想到比较好的答案，只是说我目前就知道这些。  

5、你认为国内符合 cve 标准的漏洞扫描厂商有哪些？  

我说没有，大家在宣传中都是说支持，除了上海金诺有 cve 的认可之外，我还没有见到其他的安全厂家有相

应的资质。这个问题大叔倒是没有什么异议。因为 nsfocus 也没有啊，如果有的话，我想他应该会再显示一下他的

才华。  

6、你们的产品的采用的是什么扫描方式？我测试过你们的产品，你们的更新都是用的国外免费的？  

我说采用的是插件的方式，其他的我说属于公司的机密，不能告诉你。这位大叔一直都肯定地认为我们用的

是国外的东西。  

面试完毕之后，我还和那个大叔客气地握了一下手，问了一下他的姓氏（李某），说了声谢谢就走了。  

 

3.20 绿盟面试技术题 

绿盟面试题目的范围很广，几乎涉及到了每个 IT 技术领域，而且每部分的题在我看来都有点偏，没有一定的

深度是很难回答清楚的。一共有 20 页，2 个小时完成，大概分了 9 个部分。  

1、 基本知识  

 a) 经常使用的搜索引擎（至少三个）。  

b) 经常访问的国内外网络安全方面的网站和 URL（至少四个）。  

 2、 名词解释  

全是关于网络攻击方面的术语解释，具体有 DDoS、Worm、IP Spoof、SYN Flood、Brute Attack、Social 

Engineering、Honeybot、ShellCode 等差不多十个。  

 3、 系统知识  

1) Windows 方面  

a) NT 最新 SP 版本、Windows 2000 最新 SP 版本  

b) Windows 用的组策略编辑器是哪个  

c) 使用 IIS 应如何进行相应的安全设置。  

2）UNIX/Linux 方面  

 有关于 Unix、Linux、Sun、FreeBSD 这几个操作系统方面的问题，因为我都没做，题目不少，但记得的不

多。  

a) 关于 sendmail 方面的问题（具体不记得了）。  

b) 修改文件的宿主、组和其他用户的读写权限，两种方法。  

c) 如何禁用 linux 的 root 用户登陆 FTP。  

4、 网络方面  

a) A、B、C 三类的私有 IP 地址范围。  

b) Cisco 中 line 配置的远程登陆密码是明文显示的，哪条命令可以使其显示为暗文。  

c) 配置出口的 ICMP 的 ping 数据包不大于 256k 的命令列表。  

d) ACL 列表 number 分别支持的协议：1～99、100～199、200～299、300～399、400～499、500～599、600～

699、 700～799、800～899、900～999、1000～1999。（简直要吐血，估计是 CCIE 出的题）。  

5、 安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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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防火墙的常用三种技术  

b) 使用 Linux 的安全风险有哪些  

c) 国内外的不同 linux 产品（各列举 3 个）  

d) 139 端口和 445 端口的区别是什么？  

e) 主流的防病毒厂商和产品（国内、外各列举 3 个）  

f) 使用过的主流漏扫产品，其优缺点有哪些？  

g) 主流的防火墙厂商和产品品牌（国内、外各列举 3 个）  

h) 使用 select 查询语句的不安全之处在哪  

6、 能力测试  

1)拓扑设计，具体网络概述如下：  

a) 路由器接入 Internet 网  

b) 外部 Mail 服务器提供邮件服务  

c) 核心交换机上划分财务、人事、业务、办公和内部服务器 5 个 VLAN，下挂接入交换机  

d) 内部有 www 服务器，另有独立的 MSSQL 服务器和 OA 服务器  

e) 安全设备有防火墙、IDS 和 SCAN  

2)设计要求：  

a) 如何设计规划网络结构（需要画出拓扑图）  

b) 如何设置防火墙的过滤规则  

c) 假如 IDS 只能监控交换机的一个端口，你会建议用户监控哪个端口  

7、 英文测试  

简要翻译一篇关于 Exchange 邮件服务器 SMTP 服务如何请求 DNS 解析的文章（不太难）。  

8、 素质测试  

a) 作为一名技术，在接到客户电话时首先要做什么？该用什么样的典范语言？  

b) 作为一名技术，出差时你认为必须要带的东西有哪些？（至少三样，笔记本除外）  

c) 两道算术题，一题是 6 个带小数的数字相加之和，有选择项。另一题要详细讲一下，因为我到现在都还没

搞清楚  

d) 题目的内容是：迈克和托德的薪水相差 $21 。迈克的薪水比托德多 $20 。迈克的薪水是多少？托德的薪

水是多少？（起初我以为题目出错了，回来后查了一下，网上居然有，是微软公司 IT 技术专家碰到的一次面试题。  

9、 职业目标  

a) 英文描述为什么选择中联绿盟？你的短期和长期的职业目标是什么？你想要有什么的成就？  

b) 情景题：假如你在电梯里遇到绿盟的 HR，你如何在 30 秒内给 HR 留下深刻印象？ 

 

第四章、绿盟求职综合经验 

4.1 绿盟科技 - 安全服务工程师笔试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14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1134-1-1.html  

 

我是通过校园招聘面试的。整个招聘流程是一次笔试，三次面试，笔试考的大多是网络方面知识，比如：一段客

户端 web 程序，一段服务器端程序，读程序，找漏洞，还有关于 IP 的问题。从笔试到接到面试通知中间时间较

长，我都已经放弃了，才通知面试，三次面试 10 天之内完成，一次技术面，第二次是电话面试，第三次是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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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后两次时间很短，就是互相认识的过程，基本三面中大致能透漏出结果，那个副总裁说话挺实在的，面试效

率还算挺高的。 

面试官提的问题： 

一面中就问一些关于岗位的技术性问题，比如你会什么，学过什么，有什么经验，做过什么，然后会问一些关于

这岗位的你没提到的知识，就是你不会的；之后会聊一些工作的内容，主要干什么，有没有出差之类。 

二面很简单，就问了一些常规的，为什么选择这个公司，这个岗位，其他没什么。 

三面也很简单，就是互相了解，先自我介绍，然后关于自我介绍中的个人情况发问，工作地点，家庭情况等，交

流中就差不多能感觉到最后的结果。 

 

4.2 绿盟科技 - 技术支持工程师笔试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14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1131-1-1.html  

 

 

宣讲会后分岗位进行笔试，主要考了网络方面（子网掩码，DNS、tracert）和 linux（定时任务），还有和岗位相

关的开放性问题。 第二天通知面试，2 对 1 的形式，一个技术一个 HR，技术主要问应用层、linux、对安全的了

解还有项目介绍，我当时问了 DNS、SMTP、HTTP、FTP，问的比较细，工作原理，端口等都问了。linux 问了 TOP。

我对安全不了解，所以没问我。然后当时技术问的差不多就突然让我用英文介绍一下自己，我说没准备，她说就

简单介绍下爱好，幸好这个还会说。这样技术面试官就问完了，轮到 HR。主要针对你简历上的时间经历进行提问：

你最成功的事，你在这段实 ** 最大的感悟，面对客户投诉你如何处理。。。面完之后觉得肯定没戏了，没想到

第二天给通知了，让去终面，然后终面就是拉家常，能不能接受倒班，为什么要来绿盟等等。。。然后就没有然

后了，可能觉得我还是不太适合这个岗位吧。 

面试官提的问题： 

应用层、linux、对安全的了解还有项目介绍 

DNS、SMTP、HTTP、FTP，问的比较细，工作原理，端口等都问了。 

linux 问了 TOP。我对安全不了解，所以没问我。 

用英文介绍一下爱好 

你最成功的事，你在这段实 ** 最大的感悟，面对客户投诉你如何处理。。。 

 

 

4.3 绿盟求职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2450-1-1.html  

【转】上午 10 点，绿盟笔试，2 小时， 

题目看上去有点多，记得有 4 页，每页正反面都有 

其中一道八皇后程序题想不起来，一道路由器配置的是真的不会。。。 

其他做的一般， 

可惜了那道 http 包的，之前做无线网项目分析过，很熟，但时间太久已淡忘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感觉老爸声音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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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好好总结学过的！！！ 

 

10 月 19 号 

收到绿盟邮件和短信，通知去帅府饭店面试， 

还没单面过，去感受一下当炮灰 

 

10 月 20 日 

绿盟电话通知下午面试提前 

便赶过去，经过几个好心路人指路，顺利到达 

（其中有个孕妇，怀着 BABY,给我指路时看上去更美，WISH 生 BABY 顺利） 

找到二楼会议室， 

看见有若干人已在等，有点儿紧张起来 

 

一会儿轮到我 

经由漂亮的 HRMM 手的方向，看见一个男面试官坐在一个桌子边专心看手里的资料， 

环顾一下房间，很大，红色地毯， 

每个角落方向各有一张大方桌，各放约 6-8 张椅子， 

三张桌都坐了面试官，除了我的面试官，其他面试官前好像都有人在面试，（只能用好像了，紧张得没看清） 

 

走过去，主动伸出手问好， 

收到握手回应和亲切微笑，嘻嘻。。 

后续是自我介绍，（没准备，临时组织讲了一会） 

为什么不是本科毕业就考研， 

漏洞项目是什么，哪些是你完成的，如何完成的， 

硕士前接触过信息安全没有， 

如何承担压力（用几个项目同时开始证明），面试官看见简历上项目时间重叠，然后点头 

明年什么时候毕业，问到这里，我老实坦诚， 

“不好意思，我是后年毕业的” 

面试官笑“那怎么现在就来了” 

“听师兄师姐们提起绿盟来了，我就来看看为明年准备” 

继续问其他项目，面试官好像很懂，弄过的项目都了解 

提到堆程序的时候，因为自己接触的少，只接手看过前辈的程序，没改进过，所以只凭印象讲对堆溢出了个大概

原理，他也用眼神和点头鼓励我继续说，（真是好人啊。。。） 

然后我不知哪根筋不对，小悲剧来了， 

他问“为什么选择绿盟”，我看着他的眼睛回答“因为 BALABALABALA,所以我选择华为” 

。。。。乌鸦飞过。。。 

面试官爆笑，我发现自个不知怎么舌头打结说错了，立刻改正 

解释说实验室最近师兄师姐们找工作老提到，不小心说错了， 

面试继续（心怀感激，像佳佳说的，我真是找抽型） 

若干时间后，面试官说你做的项目我们听赶兴趣的，有机会可以来实习，你想见见我们副总么 

我心想，还不是不要了吧，副总离我多远啊 

怎奈面试官手抬起指向我身后，他就在你后面 

啊。。。看见一位白衬衣的面试官正在面一位同学， 

我速度站起来，再三感谢一面面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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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面等了一会，和其他人交流一会，分散自己的紧张 

一会后，再次进去，开始了很快被二面官（副总）秒杀的过程 

我坐到二面官对面，他看着笔记本敲键盘，“请稍等一下” 

我点头，看见桌面放着一个男生的简历，应该是前一个人的， 

下面是我的简历，咚咚咚，紧张。 

 

他忙完，拿起我的简历，副总就是副总， 

让我自我介绍的间隙，用一双锐利的眼睛，一下就发现了我的毕业年限问题 

再次老实说明后年毕业。。 

 

然后让我自己挑了一个项目介绍 

   我讲了无线网协议还原，我的第一个算自己独立完成的部分。。。 

请介绍一下家庭 

   傻子般的我说只有我和我爸我妈， 

被二面官用眼睛鄙视了一番，诱导我说他们的职业呢 

   老实的 2 句交代完，哎，朽木啊，当时都还不晓得自己朽木， 

为什么不是本科毕业就考研， 

   同一面一样，BALABALA... 

然后考研的空白期问了下。。。 

好像主要就这些了，其他记不清了 

 

二面官在我简历右上角写了几个字，看不清是啥，（貌似前一个人的简历上没有） 

然后是我提问环节，问了下实习的事情 

最后二面官很有礼节的送我去门口， 

我再次表示感谢 

在会议室外坐着冷静了一会，和其他等待的人聊了一下，HRMM 说一周内等消息。。 

哎，被秒杀的真快啊 

 

回实验室被大家取笑口误那段事件不提。。。 

但，这个经历很感激绿盟。。 

4.4 绿盟求职感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2449-1-1.html  

 

朋友介绍认识了太原的技术经理（很好的一个经理，很聊得来，一直为我的应聘忙活，很感谢），然后通过电话，

网络聊了聊自己的情况，后来安排了和太原办事处的老总（没怎么聊过，但是后来对我的应聘出了很多力）电话

面试了一下，大致也都问了下工作情况，家庭，态度，规划。大约等了几天，收到北京分公司 HR 的电话去北京

面试，面试的时候说是总监和总经理面试，去了的时候总监有事情没能面试，总经理直接面试的。问的问题和太

原办事处的问题差不多。一个礼拜后从办事处得到消息，说没能录取，问了下原因是分公司的老总不同意，即使

是北京分公司的总监和太原办事处的老总说服了北京的老总很长时间，最后也没能得到北京老总的认同。具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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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也没说明，据说是有两点，学历和经验，我想多说点，也为各位能做点参考，实事求是的来说，首先学历，是

因为你有特批专科名额我才去的，否则我也不可能去啊。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第二经验，实际工作应验已

经有两年多了，一直从事网络方面的工作，网络攻防从 08 年我就开始拿站，做渗透了。因为是内部介绍，其中

介绍我的那个朋友说起来攻防技术我还是他的老师，但是我那朋友已经在绿盟科技任职了。还有另外一个在绿盟

工作的朋友，我当初做渗透，做攻防的时候，那朋友估计连攻防技术都没接触过。他们两个比我要好的是，学历

本科。呵呵，看来能力和学历，北京的老总还是更看重学历一些啊。对于这点我就不做出评论了。第二个方面，

经验，说我没有在正规科技公司工作过的经验。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大学生一个都别想找工作，大学生毕业谁给

他经验？要是所有科技公司都要有经验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有点自欺欺人。我有点疑问，那些所谓有在科技公

司工作过的经验，请问，他们进的第一个科技公司又如何要求他们有正规科技公司的经验呢？本身就是求职的第

一个科技公司，又如何让他有在科技公司工作过的经验？按照这种逻辑，不就一直找不到工作了吗？ 最后想说，

北京老总，不要身居高位，就不体会民间疾苦，相信您也是一步一步上去的。您的半个小时面试难不成能比的上

办事处老总，技术总监，技术经理三个人对一个人的半个月的了解？这三位极力推荐，而您却拒绝，是您的眼光

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看不懂，还是怎样？ 一个公司招的是能够为公司的发展做出有价值事情的员工！ 

【转】 

4.5 绿盟实习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2447-1-1.html  

 

绿盟科技的笔试中规中矩，考的比较广，因为当时找实习，经历了不少笔试，很多公司的笔试都太难了，其中奇

虎给我挫折比较大，所以在面试绿盟科技之前我做了很多的复习，所以通过了笔试。 

 

之后进入面试，面试官说 C/C++人太多，要不要试试 WEB，我说可以。对于 WEB 我从大二就开始接触，然后做

了很多项目，了解各种技术，比如 HTML/CSS/JS/JQUERY/JSON/XML/PHP/JSP/ASP/MYSQL/模版/缓存/框架/MVC，

说起 WEB 我能罗列一大筐，面试的是我后来的实习导师，她主要问我了解哪些实践的技术，表示满意。于是我接

到了绿盟的实习 Offer。 

【转】 

 

4.6 中联绿盟一行 

 

绿盟公司的布局是很有特点的，以草绿色为主，鲜艳但不刺眼，反而很暖的感觉。先是笔试，绿盟的笔试是

非常有名的，经常给你出 20 页的笔试题，涵盖了各个方面，安全，测试，编程，他们的理念是不希望你这个人什

么都会，想通过这个全面的笔试，来考察你在哪方面有潜力，比较擅长。不过似乎我今天很幸运，只有 7 页的题，

刚开始是一些网络安全的概念，包括什么叫 DDOS 攻击，SYN FLOOD 等等，然后是编程的能力，linux,数据库,c

语言，我对 linux 还了解一些，会多少都答上了，接下来是测试的题目，如果没有过测试的经验，你可能无从下手，

或者说达不到点子上，所以我现在这家信息安全的公司，给了我这样的经验，是我很自信的答完这个部分，最后

是安全标准，ISO9000,BS7799 这些你不了解是不对的哈！  

笔试结束后，人力资源小姐让我回去等待消息，两个小时的笔试确实让我疲倦。第二天，很幸运的，他们通

知我让我去面试。我其实很喜欢面试，和主管打交道，把自己优秀的一面，胜任的一面展现给别人，这应该是值

得自豪的事情，起码要自信，没有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面试的时候是两个人，一男一女，都是技术主管，他们拿着我的简历，真的是从简历上一句句的问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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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件事每项工作都有什么体会，当然问的最多的还是技术，还好，根据我的经验，一一答上了，其中也有不会的，

但是一定要自信，要诚信，在技术主管面前，你的一举一动，他们都很清楚的能了解你的心态。我记得我一直都

是微笑着和他们聊，有时候能跟她们聊到一起，向他们请教经验等等，这样，面试的气氛既轻松又严肃，确实是

的，一个小时的面试，不停的被问，不停的回答，我觉得这次面试很值得。即使不能进绿盟，这次面试经历也让

我很难忘记。  

同样的，面试结束，和他们一一握手后，他们希望我能够等 HR 的消息，我很感谢他们。两天以后，HR 小姐

再次拨通了我的电话，祝贺我顺利通过面试，接下来进行总裁面试后，我们就是同事了，呵呵，那时候我真的特

别的高兴，因为，信息安全我非常喜欢，但是专业性如此的强，可能我学一辈子也学不完里面的技术，我甚至有

时不敢涉足这个产业，如果没有好的技术，是待不下去的，今天的第一步成功，使我自信起来，即使现在的技术

还远远不够，我很自信的相信我会努力的走下去，没有什么不可能，只有自己去不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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