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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据可视分析挑战赛作为我国可视化与可视分析领域的一项重要赛事，经过 2015~2017 三年发展，

已成为推动领域竞技交流、人才培养和实践创新的重要力量。首先阐述了数据可视分析挑战赛产生的背景和

意义，然后从组织形式、比赛内容和信息统计等方面对挑战赛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分析，最后对挑战赛的未

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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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aVis Data Challenge from its origin 2015 to 2017 was presented. Firstly, the 

background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Data Challenge were introduced. Then, the competition contents and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three years were summarized. Finally,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Data Challenge wa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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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竞赛是各学科领域完善其教育和科研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教学科研来说，竞赛具有示范

和导向效应，可以丰富教学方式和引领科研方向；

对人才培养来说，竞赛为参与者提供锻炼和展示

自我、与同行竞技交流的平台；对学科发展来说，

竞赛推动知识和技术共享，促进实践与创新融合。

以网络安全和数据挖掘领域为例，网络安全领域

已形成夺旗类、破解类和培养类百花齐放的国际

化竞赛体系[1,2]，有效地促进了学术界与工业界的

协同发展；数据挖掘领域顶级学术会议 KDD 每

年举办的 KDD Cup[3]被誉为大数据分析“奥运

会”，从 1997 年至今已有二十几年历史，见证和

推动了数据挖掘领域的发展与繁荣。 

近年来，我国在可视化与可视分析领域呈现

出较为均衡且加速发展的态势。各高校和研究院

的可视化与可视分析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

步，尖端研究初具国际影响，基础教育日益扩大，

更多单位开始关注并加入其中。工业界正加速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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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相关领域的技术研发与行业应用，阿里和百度

分别推出了组件式可视化基础开发库 DataV[4]和

ECharts[5]，360 企业安全[6]和海云数据[7]等企业也

纷纷推出了面向行业的大数据可视分析解决方

案。与此同时，可视化技术也逐步被广大民众熟

悉与接受，2016 年“可视化推动大数据平民化”

位居中国计算机学会大数据专家委员会评选的大

数据发展十大趋势之首[8]。 

在此背景下，我国各界有志之士积极借鉴国

际赛事的经验，在国内逐步发起各类可视化与可

视分析竞赛，以进一步推动领域人才培养和实践

创新。效仿国际著名数据分析竞赛平台 Kaggle[9]，

阿里云在国内创办了天池大数据竞赛平台[10]，并

于 2016 和 2017 年分别推出了 2 个数据可视化竞

赛项目“公益云图数据创新大赛”和“广东政务

数据创新大赛”，2 项赛事连续成功举办，使其成

为国内工业界可视化大赛的标杆。借鉴国际顶级

会议 IEEE VIS Conference[11]每年举办国际可视

分析挑战赛 VAST Challenge[12,13]的成功经验，国

内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年度可视化与可视分析技术

及产业应用大会 ChinaVis[14]，于 2015 年首次设

置数据可视分析挑战赛（ChinaVis Data Chal-

lenge）[15]，三年来，挑战赛飞速发展，已成为学

术界主导的国内可视化顶尖赛事。 

本文对数据分析挑战赛三年发展过程进行回

顾与总结。首先介绍挑战赛的产生背景和组织形

式，帮助读者快速了解挑战赛；然后对三年挑战

赛的报名情况、评审情况、开发工具使用情况等

参赛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希望能帮助参

赛者快速融入比赛节奏；同时还提供了这三年挑

战赛题目与数据信息以及其他相关竞赛信息，希

望能促进各类竞赛互相学习和共同进步，更广泛、

更长远地推动领域人才培养和实践创新；最后对

挑战赛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2  挑战赛起源 

数据可视分析挑战赛依托于每年召开的中国

可视化与可视分析大会。该大会前身是由北京大

学机器感知与智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办的可视

化研讨会，从 2008 年到 2013 年间共举办了 4 次。

随着可视化与可视分析研究与应用在社会各界的

影响不断加深，为促进中国及周边地区相关领域

产、学、研、用协同发展，由我国可视化业界工

作者联合发起了中国可视化与可视分析大会，

分别于北京（2014 年）、天津（2015 年）、长沙

（2016 年）和青岛（2017 年）成功举办了 4 届，

大会每年吸引了国内外数百名可视化研究人

员与领域专家汇集一堂，共同探讨在大数据与

人工智能时代，可视化与可视分析领域面临的

机遇与挑战。 

中国可视化与可视分析大会于 2015 年首次

设立数据可视分析挑战赛，至今已成功举办 3 届。

作为大会的一个重要环节，挑战赛提供一系列精

彩的剧本、详实的数据和具体的问题，并邀请研

究人员、开发人员和爱好者使用他们最有效的可

视分析技术和工具完成数据分析任务。挑战赛旨

在为参赛者提供锻炼自我和竞技交流的平台，

帮助参赛者评估他们的技术和工具在解决复杂

问题中的有效性和新颖性，推动可视化与可视

分析的专业人才培养，促进相关研究与应用的

发展与进步。 

3  挑战赛组织形式 

挑战赛的组织工作每年与ChinaVis筹备同步

进行，总体分为题目准备、发布宣传、公开报名、

作品提交、综合评审、会场交流 6 个阶段。 

题目准备阶段一般每年年初开始，工作内容

包括成立挑战赛组委会、确定赞助商、讨论组

织方案、准备比赛题目。360 企业安全集团是

2015 年和 2016 年挑战赛的独家赞助商，2017 年

挑战赛由 360 企业安全和海云数据共同赞助。赞

助商不但为挑战赛提供奖金和奖品，还在题目准

备、发布宣传、综合评审和会场交流多方面提供

技术支持。近三年挑战赛题目背景和数据都来自

真实场景，一般先由赞助商提供样本数据和总体

设想，然后组委会与赞助商技术人员一起确定题

目细节，并根据题目设置对数据集进行清洗、脱

敏、加工和验证性分析。 

发布宣传与公开报名阶段在每年 4 到 5 月进

行。挑战赛组委会首先会在 ChinaVis 官方网站上

发布当年赛题、答卷和数据集，然后通过微博、

微信和其他学术交流平台进行宣传。参赛者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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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形式网上报名，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

的师生和研究人员、企事业单位的开发人员和设

计师、爱好者都可以报名参加挑战赛。 

作品提交时间一般在ChinaVis召开前一个月

左右，提交要求与 VAST Challenge 非常类似，

每个参赛队必须同时提交答卷、视频和论文。答

卷要求参赛队在完成对数据的综合分析后，用图

文并茂的方式尽可能全面和准确地回答题目中预

设的问题。视频要求参赛队通过影音手段解释其

分析方法和流程。论文则是希望参赛队用不超过

两页篇幅总结其可视分析方案的亮点。 

所有参赛作品同时提交给可视分析专家和领

域专家进行通信评审，评审重点关注参赛作品对

预设问题解答的准确性以及可视分析方案的有效

性，同时还会从新颖性、可扩展性和文档质量 3 个

方面对作品进行综合评价。挑战赛委员根据专家

通信评审结果进行讨论后，评选出一等奖、二等

奖、三等奖和优秀奖作品，并邀请所有获奖参赛

队来 ChinaVis 进行现场交流。 

挑战赛在这三年的ChinaVis期间都安排了主

会场、分会场和海报 3 个不同的交流环节。一等

奖参赛队将获得在大会主会场报告的机会，同时

组委会和出题方代表也将在主会场介绍本年度比

赛总体情况和题目背后的故事。分会场环节包括

特邀报告、部分获奖作品分享、现场讨论和颁奖

仪式。海报环节则为所有获奖参赛队提供更自由

和深入的交流机会。ChinaVis 结束后，组委会会

择机公布当年赛题的参考答案和获奖作品，使其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业界科研与应用研发的标

准测试数据集。 

4  挑战赛三年内容回顾 

本节分别介绍 2015 至 2017 三年挑战赛的比

赛内容，包括赛题背景、相关数据和分析需求。 

4.1  2015 年挑战赛题目介绍 

2015 年挑战赛题目[15]以多源异构大数据分

析为主题，故事背景发生在一家为企业和政府机

构提供定制化网络服务的互联网公司。该公司内

部网络平台上运行着很多业务系统，这些业务系

统每天都会产生很大流量，不幸的是，某几天公

司某个内部系统出现了安全问题，导致该公司的

部分重要数据泄露。该公司想了解那几天到底发

生了什么事情，因此将那一段时间的多种网络安

全日志数据提供出来，希望参赛者能以网络安全

分析人员的身份，采用可视分析技术对这些数据

进行分析，帮助该公司找到答案，并提供网络安

全改进方案。 

挑战赛在上述业务场景下设置了两道比赛题

目。第一题关注公司内网正常运行模式分析，提

供了一周约 700 MB 的 Tcpflow 日志数据，希望

参赛者准确找到公司内部网络的客户端和服务

器，总结公司内网有哪些正常网络通信模式。第

二题关注安全事件分析，提供了两周共 10 GB 的

4 种网络安全日志数据（Tcpflow 日志、HTTP 

Header 日志、数据库行为日志、各应用系统登

录日志），希望参赛者能分析出这次安全问题发

生的原因、相关网络资源、演化过程以及造成

的危害。 

4.2  2016 年挑战赛题目介绍 

2016年挑战赛[16]设置了2个背景完全不同的

题目。第一个题目是对 2015 年挑战赛题目的延

续，该题仍以某互联网公司的内网安全为背景，

提供的仍是 Tcpflow 网络流量日志数据。不同的

是这次 Tcpflow 数据的信息更为丰富，记录了网

络数据流在应用层、网络层和链路层 3 个层面的

信息，时间跨度 2 个月，数据量 230 MB。参赛者

被要求分析流量数据中隐含的正常模式和异常事

件，并设计新颖的可视化方案，有效展示多层次

网络行为模式。 

第二题背景来自网络安全领域一个非常著名

的真实事件。Hacking Team[17]是一家意大利米兰

的信息技术公司，该公司向客户提供信息系统入

侵、文件解密与通信监视服务。2015 年 7 月 5 日，

Hacking Team 公司被黑客入侵，入侵者通过公司

官方 Twitter 账号公布了该公司许多内幕信息并

通告该公司的内部数据已经泄露，近 400 GB 被

公开的内部电子邮件、各种相关文件和源代码引

起了业界的一片哗然。挑战赛从这批数据中提取

了公司内部十多年约 400 MB 的邮件数据作为比

赛数据集，邀请参赛者通过分析邮件数据，解密

Hacking Team 公司的组织结构，分析该公司的发

展历程及各发展阶段的业务特点。 



·58· 网络与信息安全学报 第 4 卷 

 

4.3  2017 年挑战赛题目介绍 

2017 年挑战赛[18]以时空数据分析为主题，设

置了两道赛题，分别对应 2 个不同社会热点问题。

第一题的背景是伪基站行为分析。伪基站即假基

站，能够搜集以其为中心、一定半径内的手机卡

信息，利用 GSM 验证漏洞伪装成真基站，冒用

银行、运营商、国家机关或他人号码，强行向用

户发送诈骗、色情、赌博、广告等垃圾短信，这

不仅干扰公共频率资源，影响正常通信，而且严

重侵害了社会秩序。手机卫士软件可以根据用户

举报的垃圾短信信息，初步确定当时伪基站的

近似位置，但伪基站流动性强，依据近似位置

和传统数据分析方法，仍然很难准确把握伪基

站的活动规律。本题提供北京市 2 个月约 753 MB

标注为伪基站发送的垃圾短信样本数据，希望

参赛者鉴别不同垃圾短信类型，并分析其相关

伪基站时空活动规律，为执法人员打击整治伪

基站出谋划策。 

第二题背景是关于某市黑网吧整治行动。随

着网络宽带进入千家万户，网吧经营举步维艰，

于是部分经营者不惜采用接纳未成年人、通宵营

业等违规经营方式吸引顾客。某市正在开展严查

黑网吧的专项执法行动，但网吧数量庞大，传统

挨个排查方法不仅耗时耗力，还为黑网吧提供了

规避查处的准备时间。为了提升全局掌控能力和

执法效率，某市公安局将市内 3 000 多个网吧基

本信息及 3 个月约 1.7 GB 上网记录数据提供出

来，希望参赛者从数据中识别不同上网人群，探

索上网人群的时空行为特征，检测非法上网行为

与团伙上网行为，为甄别黑网吧提供线索，为犯

罪预防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提供新思路。 

5  挑战赛三年统计分析 

本节从报名情况、评审情况和其他情况 3 个

方面对 2015 至 2017 年挑战赛的相关信息进行统

计与分析。 

5.1  报名情况 

挑战赛要求参赛者以组队方式报名，图 1 显

示了这三年的报名队伍数量和队伍类型所占比

例。三年来，挑战赛的影响力迅速扩大，报名队

伍数量保持高速增长，2017 年相比 2015 年增加

了三倍多。如果某个参赛队的成员以学生居多，

则将这支参赛队当作学生队，否则当作企业工程

师或爱好者队。这三年参赛队绝大多数都是学生

队，其中专科生占 1%，本科生占 35%，硕士生

占 42%，博士生占 4%，指导老师占 18%。参加

形式多样的学科竞赛对青年学生来说有着多方面

意义，因此依托学术会议举办的数据分析挑战赛，

学生顺理成章地成为主力军。 

 

图 1  挑战赛报名队伍数量与队伍类型三年统计 

企业工程师和爱好者队 2015 年有 1 支，2016 年

有 3 支，2017 年达到了 9 支，虽然总体占比很少，

但仍是挑战赛的亮点之一。特别是企业工程师队，

他们一般会根据其行业背景非常有针对性地选择

赛题，能给人们带来更深入的见解，2017 年有 2 支

获奖企业工程师队的日常工作都与赛题背景有关。

企业工程师和爱好者越来越多地参与进来，反映了

挑战赛正在逐步引起工业界更多的关注，有利于促

进学术界与工业界间多种形式的互通与交流。 

5.2  评审情况 

正式提交进入评审阶段的作品数量一般要比

报名队伍数少，2016 和 2017 年报名队伍的提交

比例大概在 60%左右，2015 年提交比例最高，

19 支报名队伍中有 14 支提交作品，这与第一届

比赛只有相对小范围人群关注有关。在作品提交

数量和获奖率上，本文将挑战赛与 VAST 

Challenge 进行比较分析。图 2 和图 3 分别显示了

挑战赛和VAST Challenge这三年的作品提交与获

奖情况。挑战赛作品提交数量增长很快，而 VAST 

Challenge 作品提交数量呈现较大幅度波动，挑战

赛的获奖率明显高于 VAST Challenge 获奖率。一

方面反映出VAST Challenge参赛者具有更高的专

业水平，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创办初期的挑战赛希

望通过适当提高获奖比例来吸引更多参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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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挑战赛作品提交数量与获奖比例三年统计 

 

图 3  V AST Challenge 作品提交数量与获奖比例三年统计 

挑战赛通信评审采取分项打分形式，每位评

审专家要对所评作品从分析质量（解答题目预设

问题的准确性）、可视化设计、交互设计、新颖性、

可扩展性和文档质量 6 个方面做出量化评价，5

分制评分，1 分为最差，5 分为最好，这 6 个方面

的权重占比分别是 30%、20%、20%、10%、10%

和 10%。图 4 显示了三年所有提交作品分项打分

统计情况，包括每项的平均分和方差。从平均分

方面看，参赛者普遍提交了较为整齐、清晰和可

读性高的作品文档与视频，因此文档质量平均分

明显高于其他评分项；挑战赛这三年每个赛题都

提供了参考答案，评审专家可以较客观地对分析

质量打分，平均分较好的分析质量反映了参赛者

都能认真地理解题目需求和努力地分析数据，并

较好地解答了题目预设问题；可视映射与交互功

能是可视分析系统相辅相成的 2 个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交互设计平均分明显低于可视化设计，反

映了许多参赛者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了呈现和解释

数据方面，而忽略了交互功能带来的分析和理解

作用；新颖性平均分也相对较低，反映了提出和

实现有创新性的可视化与交互设计及新算法，对

大部分参赛者难度较大。从方差方面看，交互设计

和新颖性 2 个打分项的方差明显高于其他 4 项，结

合这 2 项平均分也相对较低，说明它们是目前评价

体系中对作品质量区分度最大的评分项。 

5.3  其他情况 

在其他情况分析中，本文重点讨论开发工具

使用和数据下载情况。本文按年统计了所有提交

作品用到的开发工具，表 1 给出了每年使用次数

排名靠前的开发工具。D3（data driven document）[19]

连续三年排名榜首实属意料之中，强大的定制能

力和方便的数据驱动模式，使它成为当前可视分

析领域复杂系统开发与前沿技术研究的首选工

具。同为 BI（business intelligence）工具的 Excel

和 Tableau[20]出镜率都很高，其中，Excel 因微软

Office 系列工具在国内更为普及，排名一直比

Tableau 靠前。在数据处理方面，MySQL 是数据

存储首选工具，Python 则成了算法处理首选。

Gephi[21]的使用率高，主要因为这三年赛题都与网

络分析有关。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开源可视化库

Echarts[5]，它从 2015 年和 2016 年的第七名飞跃

至 2017 年的第二名，这是国产可视化工具甚至国

产开源软件的骄傲。 

每年挑战赛数据被下载次数要远大于报名队

伍数量，这间接反映了挑战赛不但为参赛者提供

 

图 4  挑战赛作品评审各评分项的平均分与方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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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和交流的机会，还为广泛的业内人士和爱好

者提供了背景故事和标准测试数据集。据不完全

统计，2016 年第一题数据在比赛期间就被来自

961 个不同 IP 地址的用户下载了 1 120 次，第二

题数据被下载了 607 次；2017 年第一题数据在比

赛期间被来自 380 个不同 IP 地址的用户下载了

556 次，第二题数据则被下载了 305 次。在比赛

完成后，这些数据仍持续被下载，据不完全统计，

2016年的第一题数据在赛后 5个月内又被累计下

载了 400 多次。 

6  结束语 

数据可视分析挑战赛吸引了众多学生、教师、

企业工程师和爱好者，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竞技、

交流、学习的舞台。这三年，挑战赛在规模增长

和影响力扩大等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笔

者收到了参赛者和关注者大量正面积极的评价，

也收到了很多非常好的建议。今后几年，挑战赛

将进一步吸引学会、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有志之

士以多种形式参与进来，努力扩大国内甚至国际

影响力。笔者还将不断完善和丰富比赛组织形式，

例如，设置应用创新类或创意设计类题目、设置

单项奖励、优化赛程和评审机制等。总之，笔者

仍然非常看好数据可视分析挑战赛的发展前景，

也期待与社会各界一起努力，共同推动可视化与

可视分析领域竞赛体系建设，促进领域的发展与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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