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Vis Data Challenge 2019
挑战一 评审指南

本文档针对挑战一给出了详细的评审指南，涵盖了作品提交、问题背景、数据说明、提交

给参赛者的任务、潜在答案以及数据中支持这些答案的证据。挑战赛有关问题的完整说明以及

向参与者提供的数据，请访问：http://www.chinavis.org/2019/challenge.html

一、提交要求

作品提交要求：

（1）答卷：要求参赛者在完成对数据的可视分析后，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准确地回答官方预

设的问题，以Word 或 PDF 格式提交；

（2）视频：要求参赛者制作带解说的视频，用于解释其可视分析流程，以WMV格式提交，

视频总长度不超过 5分钟，视频数量 1个；

（3）论文：要求参赛者以论文形式，总结其可视分析方案的特点，论文格式要求与ChinaVis

论文格式要求一致，篇幅不超过两页，以Word 或 PDF 格式提交；

二、背景说明

CICSC(China Intelligence Cyber Security Conference)（虚构）是一个智能网络安全领域的全国

性学术大会，会议旨在增进学界，商界，及社会人士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该领域的发展创

新。本次会议为期三天，包括学术研讨、成果展览、黑客大赛三大组成部分，设置数据安全、

物联网安全、移动安全、隐私保护、智能场馆、及智能安全技术创新六大研讨主题。会议期间

有多位资深专家和商业大咖带来精彩的主旨报告、经验分享与成果展示，同时还邀请了许多参

展单位和媒体记者。本次会议参会人员规模在 5000 人左右。

为了加强会场管理，也为了呼应“智能场馆安全运营”的会议主题，本次会议采用了无线

传感器技术获取参会人员的实时位置信息。参会人员在进入会场时需要佩戴电子胸牌，胸牌内

置信号发射器并绑定其个人信息。会场内布置的无线传感器可以实时接收并记录其覆盖范围内

的信号发射器发出的信号。采集的传感器数据可用于实时检测会场人群分布情况，便于会场管

理人员及时合理地调动资源，处理各种突发状况，为会议各项议题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会议



组委会临时成立了一个数据分析小组，负责分析这些传感器数据，协助组委会管理会场，响应

和处理各类应急事件。假设您是数据分析小组成员，请您设计并实现一套数据可视分析解决方

案，完成组委会交代的数据分析任务。

三、数据支持

本次比赛为参赛者提供了两份数据，一是场馆内部的传感器分布数据，记录了传感器在场

馆内布置的具体位置；二是传感器日志数据，记录了会议期间每个传感器收集的参会人员移动

信息。

3.1传感器分布数据

传感器分布数据包括传感器布置地图和传感器布置表。传感器布置地图如图 3.1 所示：

图 3.1 传感器分布地图



传感器布置地图中，每个单位格子的长度为 8米，场馆使用的传感器单体可以覆盖一个 8

×8米的正方形区域。其中，灰色格子不可通行，除此之外，其他区域均按照 8米间隔紧密铺

设了传感器。即每个传感器可以接收到其所处正方形格子区域内的信号器发射的信号。

传感器布置表有 470 行记录，每条记录有 4个字段，各字段对应含义如表 3.1 所示。比如，

（012, 1, 4, 3）表示 id 为 012 的传感器位于场馆一楼纵向（从上到下）第 4格，横向（从左到

右）第 3格的位置。

表 3.1 传感器布置表

字段名称 字段含义

sid 传感器 id

floor 传感器所在楼层

x 传感器横坐标位置

y 传感器纵坐标位置

3.2传感器日志数据

传感器日志数据以CSV 格式分三天给出，为了避免数据冗余，该数据只保留了人员产生位

置变化时的传感器日志数据, 数据有 3个字段，共计 1,879,488 行，未压缩约 32MB。

各字段含义如表 3.2 所示：

表 3.2 传感器日志表

例：day1: 17647，012,32400

17647，013,32500

……

表示会议第一天，id 为 17647 的人员,在第 32400 秒（即上午 09：00：00）时进入 012 传感

器的检测范围，随后在该传感器检测范围内停留了 100 秒，直到 32500 秒（即上午 09：01：40）

字段名称 字段含义 字段说明

id 人员 id 编号 -

sid 传感器 id 编号 -

time 当前时间
24 小时制，单位：秒。从每天 00:00:00

（00 时 00 分 00 秒）更新



时进入 013 传感器检测范围。

四、会议说明

该章节从会场人员类型权限设置、会场地图、会场事件三方面详细说明本次会议的整体背

景信息。

4.1 会场人员类型权限设置

会场人员类型共分为七类，如表 4.1 所示，分别为 VIP、普通嘉宾、参观人员、媒体记者、

黑客大赛参赛者、工作人员和参展商。每种类型的人员对应不同的午餐、晚宴的权限。其中，

VIP 类型的人员在会场内有专属的VIP 通道，如会场出入口、扶梯和VIP 休息室等。VIP 通道

的具体位置分布请参考 4.2 节会场地图。

表 4.1 人员类型及权限设置表

人员类型 午餐权限 晚宴权限 VIP 通道权限

VIP √ √ √

普通嘉宾 √ × ×

（团体）参观人员 × × ×

媒体记者 √ √ ×

黑客大赛参赛者 √ × ×

工作人员 √ × ×

参展单位 √ √ ×

4.2 完整会场地图

图 3.1 的传感器分布地图中未直接表明与身份类型及会场设置有关的区域名称，分别使用

了 room1、room2、room3、room4、room5、room6 代替了场馆的茶歇点 1、VIP 休息室、茶歇点 2、

媒体间、黑客大赛区、工作间。茶歇点 1、茶歇点 2是会场提供给会场内参会人员的公共茶歇

区域，其余房间均与参会人员身份有关。VIP 休息室供给 VIP 类型的参会人员交流与休息；媒



体间供媒体记者类型的人员工作休息；黑客大赛区是黑客大赛参赛者参加黑客大赛的场地；工

作间为会场内工作人员提供工作便利及休息。

完整的会场地图如图 4.2 所示。红色标记的格子区域为VIP 类型的参会人员专用。即只有

VIP 类型的人员有权限通过，其他类型的人员不可通过。

图 4.2 会场完整地图



4.3 会场事件

4.3.1 会议日程与各环节参与人数

本次会议共有 5256 人参与。第一天有 3565 人参会，第二天有 4434 人参会，第三天有 2930

人参会。会议期间，各公共区域的人流情况说明如下。

1、主会场人流情况说明

第一天

时间 会议安排 参会人数

8:30-9:00 开幕式 1679

9:00-9:45 数据安全会议 2091

9:45-10:30 物联网安全会议 2223

10:50-12:20 移动安全 Panel 2259

第二天

时间 会议安排 参会人数

9:00-9:45 隐私保护会议 2459

9:45-10:30 智能场馆会议 2548

10:50-11:35 智能安全技术创新会议 2519

11:35-12:20 数据安全会议 2384

第三天

时间 会议安排 参会人数

9:00-9:45 物联网安全会议 1572

9:45-10:30 隐私保护会议 1194

10:50-11:35 智能安全技术创新主题 Panel 928

11:35-12:20 闭幕式 864



2、分会场人流情况说明

（1）分会场 A人流情况说明

第一天

时间 会议安排 参会人数

14:00-15:00 数据安全分论坛 1 300

15:15-16:15 数据安全分论坛 2 250

16:30-17:30 数据安全分论坛 3 272

第二天

时间 会议安排 参会人数

14:00-15:00 数据安全主题分论坛 4 172

15:15-16:15 智能安全技术创新分论坛 1 481

16:30-17:30 智能安全技术创新分论坛 2 587

第三天

时间 会议安排 参会人数

9:30-10:30 特色活动 3 126

10:30-11:30 智能安全技术创新分论坛 4 871

（2）分会场 B人流情况说明

第一天

时间 会议安排 参会人数

14:00-16:15 物联网安全分论坛 1-553 553

16:30-17:30 物联网安全分论坛 2 284

第二天

时间 会议安排 参会人数

14:00-16:15 物联网安全主题分论坛 3 1229

16:30-17:30 移动安全主题分论坛 1 349

第三天

时间 会议安排 参会人数

9:30-11:30 移动安全主题分论坛 2 1027



（3）分会场 C人流情况说明

第一天

时间 会议安排 参会人数

14:00-16:15 隐私保护分论坛 1 605

16:30-17:30 特色活动 1 276

第二天

时间 会议安排 参会人数

14:00-16:15 隐私保护主题分论坛 2 522

16:30-17:30 智能场馆主题分论坛 3 540

第三天

时间 会议安排 参会人数

9:30-11:30 特色活动 4 189

（4）分会场 D人流情况说明

第一天

时间 会议安排 参会人数

14:00-16:15 智能场馆分论坛 1 505

16:30-17:30 特色活动 2 467

第二天

时间 会议安排 参会人数

14:00-16:15 智能场馆主题分论坛 2 414

16:30-17:30 智能安全技术创新分论坛 3 238

3、其他区域人流情况说明

（1）黑客大赛区人流情况说明



第一天

时间 事件 人数

9:00-12:00 黑客大赛阶段 I

17212:00-13:00 -

13:00-17:30 黑客大赛阶段 I

第二天

时间 事件 人数

9:00-12:00 黑客大赛阶段 II

18412:00-13:00 -

13:00-17:30 黑客大赛阶段 II

第三天

时间 事件 人数

9:00-11:30 黑客大赛阶段 III 179

（2）展厅人流情况说明

日期 人次

第一天 8:30-17:30 2669

第二天 9:00-17:30 3472

第三天 9:00-12:30 743

（3）海报区人流情况说明

日期 人次

第一天 8:30-17:30 4602

第二天 9:00-17:30 6562

第三天 9:00-12:30 3048

（4）餐厅人流情况说明

时间 人数

第一天 11:30-14:00 2188

第二天 11:30-14:00 2487

第二天 17:30-19:00 356



4.3.2 异常事件简表

会议期间，共有 12个异常事件，有 4个非常重要的异常事件，有 4个重要的异常事件，4

个一般的异常事件。异常事件简表如表 4.2所示。该表从重要程度、发生时间、地点、人物简

单说明了异常事件。异常事件的详细说明请参考 5.3节挑战 1.3。

表 4.2 异常事件简表

事件简称 重要程度 发生时间 地点 人物 事件概要

轨迹异常 非常重要
第一天

9:44:40 - 10:48:24
VIP 休息室 id:16632 同时存在两条轨迹

物品遗失 非常重要
第一天

12:20 - 14:10
VIP 休息室 id:11260 频繁往返于服务台、VIP 休息室

设备故障 非常重要
第二天

13:33:21 - 13:56:15
展厅 - 部分传感器发生故障，无记录

人员越权 非常重要

第一天

9:00 - 9:20、

10:30 -10:50

媒体间
id:11201

、16473
媒体记者越权进入 VIP 休息室

部分分论坛

爆满
重要

第二天

14:00-16:15

第三天

9:30-11：30、

10:30-11:30

分会场 A、B - 会场人数爆满

会场拥堵 重要

10:30-10:50、

15:00-15:15、

16:15-16:30

主会场、分会

场、茶歇点、

厕所 1、2、3

- 人员拥挤

签字售书 重要
第二天

13:00 - 14:30
展厅 - 会场展厅区域举办新书签售会

团体参观 重要

第一天、第二天

10:00-11:00、

15:00-16:00

签到处、展

厅、海报区、

休闲消费区

团体参

观人员
参观团体来会场参观

胸牌遗忘 一般 第二天 9:00-17:30 黑客大赛区 id:19929 遗忘胸牌

黑客大赛参

赛者提前离

场

一般
第一天、第二天、

第三天
-

黑客大

赛参赛

人员

黑客大赛人员呈阶段式离开会

场

工作人员迟

到
一般

第一天、第二天

10:30-11:30
-

部分工

作人员
工作人员迟到

工作人员轮

流制午餐
一般

第一天、第二天

11:40-12:10、

12:10-12:40

工作间
工作人

员

工作人员交替离开工作岗位去

吃午餐



五、参考答案

评审总体说明：

1：要求回答问题准确且简明扼要；

2：要求以可视分析为主要技术路线探索问题答案；

3：要求用可视化的方式呈现与解释给出的答案；

4：鼓励给出参考答案以外的任何合理的新发现；

5：鼓励在分析过程中引入智能算法；

6：鼓励参赛队伍自行开发新颖的可视分析解决方案；

7：鼓励参赛队伍使用自己团队（公司）研发的分析工具。

5.1 挑战 1.1

请您通过分析数据，推测会议期间主会场和各分会场的日程安排。（建议参赛者回答此题文

字不多于 800 字，图片不多于 5张）

主会场和各分会场的日程安排请参考 4.3.1 会议日程与各环节参与人数。

本题目需要参赛者回答主会场和分会场A、分会场B、分会场 C、分会场 D三天内的日程

安排，参赛者亦可将黑客大赛区视为一个分会场。参赛者只需答出会场的大致时间日程安排即

可，对于会议主题，参赛者难以从数据中分析出来。

另外，本题目还希望参赛者能够分析出会场内的完整地图，即:识别出 room1、room2、room3、

room4、room5、room6 房间的真实作用。

各房间说明如下。

（1）room1（茶歇点 1）第一天和第二天下午 15:00-15:15、16:15-16:30，即分会场会议中

场休息时，分会场内很多参会嘉宾走向 room1 房间，在该房间停留 3-15 分钟后返回分会场继续

参会。

（2）room2（VIP 休息室）：会议期间，大部分参会嘉宾从A、B、C口进入会场，从 F、G

口离开会场。一小部分参会嘉宾从E口进入会场，从H口离场，且该部分人群进入会场不需要

签到，在会场内经常出入 room2 房间，并且在主会场参加会议时坐在前排区域，另外，该部分

人群在会场内乘坐的电梯与大部分参会嘉宾不同。结合以上特征可知，这部分人群为VIP 参会

嘉宾。因此，room2 是 VIP 参会嘉宾的 VIP 休息室。

（3）room3（茶歇点 2）：每天上午 10:30-10:50，即主会场会议中场休息时，主会场内很多



参会嘉宾走向 room3 房间，在该房间内停留 3-20 分钟后返回主会场继续参会。

（4）room4（媒体间）：第二节背景说明中提示到，本次会议邀请了媒体记者。根据该部分

人员工作性质可知，媒体记者需要有工作间进行采访和文案编辑等相关工作。除此以外，还有

一部分媒体记者需要到现场进行报道，直播等相关工作。因此会有一部分媒体记者长时间呆在

媒体间，另一部分媒体记者不定时出入工作间。只有 room4 房间内的人员活动规律符合以上特

点，因此 room4 为提供给媒体记者的媒体间。

（5）room5（黑客大赛区）：第二节背景说明中提示到，“本次会议包括学术研讨、成果展

览、黑客大赛三大组成部分”。易知，学术研讨以会议形式在主会场、分会场进行，成果展览

以海报展览形式在海报区、展厅进行。因此，会场内一定有举行黑客大赛的场地。比赛往往要

求参赛人员需要按照规定时间在规定地点参赛，因此黑客大赛参赛人员的活动往往较为统一、

规律，且长时间处于比赛区域。只有在 room5 房间内的人员活动规律符合以上特点，因此，room5

房间内的人员为黑客大赛参赛者，room5 为黑客大赛区。

（6）room6（工作间）：会场内部分人员进入会场时间很早，进入会场后不需要签到，常常

分布在会场的出入口、签到处、服务台及其他公共区域。显然，这部分人员为工作人员。工作

人员经常出入 room6 房间，由此可知，room6 为提供给工作人员的工作间。

5.2 挑战 1.2

请您分析会议期间会场内的人员类型，总结各类型人员的移动规律。（建议参赛者回答此题

文字不多于 1000 字，图片不多于 10 张）

会场内的人员类型及其移动规律如表 5.1 所示。



表 5.1 人员类型及移动规律

人员类型 移动规律
午餐

权限

晚宴

权限

VIP

通道

权限

答题点

VIP 参会嘉

宾

·走 VIP 通道

·进入会场后不需要签到

·在 VIP 休息室休息

·较专注会议

·参会时就坐于会场前排区域/VIP 座位（区）

√ √ √

·VIP 通道

·不需要签到

·VIP 休息室

·VIP 座位（区）

·专注会议

·对应权限

普通参会

嘉宾

·需要签到

·主要活动在主会场、分会场、展厅、海报

区

·根据个人兴趣爱好自主安排参会和观展日

程

√ × ×

·签到

·主要活动区域

·对应权限

（团体）参

观人员

·需要签到

·不可进入主会场

·其余同普通参会嘉宾。

（参赛者可将团体参观人员与参观人员视为

同一种人员类型）

× × ×

·签到

·不可去主会场

·权限

媒体记者

·需要签到

·出入媒体间。部分媒体记者长时间待在媒

体间，部分媒体记者根据工作安排去其他区

域进行会议记录、现场直播、会场采访。

√ √ ×

·签到

·媒体间

·权限

黑客大赛

参赛者

·签到

·长时间处于黑客大赛区，专注于黑客大赛
√ × ×

·签到

·黑客大赛（区）

·权限

工作人员

·进入会场时间较早，提前就位

·分布于会场各处，有各自固定工作点

·出入工作间，在工作间吃午餐，休息

·采取轮流午餐制，第一批工作人员就餐时

间为 11:40-12:10，第二批工作人员就餐时间

为 12:10-12:40。

√ × ×

·提前就位

·工作点

·工作间

·轮流午餐

·权限

参展单位

·签到

·第二天 17:20-17:40 间进入会场，出席晚宴

·除此以外无该类型人员的记录

√ √ ×

·签到

·晚宴

·权限



5.3 挑战 1.3

请您找出至少 5个会议期间值得关注的异常事件。（建议参赛者回答此题文字不多于 1000

字，图片不多于 10 张）

4.3.2 节异常事件简表中的 9个事件均可视为异常事件，在此，我们从事件背景、人物行为、

数据表现三个方面来详细说明 9个异常事件。

5.3.1 轨迹异常事件

事件背景：人员A使用卡复制技术复制了一张VIP 类型人员 B（id:16632）的胸牌，并佩戴

复制胸牌进入会场。人员 B正常参加会议，对此毫不知情。第二节背景说明中交代“会场使用

的传感器可以实时记录其覆盖范围的人员信息”，所以当A使用复制的胸牌进入会场时，会场

的传感器会记录复制胸牌对应的人员信息。

人物行为：会议第一天，A在 9:44:40 使用复制胸牌进入会场，在VIP 休息室停留一个小时

左右，寻找作案时机，于 10:48:24 从 H出口离开会场，怀疑A行窃成功。在此期间，B正常参

加会议。

数据表现：在 9:44:40-10:48:24 期间，id 为 16632 的轨迹在 A的轨迹和B的轨迹间跳动。

A轨迹和 B轨迹如 5.1 所示。

图 5.1 A、B会场轨迹图



该时间段内 id:16632 的传感器日志数据如图 5.2 所示 。

图 5.2 id:16632 的传感器日志数据

5.3.2 物品遗失事件

事件背景：会议第一天，VIP 类型的人员C（id:11260）午餐后在 VIP 休息室休息时，发现

物品遗失。5.3.1 节轨迹异常事件中的人员A，使用了复制卡进入会场，并且径直走向VIP 休息

室，在 VIP 休息室停留很长时间，期间从未离开。但是，在 C人员 10:44 返回 VIP 休息室四分

钟后，A就离开会场，所以A有很大的盗窃嫌疑。

人物行为：12:30 左右，C在 VIP 休息室休息时发现物品遗失，频繁去服务台处问询。该过

程持续 1小时 40分左右。

数据表现：12:20-14:08 期间，C频繁去服务台处。C在一楼的的轨迹如图 5.3 所示。



图 5.3 人员 C轨迹图

5.3.3 设备故障

事件背景：会场内部分传感器设备发生故障。

人物行为：无

数据表现：第二天 13:33:21-13:56:15，会场内 sid 为 10715、10716、10717、10718、10815、

10816、10817、10818 的传感器日志数据缺失。故障设备图 5.4 中展厅内红色阴影部分所示。



图 5.4 故障传感器示意图

5.3.4 人员越权

事件背景：VIP 休息室只有 VIP 类型的人员有权限进入。媒体间只有媒体记者有权限进入。

人物行为：会议第一天分别有两名记者越权进入VIP 休息室采访。分别为 id 为 11201 的媒

体记者 D和 id 为 16473 的媒体记者E，他们分别在 9:00-9:20 和 10:30-10:50 期间进入 VIP 休息

室采访；会议第二天，id:13344 的 VIP 类型人员 F在 12:29:04-12:39:50 期间进入媒体间。

数据表现：D、E进入过VIP 休息室，F进入过媒体间。D、E、F在一楼的轨迹如图 5.5、

5.6、5.7 所示。



图 5.5 人员 D轨迹图

图 5.6 人员 E轨迹图



图 5.7 人员 F轨迹图

5.3.5 部分分论坛爆满

背景信息：本次会议期间，有三场分会场的会议意外受到很多参会嘉宾的关注，会议人数

爆满。分别是第二天下午 14:00-16:15 在分会场 B举行的物联网安全主题分论坛、第三天上午

9:30-11:30 在分会场B举行的移动安全主题分论坛和第三天上午 10:30-11:30 在分会场A举行的

智能安全技术创新分论坛。

人物行为：第二天下午 13:50-14:00 有大量参会人员进入分会场 B；第二天上午 9:20-9:30

有大量参会人员进入会场B；第三天上午 10:20-11:30 大量人员进入会场A。

数据表现：第二天下午 14:00-16:15 分会场 B区域人数爆满；第三天上午 9:30-11:30 分会

场 B区域人数爆满;第三天上午 10:30-11:30 分会场 A区域人数爆满。

5.3.6 会场拥堵

背景信息：会场内有 2个茶歇点，上午开放茶歇点 2，下午开放茶歇点 1，大部分参会人员

会在休息期间去茶歇点和上厕所，但是会场内茶歇点、厕所这些基础设施数量与空间有限，会

场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很好去引导大家有序进行，所以会议休息期间，主会场内部、茶歇点、各

会场走向茶歇区的部分通道、各个厕所非常拥挤。

人物行为：在主会场、分会场茶歇期间和散会期间，大量人员离开会场，走向茶歇点、厕



所、二楼餐厅、出口等区域。

数据表现：第一天、第二天的茶歇期间和散会期间，主会场内部、茶歇点、厕所门口、扶

梯、主会场和分会场门口及门口通道区域的传感器日志数据突然增多，部分区域甚至达到了容

纳极限，该过程持续 5-20 分钟。

5.3.7 签字售书

事件背景：第二天 13:00-14:30 期间，会场展厅区域举办新书签售会。

人物行为：会场内大规模人群于 13:00 左右向签售会区域聚集，并在此排队购书、签字。

数据表现：展厅 sid 为 10215,10315,10415 的传感器区域在该时间段人员密度较大，人数高

峰持续一个小时左右。人员聚集区域如图 5.8 展厅内红色部分所示。

图 5.8 人员聚集区域示意图

5.3.8 团体参观

事件背景：会议期间，共有四个参观团体到会场内参观浏览。参观时间分别为第一天

10:00-11:00、15:00-16:00，第二天 10:00-11:00、15:00-16:00。参观团体的规模在 100 人左右。

团体参观者主要在展厅、海报区参观浏览，不去各会场参加会议。

人物行为：团体参观人员在对应时间入场、离场，在会场内浏览参观，团体参观人员一般



会集体行动。

数据表现：在事件背景中交待的四个时间段内，会场内分别有 100 人左右的群体同时进入

会场，在会场内移动轨迹相似，在相同时间离开会场。

5.3.9 胸牌遗忘

事件背景：id:19929 的 VIP 人员 G是黑客大赛的邀请嘉宾，负责黑客大赛第二天的赛程主

持。

人物行为：第二天 9:00，G来到黑客大赛会场的讲台区域，把胸牌放在了讲台处，随后一

直都忘记佩戴胸牌，直到 17:30 左右黑客大赛结束，G才想起胸牌在讲台处，并佩戴胸牌离开

会场。

数据表现：9:00-17:30，人员 G一直停留在黑客大赛区讲台处，长达 8个多小时。

5.3.10 黑客大赛参赛者提前离场

事件背景：黑客大赛分为基础考核和附加考核两个环节。第一天上午 9:00-12:00 和第二天

上午 9:00-12:00 进行基础考核环节，参赛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答题。第一天下午 13:00-17:30、

第二天下午 13:00-17:30，和第三天上午 9:00-11:30 进行附加考核环节，该环节采取淘汰赛制，

参赛者在当前题目规定时间内未正确答题则面临淘汰，无法继续当天的附加考核。最终，综合

参赛者三天的基础考核和附加考核分数进行排名，选出获奖人员。

人物行为：在基础考核环节，黑客大赛参赛者进入、离开黑客大赛会场的时间基本一致。

在附加考核环节，黑客大赛的参赛者进入黑客大赛会场的时间基本一致，但被淘汰人员会提前

离开。第一天、第二天参赛者集中在 15：00，16：00，17：30 三个时间点离开黑客大赛会场，

第三天赛者集中在 10:30 和 11:30 离开黑客大赛会场。

数据表现：黑客大赛参赛者离开黑客大赛会场的时间呈阶段式。

5.3.11 工作人员迟到

事件背景：会议期间，工作人员会提前进入会场，并且在参会人员进入会场前位于各自的

工作岗位。

人物行为：小部分工作人员进入会场时间较晚，约在 10:30-11:30 之间。该部分工作人员存

在迟到行为。

数据表现：第一天，id 为 18347、10345、14859 的工作人员在 10:30-11:30 入场，第二天，

id 为 18059、12856、11396、14678、10762、17576 的工作人员在 10:30-11:30 入场。



5.3.12 工作人员轮流制午餐

事件背景：为保障会场秩序，确保会场内有工作人员及时为各位参会人员提供服务，所有

工作人员采取轮流午餐制，即会场内工作人员分为两组，交替去工作间吃午餐。第一组工作人

员就餐时间为 11:40-12:10，第二组工作人员就餐时间为 12:10-12:40。

人物行为：会场内一部分工作人员在 11:40 离开工作岗位去工作间吃午餐，在 12:10 前回到

原工作地点，剩余工作人员在 12:10 时去工作间吃午餐，12:40 前回到原工作地点。

数据表现：一部分工作人员分别在 11:40 时离开各自工作岗位去工作间，另一部分工作人

员在 12:10 离开各自工作岗位去工作间。

5.3.13 其他异常事件

除以上异常事件以外，参赛者若给出合理解释亦可酌情得分。

5.4 挑战 1.4

您认为这次会议在组织和管理方面有哪些不足？（建议参赛者回答此题文字不多于 500 字，

图片不多于 3张）

该题目为开放性问题，参赛者应结合会场内发生的情况回答此问题，理由充分、解释合理

即可。

1、基础服务设施配备不足：在会议结束后，人员集中拥向茶歇点，厕所、导致这些区域人

数较多、空间内稍有拥挤，会议组织方可以适当增加茶歇点和厕所的数量；

2、会场人员管理不足：会场内出现了身份盗用、物品遗失等现象。组织方应当加强对参会

人员的管理，可以增加面部识别系统或指纹识别系统，确保人证一致进入会场。当异常情况发

生时及时响应处理。

3、会场设备维护不足：会议组织方应加强对会场设备的检修、维护，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4、工作人员管理不足：工作人员存在迟到、早退现象。当会场发生拥堵事件时，工作人员

没有很好去引导大家有序进行，维护会场秩序。建议会议组织方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管理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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