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Vis Data Challenge 2019
挑战二 评审指南

本文档针对挑战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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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说明，挑战二的数据来自真实世界，本答案是根据数据提供方初步分析结果整理而

成，仅供评审专家参考。我们鼓励参赛者找到任何合理的事件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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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为满足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市民不断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城市中举办大型文化体育

活动频率也随之升高。在这些大型活动举办期间，活动场地周围交通量往往剧增。载有

GPS设备的移动车辆可以采集交通动态数据，管理者可以通过移动车辆轨迹数据观测交

通状态，为公众提供动态、准确的交通控制和引导信息。成都中国现代五项赛事中心自

创建以来，举办了多项大型体育竞技和文娱活动，但活动开始和结束时突增的交通流量，

常导致人群入场与离场缓慢、附近区域交通拥堵等情况。假设你是成都中国现代五项赛

事中心管理人员，请设计一套可视分析方案，根据“滴滴”公司提供的 2018年 5月 1日

某活动期间赛事中心附近的网约车订单和轨迹数据，分析赛事中心附近的交通流量演变

过程和交通拥堵特征，为以后活动提供更好的交通疏导方案。

http://www.chinavis.org/2019/challenge.html


三、数据介绍

本次比赛提供两份 2018年 5月 1日的数据：（1）成都滴滴平台快车和专车在中国

现代五项赛事中心 10公里范围内的订单数据，记录了当天平台订单的起止地点

（Origin-Destination），约 5万行记录；（2）成都滴滴平台快车和专车在中国现代五项

赛事中心 1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轨迹数据，记录了数据 1中网约车行驶过程中的时间与

位置信息，约 900万轨迹点数。两份数据未压缩约 0.5GB。下面是两份数据的字段说明。

 表 1. 快车和专车订单起始点数据表字段说明

字段 类型 实例 备注

订单 ID String mjiwdgkqmonDFvCk3

ntBpron5mwfrqvI

使用MD5+SALT加密方式

进行了脱敏处理

开始计费时间 String 1501581031 unix时间戳，单位为秒

结束计费时间 String 1501582195 unix时间戳，单位为秒

上车位置经度 String 104.11225 GCJ-02坐标系

上车位置纬度 String 30.66703 GCJ-02坐标系

下车位置经度 String 104.07403 GCJ-02坐标系

下车位置纬度 String 30.6863 GCJ-02坐标系

数据样本



 表 2. 快车和专车订单轨迹数据表字段说明

数据样本

字段 类型 实例 备注

订单 ID String
mjiwdgkqmonDFvCk3ntBpron5mwfrq

vI

使用MD5+SALT加

密方式进行了脱敏

处理

时间戳 String 1501584540
unix时间戳，单位为

秒

经度 String 104.04392 GCJ-02坐标系

纬度 String 30.6863 GCJ-02坐标系



 数据使用说明：

1. 对轨迹数据进行了区域性的截断，可能会导致轨迹点之间不能完全连续；

2. 轨迹点已经做了路绑定处理，确保轨迹点都能对应具体街道；

3. 数据为文本文件，每行数据不同字段之间使用英文逗号分割；

4. 数据通过了脱敏，无法通过数据直接复现任何个人用户信息；

5. 根据《网约车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应法律规定，网约车业务数据不得出境，该

数据仅限本次比赛期间在我国境内使用。请参赛者在境内使用，比赛完毕后进

行删除。

 辅助数据推荐：

1. 成都统计公众信息网：http://www.chdstats.gov.cn/

2. 天气数据：http://www.cdtq.gov.cn/

3. 盖亚数据开放计划：https://outreach.didichuxing.com/research/opendata/

四、题目说明

本次数据是直接提取的滴滴快专车平台（其中包含的业务：快车、专车、拼车、优

享）上的订单的轨迹数据，提取经度范围 103.985至 104.085，纬度范围 30.41至 30.51

内经过该区域的订单点的轨迹点。本题目含两个数据集：轨迹数据和订单数据，在处理

过程中需要进行整合与预处理，如有参赛者在答卷、论文或者视频中有提出以下内容（包

括不限于），属于亮点。

1、订单数据与轨迹数据的整合；

2、道路映射：给定坐标系为 GCJ-02，若使用开源路网图（如 OpenStreetMap），

需要转化 GCJ-02 坐标系到WGS84；

3、轨迹点清洗：

a) 由于直接提取经度范围 103.985至 104.085，纬度范围 30.41至 30.51范围内经

过该区域的订单的轨迹点，会造成轨迹截断的现象（部分订单缺少完整轨迹点）

b) 数据集中可能有异常速度轨迹点；

4、本赛题的背景为 2018年成都周杰伦演唱会，如果可以考虑当时的天气以及周边

环境情况。

http://www.chdstats.gov.cn/
http://www.cdtq.gov.cn/
https://outreach.didichuxing.com/research/opendata/


4.1 题目 1

请您分析 2018年 5月 1日中国现代五项赛事中心 1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交通流量演

变情况。

交通流量演变情况分析方法总体分两种，交通量的时间变化规律与空间变化规律。

主要分析：一天内每小时交通的变化情况，以中国现代五项赛事中心 10平方公里范围

及内路段、车道及方向的分布分析。

本题评分点：（1）区域总流量随时间的变化；（2）区域内子区域流量变化（3）

通过动画展示每个车辆的位置以及运行速度；(4) 答题部分希望简洁明快地说明分析方

法，并通过图片展示一些有趣案例；(5) 鼓励通过附录提供一些详细答案列表。

4.1.1 总体流量演变情况

5.1日，中国现代五项赛事中心 1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总体交通流量演变情况如下。

 00:00-08:00，车流量和订单量较小，维持在较低水平；

 08:00-12:00，车辆数和轨迹点总数呈上升趋势，车流量增加迅速，处于上升阶

段，该阶段车辆主要集中在主城区街道上；

 12:00-14: 00，车流量增加缓慢；

 14:00-18:00，车流量和订单量迅速增加，该阶段车流量集中在赛事中心及通往

赛事中心的主干道；

 18:00，车流量达到最大值；

 18:00-24:00，总体车流量呈下降趋势。

4.1.2 局部流量演变情况：

1、赛事中心

 00:00-14:00，赛事中心附近车流量较小；

 14:00-19:30，该区域车流量迅速上升，多条道路发生拥堵，车流量集中在剑南

大道南段，武汉路西段，成仁路和金子沱附近道路这四条赛事中心的主干道；

 18:00左右，该区域车流量达到峰值；

 19:30-22:00，车流量缓慢下降，但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

 22:00-24:00，演唱会结束，大量观众离场，订单数量大幅增加，车流量上升。



赛事中心车流量集中路段如图 4.1红色区域所示。

图 4.1 赛事中心附近车流量集中路段

2、景点、住宅区、商业区

（1）景点

 07:00-10:00，南湖公园、海洋公园附近车流量和订单数目增加。此时车流量主

要集中于通往南湖公园的几条路，如南湖东路、 南湖北路、南湖南路、海洋

公园附近的道路；

 10:00，车流量出现峰值；

 10:00-18:00车流量渐渐下降；

 18:00左右，离开该区域的车辆较多，订单数量呈上升趋势，车流量再次达到

峰值。

（2）南湖公园住宅区

 06:00-7:00、9:00-10:00、16:00-17:00，南湖公园周边住宅区附近车流量较大，

车流量处于较高阶段；

 在以上时间段前后，该区域的车流量有所下降。

（3）天府新区住宅区及附近商业区

 09：00-12：00、17:00-18:00，天府新区居民住宅区及其附近的商业区车渐渐流



量增加，一直处于车流畅较高的阶段；

 在以上时间段前后，该区域的车流量有所下降。

景点、住宅区、商业区车流量集中的路段如图 4.2红色区域所示。

图 4.2 景点、住宅区、商业区车流量集中路段

4.2 题目 2

请您分析 2018年 5月 1日中国现代五项赛事中心 1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交通拥堵情

况，给出不少于 3个拥堵点，并说明拥堵特征和解释拥堵原因；

此题的评审主要参考以下两个方面：

1、判断拥堵点主要需要参考车辆的行驶速度，可辅佐流量数据对拥堵点进行定义，

并且需要标明拥堵点形成以及持续的时间。

2、拥堵特征与拥堵原因的解释除了考虑流量激增为主要原因以外，也需要从道路

拓扑关系、车辆特征入手进行讨论。

4.2.1 拥堵点 1：南湖公园及附近道路

1、天府大道拥堵。08:00 开始，天府大道南段的车流量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直到

18:30 才开始下降，21:00 左右恢复到正常水平。

2、通向公园的几条主干道容易出现拥堵。南湖东路，南湖南路，南湖北路长时间



存在拥堵情况，在 09:00 、12:00 、 17:00 、 20:00点时拥堵现象为严重。

该拥堵点如图 4.3红色标记区域所示。

图 4.3 拥堵点 1对应区域

拥堵特征：该处拥堵点道路通行车辆较多，拥堵时间呈持续性。全天流量除

00:00-8:00 内处于低流量阶段外，其他时间车流量持续较大。

拥堵原因：五一期间，大量游客出行，大多集中在景区，容易造成拥堵。天府大道

南段是城区主干道，包含了许多地铁站，故其车流量持续较大。天府大道南段靠近南湖

湿地公园、海洋公园，游客众多。在入园、出园的高峰期，通向公园的路人流混杂，容

易存在游客不遵守交规在车道上行走，车辆违规掉头等情况，导致拥堵。

4.2.2 拥堵点 2：通往赛事中心及其附近的道路

1、剑南大道南段拥堵。18:00 左右，剑南大道南段（潘家湾附近）与武汉路西段

交叉处在 车流量激增，路段拥堵，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

2、金子沱附近区域拥堵。18:00-19:00，双流区华阳镇金子沱附近路段出现了明显

的交通拥堵，金子沱交叉口存在大面积拥堵点。

3、牧华路三段拥堵。22:30-23:30，牧华路三段和剑南大道交叉口的车流量极高，

发生严重拥堵；其余时间，该路段也存在轻微拥堵现场。



4、武汉路西段与云龙路交叉口拥堵。18:00左右，武汉路西段与云龙路交叉口有大

量车辆排队，出现较长路段的交通堵塞。

5、剑南大道龙马路交叉处拥堵。 18:00，剑南大道流量达到了峰值，此时的流量

增速很大，越来越多的车辆逐渐聚集在该交叉路口，并不断向北扩展。

6、沈阳路西段拥堵。18:00，沈阳路西段出现交通堵塞的状况。

该拥堵点如图 4.4红色标记区域所示。

图 4.4 拥堵点 2对应区域

拥堵特征：以上道路是突发性聚集拥堵。即附近有大型活动导致车辆从四面八方向

一处聚集导致的拥堵。该特征的道路拥堵往往与活动举办时间有很大关系。拥堵多发于

活动举办前后 2-3小时内，在活动举办前后 1小时左右出入车辆较多，拥堵最为严重。

拥堵原因：以上各路段发生拥堵是因为 19:30周杰伦演唱会五项赛事中心举行。赛

事中心活动举办前后，通往和离开赛事中心的各条道路车流量迅速增加，发生拥堵。另

外，部分道路路况较差且有其他路段机动车汇入，会导致车辆行驶缓慢，造成拥堵。司

机行车不规范，随意停车等行为也会导致严重的拥堵情况。

4.2.3 拥堵点 3：人民医院

9:00-18:00，人民医院附近车辆行驶缓慢，许多车辆常分布在建筑物、路况附近，



车辆数目变化不大，但一直有车辆往来该区域，造成小范围拥堵。

该拥堵点如图 4.5红色标记区域所示。

图 4.5 拥堵点 3对应区域

拥堵特征：人民医院的拥堵是总体流量变化较小的持续性拥堵。医院作为二十四小

时服务的公共场所，出入车辆较多，流动性较大，流量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和持续性。在

白天常常随机的发生短时间的轻微拥堵。

拥堵原因：医院人员、车辆密集，流动性大，放假期间前来医院看病的患者数量往

往会有所增加，从而导致拥堵。而且医院附近有大量小区和商场，如丽都新城，缤纷广

场等，这些区域是出租车，私家车等容易集中停车的地方，可能会存在等待车位、道路

被占据等情况，导致小范围的拥堵。

4.2.4 拥堵点 4：地铁出入口

8:00-22:00，华阳、海昌路、五根松地铁口拥堵，新程大道、海昌路、梓州大道一

段、南湖路与天研路交叉口等区域的地铁口附近路段有的不同程度的拥堵状况。

该拥堵点如图 4.6红色标记区域所示。



图 4.6 拥堵点 4对应区域

拥堵特征：地铁作为比较大众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车辆在该区域的流动性较大。

在放假期间，在地铁站附近居住的旅客较多，出行车辆较多，常常导致小范围点的持续

性轻微拥堵。

拥堵原因：地铁口车辆流动较大，以上区域附近有许多居民住宅区，还有海洋公园、

家乐福超市等人流密集区域，在假期期间出行人数较多，导致经过该区域和抵达该区域

的车辆较多，造成拥堵。

4.2.5 拥堵点 5：华阳客运中心

18:00-19:00，华阳客运站及附近住宅区人流密集，出现严重拥堵。

该拥堵点如图 4.7红色标记区域所示。



图 4.7 拥堵点 5对应区域

拥堵特征：客运中心附近的道路拥堵往往与游客离开时间和假期时间安排有很大的

关系，该区域道路拥挤具有不确定性，爆发性。往往在假期结束时车辆突然增多，造成

拥堵。

拥堵原因：该区域由北向南方向车辆聚集，人员、车辆流行性大，周围还存在许多

住宅区和热门的旅游景点，如极地海洋公园、且当天是返程高峰，很容易造成拥堵。

4.3 题目 3

请您为赛事中心管理人员和活动主办方推荐交通疏导方案，以缓解各类文体活动期

间中国现代五项赛事中心附近区域的交通拥堵状况，并简要说明如何通过可视分析获得

该推荐方案。

该题目是开放性问题，建议参赛者根据实际的道路情况推荐交通疏导方案。方案要

具有现实意义和可行性。

1、方案一：交通管制。

结合该城市的活动安排提前对可能发生拥堵的道路采取分流管制，设置绕行标志，

将车辆分散至更大范围，避免局部的严重拥堵。

2、方案二：增加公共交通工具。



适当增加拥堵区域周边的公共交通工具。如增加公交车运营班次，延长地铁的运营

时间。增加共享单车的投放等。

3、方案三：通过订单数据分析场馆周围的上下车点，并结合拥堵点的分析，推荐

更加合理的上下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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