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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2019 大数据挑战赛
通

知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
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
研究会联合主办，面向高校学生的高水平计算机类系列竞赛，其中大
数据挑战赛被列入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获得社会各界的高
度关注和广泛好评。
2019 大数据挑战赛是在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主办单位的指导
下，由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与字节跳动公司联合主办，由亚马逊 AWS
提供资源支持，并以企业真实场景和实际数据为基础的高端算法竞
赛。大赛面向全球高校在校生开放，旨在提升高校学生对数据分析与
处理的算法研究与技术应用能力，探索大数据的核心科学与技术问
题，尝试创新大数据技术，推动大数据的产学研用。
本次大赛面向全球高校在校学生，鼓励高校教师参与指导。参赛
队伍需要根据赛题要求设计相应的算法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比赛结
果按照指定的评价指标使用在线评测数据进行评测和排名，得分最优
者获胜。
请各校积极配合，按照通知和大赛章程做好组织工作，并在指导
教师工作量认可及参赛队伍经费等相关方面给予支持。竞赛详情请参
见附件“2019 大数据挑战赛竞赛规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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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大数据挑战赛
竞赛规程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
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和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联合主办，面向高校学生的高水平计算机类系列竞
赛，其中大数据挑战赛被列入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获得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和广泛好评。
2019 大数据挑战赛（以下简称“大赛”）是在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主办单位的指导
下，由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与字节跳动公司联合主办，亚马逊 AWS 提供资源支持以及
科赛提供竞赛平台支持，并以企业真实场景和实际数据为基础的高端算法竞赛。大赛面
向全球高校在校生开放，旨在提升高校学生对数据分析与处理的算法研究与技术应用能
力，探索大数据的核心科学与技术问题，尝试创新大数据技术，推动大数据的产学研
用，本次大赛鼓励高校教师参与指导。

一、 参赛对象
大赛面向中国及境外在校学生（包括高职高专、本科、研究生），具体要求如下：
1.

可以单人参赛或自由组队，每个参赛队伍人数最多不超过 3 人，允许跨年级、
跨专业、跨校组队。

2.

每人只能参加一支队伍（即个人参赛后不可再与他人组队参赛，或个人参加一
个队伍后不可再参加另一个队伍），允许最多有一名指导老师，指导教师须为
在职高校教师。

3.

报名时应具有在校学籍，已毕业的学生不具备参赛资格。

4.

参赛选手应保证报名信息准确有效，报名时应在大赛网站上提供所在学校开具
的学籍证明材料。

5.

大赛主办和技术支持单位如有机会接触赛题和相关数据的人员不允许参赛。

二、 赛制说明
本次大赛分为报名&预选赛、初赛、复赛和决赛四个阶段，其中预选赛是由参赛队
伍根据预选赛题在本地进行算法设计和调试并在官网提交结果进行评测；初赛和复赛均
要求参赛者在科赛网的 K-Lab 平台上进行数据处理、算法调试和生成结果，可使用平台
提供的计算资源和工具包；决赛要求参赛者进行现场演示和答辩。
1. 报名&预选赛（4 月 28 日−6 月 15 日）
报名方式：登录大赛官网，完成个人信息注册并提交在校学籍证明；报名信息

经审核通过后以个人形式参加预选赛，大赛不收取任何报名费用。
预选赛：报名成功之后，参赛选手从大赛官方网站下载数据，在本地进行算法
调试，并在线提交结果。如果最终成绩达到规定分数线，选手将收到晋级初赛
的通知邮件。预选赛的详细情况见附件“预选赛——文本情感分类模型”。
报名时间：2019 年 4 月 28 日−6 月 15 日，报名截止时间是 2019 年 6 月 15
日 16:00。
大赛官网：www.kesci.com/landing/bdc2019 （4 月 28 日正式开通）
大赛官方交流 QQ 群：753413531
2. 初赛（5 月 26 日−6 月 30 日）
参赛队伍需要在科赛网的 K-Lab 平台上完成数据处理、建模、算法调试、生成结果
等，所有比赛数据均不可下载，可使用平台提供的计算资源和工具包。
参赛选手通过预选赛之后，可以组队参加正式比赛。组队成功之后，选手可以
从大赛网站下载比赛的 sample 样本数据文件，理解和分析竞赛数据模式。
5 月 26 日 12:00 开始，竞赛平台提供 1 亿的初赛训练数据，用于参赛队伍训
练模型以及制定预估策略；同时，平台提供 5 百万的测试数据，用于参赛队伍
在比赛中的模型评估和排名。
5 月 26 日 12:00−6 月 30 日 12:00，系统每天进行 2 次评测和排名，评测开始
时间为当天 12:00 和 23:00。参赛队伍可以在一天内多次提交结果，以当前最
后提交的结果文件进行评测。系统按照评测指标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定时更新
排行榜。排行榜将选择参赛队伍在本阶段的历史最优成绩进行排名展示。
初赛截止时间是 6 月 30 日 12:00，TOP10 团队将获得初赛奖励，初赛成绩排名前
100 名参赛队伍将进入复赛。
3. 复赛（7 月 15 日−8 月 11 日）
复赛参赛队伍需要在科赛网的 K-Lab 平台上完成数据处理、建模、算法调试、生成
结果等，所有比赛数据不可下载，可使用平台提供的计算资源和工具包。
7 月 15 日 12:00 开始，竞赛平台提供 10 亿的初赛训练数据，用于参赛队伍训
练模型以及制定预估策略；同时，平台提供 2 千万的测试数据，用于参赛队伍
在比赛中的模型评估和排名。
7 月 15 日 12:00−8 月 10 日 23:00，系统每天进行 2 次评测和排名，评测开始
时间为当天 12:00 和 23:00。参赛队伍可以在一天内多次提交结果，以当前最
后提交的结果文件进行评测。系统按照评测指标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定时更新
排行榜；排行榜将选择参赛队伍在本阶段的历史最优成绩进行排名展示。
8 月 3 日 12:00 开始，竞赛平台提供 1 亿的最终成绩测试数据，此数据集仅用
于复赛队伍的最终成绩评比和排名，不参与比赛过程中每天排名。

8 月 11 日 12:00，系统根据最终测试集的评估结果，公布所有复赛队伍的最终
成绩和排名。
复赛截止时间是 8 月 11 日 12:00，TOP10 团队的代码需要进行审核，符合要求的
排名前 10 名参赛队伍选手将受邀参加决赛。
4. 决赛（8 月中旬）
决赛将以现场答辩会的形式进行，晋级决赛团队需提前准备答辩材料，包括答
辩 PPT、参赛总结、算法核心代码。
答辩现场，每支队伍面对评委有 15 分钟的陈述时间和 10 分钟的问答时间。评
委将根据选手的技术思路、理论深度和现场表现进行综合评分。
决赛分数将根据参赛队伍的算法成绩和答辩成绩加权得出，评分权重为复赛 B
阶段 70%，决赛答辩 30%。
决赛地点和时间安排另行通知，受邀参加决赛的选手在北京决赛期间的食宿由
大赛组委会安排，往返交通费及其他费用自理。

三、 奖项设置
初赛和决赛的奖金池总额为 30 万元人民币，所有奖金均为税前金额。
1. 初赛奖项
前 10 名队伍颁发初赛名次证书，每个队伍奖金 1000 元。该奖项由平台利用测试
数据测试算法，并根据测试结果排名产生。
2. 复赛与决赛奖项
总决赛队伍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入围决赛参赛队伍的指导教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
奖，复赛 11-30 名队伍获得三等奖。
奖项名称

数量

对象

奖励办法
证书以及奖金：
- 第 1 名奖金 15 万元

一等奖

3

决赛前 3 名队伍

二等奖

7

决赛 4-10 名队伍

证书，奖金 1 万元

三等奖

20

复赛 11-30 名队伍

证书

优秀指导教师奖

10

决赛队伍指导教师

证书

- 第 2 名奖金 5 万元
- 第 3 名奖金 2 万元

3. 周周星
自大赛公布排行榜之日起，每周榜单排名前三名的参赛队伍将获得周星星。周周星
以每周五中午 12 点的评分为准，取前三名，发放精美纪念礼品；对于前面已经获得周
周星的队伍，不重复发放，名额按名次顺延。
4. 其他激励
招聘绿色通道：复赛排名前 50 的队伍可直接获得字节跳动校招面试直通卡（即招
聘流程省略简历筛选及笔试筛选阶段，直接进入面试阶段 ，2020 年底前有效）。

五. 违规处理
参赛者应本着诚实、公平的态度参加比赛，如在以下情况出现违规，大赛组织委员
会（简称“大赛组委会”）有权取消参赛者所在队伍的参赛资格，情节严重者将通报参赛
者所在高校并追究其违法责任。
1. 账号使用：参赛者有义务保证账号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且账号仅限于参赛
者本人使用；参赛者禁止使用多账号参赛，同一参赛者不可使用多个账号进行
提交、刷分操作；如根据判断认为参赛账号存在异常或违背正常使用条例，组
委会可以单方面暂停或终止该账号登录大赛平台。
2. 比赛成果：严禁参赛队伍之间相互抄袭。如不同参赛队伍提交结果高度相似，
经判定存在抄袭行为的，组委会将取消相关参赛队伍的参赛资格，相关参赛成
绩无效。另外，参赛者应保证其在比赛过程中所产出的所有成果未侵犯任何第
三方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及其他合法权益。如第三方因为参赛者侵权行为提
出索赔、诉讼等，参赛者应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及损失。
3. 数据使用：对于大赛提供的数据（数据集），参赛者须仅在比赛场景下使用，
同时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比赛之外的任何数据参赛。对于不提供下载的比赛数
据，参赛者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复制、下载或获取。参赛者如发现任何出现数
据未授权访问的可能，应立即通知组委会并积极提供相关信息。
4. 代码分享：在大赛举办期间，未经组委会同意，参赛者禁止公开分享与赛事相
关的数据、模型和代码；大赛结束之后，参赛者可以在拥有模型和代码的知识
产权的情况下自行选择公开分享，但需要确保此类公开共享不会侵犯任何第三
方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及其他合法权益。
5. 参赛者若在参赛过程中发现相关规则漏洞或技术漏洞，有义务及时告知资委会
相关漏洞的信息，组委会将对提供相关信息的参赛者表示相关感谢；若参赛者
利用相关漏洞进行参赛，经判断查证后，成绩将会被判断为无效成绩。

六. 申诉与仲裁
1. 参赛团队或选手对不符合大赛规定的设备、工具和软件，有失公正的评判和奖
励以及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向大赛组委会提出申诉。组委会负责受理
比赛中提出的申诉并进行调解仲裁，以保证大赛的顺利进行和大赛结果的公平
公正。组织委员会作出的仲裁结果为终局决定。
2. 申诉报告应明确申诉内容，指定一名成员作为联系人，并要有参赛队伍成员的
签名，否则申诉将不予以受理。
3. 组织委员会将在收到申诉之日起 5 个工作日之内受理，并认真核查和处理。

七. 其他
本大赛规程的最终解释权归“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大数据挑战赛”组织委员会
所有。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大数据挑战赛”组织委员会
2019 年 4 月

附：预选赛——文本情感分类模型
本预选赛要求选手建立文本情感分类模型，选手用训练好的模型对测试集中的文本情感进行
预测，判断其情感为「Negative」或者「Positive」。所提交的结果按照指定的评价指标使用在线
评测数据进行评测，达到或超过规定的分数线即通过预选赛。

一.

比赛数据
数据样本格式：
列名

NO

类型

字段描述

1

ID

int

文本唯一标识

2

review

string

文本（英文）

3

label

string

文本的情感状态

其中，训练集的样本规模为 6328，测试集的样本规模为 2712。为保证比赛结果的真实性，
每周系统将替换新的测试集数据。

二.

提交结果
选手提交.csv 的结果文件，文件名可以自定义，但文件内的字段需要对应。其中，ID 表示文

本唯一标识，pred 表示预测该条文本的情感状态是否为「Positive」。
结果文件的内容示例：
NO

三.

Pred

1

0.123456

2

0.654321

3

0.799212

评估方法
选手提交结果的评估指标是 AUC（Area Under Curve），本次测评采用 Public-Private 榜与

实时测评方式，即参赛选手提交结果文件后几分钟内便可获知分数。
参赛选手总共可提交最多 3 次结果文件，取选手提交次数内分数最好的 Private 成绩作为预选
赛成绩。当该成绩达到或超过规定分数时，即可通过预选赛，选手会收到晋级的通知邮件。

附：赛题描述——文本点击率预估
搜索中一个重要的任务是根据 query 和 title 预测 query 下 doc 点击率，本次大赛参赛队伍
需要根据脱敏后的数据预测指定 doc 的点击率，结果按照指定的评价指标使用在线评测数据进行评
测和排名，得分最优者获胜。

一.
1.

比赛数据
sample 样本：query 以及对应网页数据的的明文数据，并已经分词为 term，term 之间空格
分割，样本行数 3000；这份样本供参赛队伍了解基本的参数数据模式。
说明：所有数据按列分割，分隔符为","。

sample 样本格式：
列名

2.

类型

示例

query_id

int，一个 query 的唯一标识

1

query

字符 string，term 空格分割

"字节跳动"

title

字符 string，term 空格分割

"字节跳动 - 百科"

label

int，取值{0, 1}，有点击为 1，无点击为 0

1

training 样本：脱敏后的 query 和网页文本数据，并已经分词为 term 并脱敏，term 之间空格
分割，样本规模初赛 1 亿，复赛增加到 10 亿；这份数据主要用于参赛队伍训练模型，制定预
估策略。
training 样本格式：
列名

类型

示例

query_id

int

3

query

hash string，term 空格分割

"1 9 117"

title

hash string，term 空格分割

"3 9 120"

label

int，取值{0, 1}

0

3.

test 样本：脱敏后的 query 和网页文本数据，并已经分词为 term 并脱敏，term 之间空格分
割，样本规模初赛 5 百万，复赛 2 千万（与初赛不重复）；这份数据用于参赛队伍比赛中模
型评估和排名，初赛队伍根据初赛队伍根据初赛排名择优进入复赛；复赛 test 数据数据仅用
于复赛排名，不计入复赛最终成绩。
test 样本格式：
列名

4.

类型

示例

query_id

int

7

query

hash string，term 空格分割

"1 11 132"

title

hash string，term 空格分割

"3 2 27 14 1123"

最终成绩 test 样本：脱敏后的 query 和网页文本数据，样本规模 1 亿，样本数据格式与 test
样本格式相同；这份数据用于复赛队伍的最终成绩评比和排名，不参与比赛过程的排名；数
据放出日期为复赛结束前一周。

二.

选手提交结果
选手提交数据是 query_id+预估点击率，例如：
对于测试数据：1, "1 2 3", "1 4 9"，
提交样例为：1, 0.5 （其中 1 位 query_id，0.5 为预估点击率）。
说明：提交数据需要与 test 样本顺序一致。

三.

评估标准
选手提交结果的评估指标是 qAUC，qAUC 为不同 query 下 AUC 的平均值，计算如下：
𝑠𝑢𝑚(𝐴𝑈𝐶 )

𝑖
𝑞𝐴𝑈𝐶 = 𝑞𝑢𝑒𝑟𝑦_𝑛𝑢𝑚

其中 AUCi 为同一个 query_id 下的 AUC（Area Under Curve）。
最终使用 qAUC 作为参赛选手得分，qAUC 越大，排名越靠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