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1】2019 多源数据融合的水稻当季产量估测 

【安徽易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命题方向 

大数据 

2．题目类别 

应用类 

3．题目名称 

2019多源数据融合的水稻当季产量估测 

4．背景说明 

【整体背景】 

有着 7000 多年种植历史的水稻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我国种植面积约 4.5亿亩，水稻的产量影响着我国 60%以上人的

口粮，因此种植好水稻，培育好水稻产业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

而精确的估测出水稻产量，在公益性行业和商业上都具有重要的

意义。在帮助农业绿色生产的场景中，水稻产量估测模型可以精

准地计算出作物籽粒中吸收和转移走的养分数据，根据养分恒量

监控原理，可以为精确农业提供重要的数据来源；在农业保险应

用场景中，保产不保全是未来的重要工作宗旨，区别于传统的粗

狂的农业保险理赔方法，高精度的产量估测数据可以为精准保险

提供理赔依据，实现精准投保与理赔；在农产品期货贸易场景中，

如果能够提前预知大宗农产品的产量，可以为金融交易抢占先机，

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更能为国家口粮的宏观调控提供依据，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因此，一种能够在水稻生长的中后期可以快速



的大面积的产量估测方法是十分具有商业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模

型。另外，培养当代大学生爱农业，懂农业，愿意为我国农业产

业的绿色健康发展和乡村振兴做出贡献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公司背景】 

安徽易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主要围绕大数据，地理信息，人

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在农业、国土等领域开发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目前开发有农业大数据平台，农业遥感监测平台和国土遥感监测

平台等多项软件产品和解决方案，与中国农业大学、安徽科技学

院等高等院校开展了不同类型的产学研合作，是国家级中小型科

技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企业，软件企业，现已获得软件著作

权 22 项，已经申报专利 2 项，通过了 ISO9001,27001 等国际标

准认证，是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具有测绘资质、主持了省高技术

产业化、筑梦新区创新团队等多项研发项目。公司成功案例有小

岗村农业物联网示范工程、金寨县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黑龙江

建三江农业遥感大数据平台等 20 多项不同级别的农业信息化服

务项目，服务农户 300多家，耕地面积近 600万亩，业务涉及东

北、华北、长三角地区的多个市县。未来，公司努力在农业遥感，

农业大数据领域等加大研发投入和转化速度，为更多的企事业单

位带来更有效益的产品，为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努力奋

斗。 

【业务背景】 

农业生产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气象、土壤、田间管理、品种、

病虫草害，这五个维度的特征数据可以解释农作物的整个生育期



内的所有生长规律和产量形成。气象数据主要是逐日最高温、最

低温、降雨量和光合有效辐射为主要因素；土壤主要是土壤理化

性质，包括土壤质地、有机质、氮、磷、钾、pH、水分、容重等

因素构成；田间管理主要措施包括移栽时间，收获时间，施肥、

灌溉、密度等；品种和病虫害则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难以定量，而

且这些信息大部分都是点状数据，无法在田块尺度进行观测，因

此需要其他信息来给与更多的补充。 

遥感技术以航空摄影测量为基础，利用搭载在卫星、无人机

或者地面机械设备上的传感器，在不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对目标或

自然现象进行探测和感知的新兴技术。近年来，随着遥感技术不

断发展，人们不仅可以能够识别作物的面积等空间信息，还能从

合适的遥感数据中获取作物的物理和化学信息，例如生物量、叶

面积、氮含量的冠层结构参数，是一种高质量面状的农业观测数

据，可以与其他数据一起融合，提高产量估测精度。 

我国高分卫星遥感专项已经发射了多颗遥感卫星，其中高分

一号卫星搭载的 16 米空间分辨率的四台多光谱相机包含红、绿、

蓝和近红外四个波段、单张相片宽幅 800km，能够大范围的观察

农情变化。一般遥感数据为特殊数据格式，需要经过专业遥感软

件进行处理，得到我们需要的带有坐标系统的 TIF格式数据，还

需要经过辐射、大气矫正、正射矫正才能获取准确的地表反射率

文件。遥感中经常将红、绿、蓝和近红外波段的波段反射率数据

进行运算组合形成新的特征数据，例如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

=(近红外-红光)/(近红外+红光)，它的范围是-1—1之间，植被



一般在 0.2以上，植被指数越大，表示植被越绿，长得越好，这

种指数可以对原有的波段进行降维，并且增强植被的特性，被广

泛用于在遥感数据处理中。 

5．项目说明 

【问题说明】本项目数据来源于安徽当涂县的安徽盛农农业

集团有限公司的 5000多亩水稻种植基地，共有 51个大型水稻田

块，数据具有时间序列特性从 2014到 2018年，主要种植的品种

有南粳 46、镇稻 11、镇糯 19等品种；田间农事管理记录有施肥

量、施肥日期、插秧时间、收获时间；土壤数据有每个田块的、

有机质、氮、磷、钾、pH 等数据；气象数据主要包含最高温、

最低温、雨量、日照时数（需要转换为辐射照度数据）；遥感数

据是从国家资源卫星中心获得的高分一号 WFV 无云的高质量数

据，2014年 20景数据、2015年 29景数据、2016年 29 景数据、

2017 年 23景数据、2018 年 29景数据、2019年比赛开始前会收

集今年的遥感数据，为了便于非地理信息类大学生参赛使用，本

公司已经对数据进行了预处理，最终格式为 TIF；产量数据是在

对整个田块收割卖稻子的时候，经过地磅秤称重获得，精度较高，

并测得水分含量，已经转换为标准产量。 

本项目需要融合多年的农业物联网观测的气象数据，田间实

测的土壤数据、田间操作记录的农事管理数据、品种数据和长时

序观测的遥感观测数据，进行特征工程处理，运用机器学习算法，

得到经过交差验证的高精度水稻田块产量估测模型。 

【用户期望】 



追求水稻产量估测回归模型的精确性和高效性。 

6．任务要求 

【开发说明】 

回归是数据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农业与大数据进行结

合可以辅助农业生产，估测农作物产量。本次拟定通过对已有的

数据进行特征工程建立，筛选合适的指标和维度，建立合适的回

归模型方法，对 2018 年的当涂县整个县的水稻产量进行估算，

并进行制图。 

【技术要求与指标】 

在此项目中，要求详细说明数据维度的选择，训练过程中如

何对模型进行适配调优，对训练集分类的准确率，交差验证结果，

最终模型的效率（为当涂县整个县产量估测所用时间）等。 

【提交材料】 

（1）项目概要介绍； 

（2）项目详细方案； 

（3） 项目演示视频； 

（4）项目简介 PPT； 

（5）企业要求提交材料； 

①所使用的分类方法原理与参数调优过程概述 

②训练后的分类方法，以及对 2014-2018年数据回归分析的

精度分析报告，2018年整个县水稻产量估测效果。 

（6）团队自愿提交的其他补充材料。 

【任务清单】 



（1）模型的概述与简介，对算法模型有充分的认识理解，

切不可只会套用； 

（2）模型的参数调优过程（如果包含调优过程） ； 

（3）模型的效率（包括模型的精度与运算的效率） 。 

【开发工具与接口】 

（1）开发工具：开发工具以及开发平台不限，可以借助开

源的工具； 

（2）数据接口：企业会通过网盘提供。 

7．参考信息 

无 

8．评分要点 

 

  



【A02】5G 时代下的移动网络游戏用户与游戏种类的精准匹配 

【安徽元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命题方向 

移动互联网游戏 

2．题目类别 

应用类 

3．题目名称 

5G时代下的移动网络游戏用户与游戏种类的精准匹配 

4．背景说明 

【整体背景】 

在即将到来的 5G 技术下，移动互联网游戏体验将不会再有

任何问题。5G 带来的超高带宽、超低延时、海量连接等技术，

不单可以用在 4K/8K 分辨率的影视直播服务上，更是给移动网

络游戏以广阔发挥空间，轻松实现随时能玩、随地能玩的需求，

扫清“最后一公里”的障碍。互联网技术的多轮革新推动了手机

游戏及周边产业的稳步上升，特别是在 5G 等移动网络通信技术

的变革下，为移动网络游戏市场提供了更多的用户付费场景，也

增强了用户的支付意愿。 

但技术发展带来的移动网络游戏用户数量的剧增也逐渐裂

变出当下一个社会问题。2018 年 3 月，新闻出版总署明令暂停

发放游戏版本号，文化部的游戏备案通道一度关闭；4月，教育

部下发《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的紧急通

知》，要求重点排查学生沉迷游戏等问题。8 月，教育部等八部



门联合印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了“网

络游戏总量调控”政策。中央及各地网信办约谈手机游戏企业，

对游戏信息内容和网上色情低俗内容进行专项整治，行业面临着

更为强劲的监管。一边是移动网络游戏产品百花齐放，一边是移

动网络游戏用户数量猛增，在信息渠道透明发达的当下，各种不

同类型的手机用户极易被各式各样的游戏产品所吸引或诱导，从

而导致出现手机游戏用户沉迷、用户游戏体验差、用户游戏产品

留存低、手机游戏产品生命周期短的一系列恶性循环问题。 

所以，手机游戏用户导向推动精细化发展是对手机游戏用户

的保护、也是对手机游戏产品精益求精的保证。手机游戏的产业

链主要包含游戏供应商、运营推广平台和用户三类角色。其中，

用户是手机游戏产业链的消费者，是整个产业链的最终落地环节，

其需求逐渐明确和细化。手机游戏企业根据用户群体、玩法以及

题材等细分市场，精准推向有明确潜在用户群体的精品游戏才是

正确且良性发展的方向。 

【公司背景】 

安徽元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深耕移动互联网游戏六年

之久的游戏公司，致力于成为国内顶尖的移动网络游戏运营商、

移动网络游戏用户服务商，以大文娱方向为发展目标，提供全方

位移动娱乐数字化的服务。 

【业务背景】 

安徽元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最早为移动网络游戏用户提供

软件工具开发，增强和辅助用户游戏体验；为大中型游戏研发商



提供运营推广平台和渠道，合作阿里游戏、360游戏、百度移动

游戏、爱奇艺游戏等研发或发行商做二级分发；为小型游戏研发

商的产品提供细分市场精准用户投放、分发和推广，并协助研发

商进行用户数据运营。 

5．项目说明 

【问题说明】 

来自不同研发商的移动网络游戏有 50 款，其中有 30款为同

一风格（MMORPG），10 款为同一风格（SLG），20 款为同一风格

（MOBA）。建立一种从用户获取筛选到精准匹配的模型，对不同

类别的用户做好分类适配和判定并将产品有效的推向用户。 

【用户期望】 

追求用户获取和筛选的精确性与用户进入游戏的高效性。 

6．任务要求 

【技术要求与指标】 

要有 PC 端管理和移动端展示，移动端包体不能超过 400M。 

在此项目中，要求详细阐述如何获取匹配各种类型移动网络

游戏产品的精准用户、如何对这些用户进行基础筛选判定与游戏

产品的适配性、如何将精准用户导入游戏产品中。 

【提交材料】 

（1）项目概要介绍； 

（2）项目详细方案； 

（3）项目简介 PPT； 

（4）企业要求提交材料； 



①主要开发工具或相关辅助工具的概述 

②可视化 web 端或 app 端开发，支持匹配后的精准游戏用

户进入适配游戏产品的过程和结果 

（5）团队自愿提交的其他补充材料。 

【开发工具】 

开发工具：开发工具以及开发平台不限，可以借助开源的工

具。 

 

  



【A03】本地网媒如何打破常规宣传，做出特色化产品 

【安庆市东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命题方向 

新媒体如何发展 

2．题目类别 

应用类 

3．题目名称 

本地网媒如何打破常规宣传，做出特色化产品 

4．背景说明 

【整体背景】 

网络媒体是现如今的新兴产业，一、二线城市对于新媒体重

视程度尤为突出，而三、四线城市还基本依赖于本土官媒，对于

新媒体借力并不是特别突出。网络媒体沦为引流待客的渠道，宣

传功能弱化。如何在瞬息万变网络时代背景下，构建具有竞争力

特色的产品，值得思考。 

【公司背景】 

皖江论坛是安徽皖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网站之一，创立

于 2009年。历经 7 年的运作，皖江论坛成为安徽 10大网络综合

社区之一。安庆市东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皖江论坛安庆运营公

司。目前，皖江论坛 PC端拥有近 33万的正式注册会员，手机端

粉丝量达 18万，日均独立访问用户达 40万，是安庆领先的专业

互动网站，是为用户提供互动交流、投诉建议、活动召集、商品

买卖、网络推广、本地生活服务等各种互动服务为一体的生活社



区。网站自成立以来一直以促进城市信息交流、提高社会效率为

己任，同时也为各品牌提供精准目标用户的互动营销和活动策划

执行服务，为网友提供各种安庆本地生活信息服务。 

【业务背景】 

皖江论坛汇聚生活、房产、家装、汽车、时尚、休闲、购物、

女性、婚庆、亲子、教育、旅游等众多优质频道及安庆本地生活

信息各方面的最新实用资讯，为用户的本地生活、居家置业、旅

游观光和求学、婚恋等提供帮助和支持。因此皖江论坛也成为安

庆餐饮、安庆房地产、安庆汽车、安庆商业、安庆医疗、安庆教

育等众多行业投放网络广告的首选网络媒体。 

线下活动：皖江论坛是目前安庆地区搭配线下活动整体宣传

的门户网站，多点式促销宣传帮助商家达到预期效果。论坛每月

不低于 4场的线下活动（包含各行各业）不仅让商家之间达成了

异业联盟的效果，也让线下活动更加丰富多样，降低了商家活动

的成本。 

5．项目说明 

【问题说明】 

目前三、四线城市对于网络媒体重视度偏低，政府乃至企业

在宣传方面倾向于借助官媒，网络媒体作为新时代的新兴行业，

需要考虑如何在四线城市凸显特色化产品。 

【用户期望】 

追求相比拟一、二线城市网络媒体的发展趋势及定位； 



依据时代发展，打造一个年轻并具竞争力的线上产品，以此

吸引更多年轻人群体。 

【提交材料】 

（1）项目概要介绍； 

（2）项目详细方案； 

（3）项目演示视频； 

（4）项目简介 PPT； 

（5）企业要求提交材料。 

 

  



【A04】2019 移动电商购物 APP——Wish 平台商户转型策略 

【安庆子不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命题方向 

大数据 

2．题目类别 

应用类 

3．题目名称 

2019移动电商购物 APP——Wish平台商户转型策略 

4．背景说明 

【整体背景】 

Wish 是一款移动电商购物 APP。wish 平台主要针对欧美、

北美国家，客户群体广泛，因此关注的人非常多，前景空间更大。

wish 平台的订单量 98%为手机订单，95%的成交量是通过手机完

成。该平台为精品平台，无任何费用，注册账号开店铺是免费的，

而且出单很快，是瀑布流式的服务，可在手机 App 上实现购买。 

目前适宜在 Wish 销售的商品主要包括各种时装、手表和首

饰，未来扩展重点品类是 3C及周边品类和家居用品。禁售产品：

情趣用品、暴露内衣、仿牌。主要市场：针对北美、欧洲、亚洲、

澳洲。热门产品：各种时装、首饰、手表、3C 周边配件、电子

产品等等 

根据用户喜好，通过精确的算法推荐技术，将商品信息推送

给感兴趣用户的移动优先购物 APP。2011年创立于美国旧金山硅

谷，2013 年加入商品交易系统，正式进入外贸电子商务领域，



2014 年在中国成立全资子公司，成立时间虽不长，但年经营收

益超过 4亿美金。 其他的楼上都介绍到了。 

Wish 平台规则变动频繁，很多人觉得玩不转，也有很多卖

家在运营中不知不觉投入了钱也玩死了账号。运营有门道，做个

门外汉免不了“赔了夫人又折兵”，运营过程中首先要知道什么

是不可触及的红线，什么是可能致命的坑？每逢年终旺季，卖家

最苦恼的莫过于店铺运营情况，店铺中产品虽有成千上万，但据

数据分析，真正获得流量的产品却寥寥无几，Wish 平台中流量

提升的重要环节到底是什么？本赛题旨在寻找店铺转型的途径，

能够实现快速适应平台政策，提高店铺流量及销量。 

【公司背景】 

安庆子不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一家通过自主研发适用于

公司业务模式的 ERP系统和物流仓储平台系统，深度整合跨境出

口贸易业务的上下游，依托 Wish 平台的境外网上第三方销售平

台，实现向目标市场终端客户销售流行服饰、鞋帽、饰品等的集

产品研发、设计、销售、供应链管理与服务为一体的“互联网+

产业”综合性公司。 

【业务背景】 

公司经营品类专注，以时尚女装为主，已形成设计、研发、

委外生产、营销、服务为一体化的“互联网+产业”的生态圈。

先进的仓储管理，强大的 IT技术支持团队，以产品设计为核心， 

驱动业务又新又快达成；大数据分析规划全年商品战略，按需开



发，最大限度加速运营效率，控制仓储和供应链成本；强大的资

源整合能力，可将上游和下游连接在一起，有效降低中间费用。 

5．项目说明 

【问题说明】wish 将新增一套新的产品评分系统，升级现

有的店铺评分体系，并应用于平台的一些核心指标（如流量）上，

店铺评分将赋予产品更多加权，商户根据店铺数据情况，建立起

良好的长远的精细化运营策略，实现店店有爆款的更均衡的成长。 

【用户期望】 

追求店铺流量的稳定性增长，实现店铺可持续性发展。 

6．任务要求 

【开发说明】 

随着用户的增多，市场覆盖的扩大，对平台的产品质量、物

流售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次拟定通过对 wish商户实行精细

化分类模型，建立合适的转型运营策略。 

【技术要求与指标】 

在此项目中，要求详细阐述使用的文本处理方法，训练过程

中如何对模型进行适配调优，对店铺现状的精准把握，最终模型

的效率（店铺数据评分，流量情况上涨）等。 

【提交材料】 

（1）项目概要介绍； 

（2）项目详细方案； 

（3） 项目演示视频； 

（4）项目简介 PPT； 



（5）企业要求提交材料； 

 ①所使用的可操作性运营方法与参数调优过程概述 

②精细化运营后，对店铺评分流量数据的分析结果。 

（6）团队自愿提交的其他补充材料。 

【任务清单】 

（1）对店铺数据的深入了解，研究。以及店铺在平台排名

情况的了解。 

（2）商户转型的策略（如果包含调优过程） ； 

（3）转型后店铺评分、流量、销量的情况 

【开发工具与接口】 

（1）开发工具：开发工具以及开发平台不限，可以借助开

源的工具； 

7．参考信息 

无 

8．评分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