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銃 汁 教 育 学 会

美子挙亦 2019年 (第六届 )

全国大学生筑汁建模大賽的通知

各有美高等院校校【井公室[

力在大学生中侶尋学葛銃汁、泣用筑十的良好気El,近

庄大数据時代的高校筑チー人オ的培弊要求っ提高大学生的数

据屹掘、数据分析、通用廿算ガL丈理数据的能力,カロ張砲1新

思象意沢,協助解決社会宴眸同題,中 国筑汁教育学会、教

育部高等学校筑汁学楽寺立教学指手委員会、/1・ 国庄用筑汁

寺立学位研究生教育指早委員会咲合挙亦 2019年 (第六届 )

全国大学生銃汁建:模大募。本届大界由河南ズ学承亦,現杵
有美事項通失口政口下:

一、大賽目白ャ及意文

全国大学生筑||‐ 建模大賽足面向全国高等院校本科生

和研究生的銃汁泣用活功,目 的在子激励片大学生学マ筑

廿、庄用銃汁的税板性ゅ実現現実意ぇ,提高近用筑汁方法

及汁算机技木,建立筑汁模型,反映高反量友晨及民生保障 ,



解決共膵同題的能力。提高1文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

的能力,力 解決姪済社会熱点准点同題提供可借春的思路和

席示。

二、参賽稔文逸題的苑曰和要求

本届大界俺文逸題分力 “筑汁定模炎"ヽ “大数裾鹿用

炎"、 “市場調査分析美"和 “生物医学美"四 炎。在四炎中,

参奏陳自定俺文題口。“筑ナ建模炎"発文以逃題的有妓性、

候浚的合理性、建模的奄1造性、錆果的正魂性
～
未述的清晰

性力主要林准。“大数据泣用炎"発文以筑廿模型
～
探索丈

理辻程的合理性,批量数据背后的信息准碗性格掘力主要林

准。“市場調査分析炎"奇文以上題的実妓性、方条的合理

性、分析的科学性、結俺的倫値1陛和未述的清晰性力主要林

准。“生物医学炎"発文以上題的新穎性
～

実用性、方法的

可操作性、数据的真共性利叶妓性、分析推理的合理性和完

整性力主要林准。(逃題具体要求几附件 1)。

三、参賽方式及要求

各有美高等院校仝曰キ1在政本科生、研究生均可扱名 ,

寺立不限。本届大奏以俎陳方式参賽,毎険 3人,由 参奏者

自由俎FOA。 要求,本科生俎 3位逍手都足本科生,研究生俎

3位逃手中包合有研究生。毎銘参賽陳スス能参か一企俎男1、

一介美男1,不得兼項。

扱名以学校力単位,不接受参界陳宣接扱名0毎所院校

毎今炎男1分男1限扱 10支険。清各参奏院校私板俎須好本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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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本科生和研究生俎仄参界,毎今学校須指定寺人久責常核

大学生扱銘姿格井在扱銘表上か蓋/AR章。扱名参界不牧取任

何費用。

四、大賽流程

本届大界分力西企除段,第一除段力沿文撰写除段,参

界吹須在 2019年 6月 30日 裁止日期え前,接照大界要求提

交参界港文,大界仇委会以匿名坪常的方式逃行坪常。第二

除段力港文答丼除段及鹿用考核除段。大界机委会杵召升浴

文答丼会,入地参界陳須接照規定的叶同和要求対参賽港文

逃行自述,井回答寺家的提日,以考核参界沿文的原奄1性 、

合理性和正碗性,参加第二除段沿文答井的叶同和地点男行

通知。

参奏仄須公牙数据来源,提交原始数据包和数据分析程

序。大界要求参界眺提交承芳ギ,承労参界発文足在界期

(2019年 5月 5日 至 6月 30日 え同)由所有参界陳長共同

参与原奄1的 。大界机委会杵対参界沿文逃行査重。大界要求

参界沿文使用正版筑十分析軟件。

五、稔文要求

力了筑一沿文規疱,現対参界沿文提出統一規疱要求

(洋兄附件 2)。 力了保江坪常反量,摘要一定要格港文奄1新

点、主要想法、倣法、第果、分析錯沿表迷清楚。

参界発文首更力編号更 (兄附件 3),ス包合仄号、仄員

姓名、学校名等信息,第二更起力摘要天和二文天。参界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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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信 `息 不得出現千首更以外釣任何一更,包括摘要頁,否

只1祝力範規,取消参界姿格 G

六、突項没置

大界笑項浚宣按照四今美男1分男1浚畳:

毎今炎男1本科生須
～
研究生俎一等火各不超ミ 10名 ,

二等火 20名 ,二等笑 4o名 ,各炎男1荻得前 15名 的参界陳

杵受邊参加第二扮段現場答丼和恙錆会,其他二、二等史的

荻失江ギ壇理由「寄的方式友放。大纂執委会粋在河南大学径

済学院回靖 httpプ/econ.henu,edutcn/上 友布大界錯果、公示

荻笑臥/1TL信
`息 )伐秀港文杵向中国舛回推存千1登 ,向 筑汁学

木期干1推孝使用。

七、提交形式

清各参界院校子2019年 6月 30日 え前週逍屯子由ド件形

式提 交 扱銘 表 、参界 ぬ 文及 数据包 (由F箱 地 址 :

zgshjitj@163.co m)。 力逹免」沿文提交裁止日集中提交面造成

的図箸欄堵,清各参募臥注意合理安排叶同,提前邊行提交。

本届大界同時4須提交一分妖反浴文(A4妖双面打印 ),

以及提交径蓋章的扱名表(見附件 4)、 未宅答字的承芳牟(附

件 5),通址由「寄方式寄出 (建波使用 EMS或 版キ )。 以上材

料清千 6月 30日 え前寄出,以由「徴叶同ヵ准,範期恕不受

理。

清各参界院校安‖卜寺人作力咲系人,負 責本単位的須須

参界工作。力了保持葛承力ヽ卓住的交流姿詢,清各参界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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咲系人券路加入 “2019年全国大学生銃汁建模大界咲系人

QQ群"(群 1:384418532老 師群,群 2:97⑤238897参界学

生群 )。

(一 )オ腱姥及流程各洵亀赫 :

河南大学笙済学院,芥瞼 ⑬871-2SSS19色 5。

(二 )え界内容吝殉咆赫 :

中国筑汁教育学会秘ギた,萌天馳 ◎1◎…53370313。

(二 )久皮掩え、オ贄燿晨及承携牟郊寄鬼址:

河南省升封市金明区金明大邁翼ヒ段河南大学姪済学院

困委亦公室。由F攻編褐:475③③聡         ‐

1丈準トノ、: グト曜ン  13197347309、  13287豊富Z97◎

八、其他事項

力稲助参界逍手了解筑汁建模有美情苑,河南大学笙済

学院図堵 httpブ/econ.henu.ed場。cnノ升没了2◎19年 (第六届 )

全国大学生筑汁建模大界寺趣更面,大暴粋在寺題天面上陪

須提供大界通舛、培ツ1資料、仇秀作品展示等筑汁建模大界

相美信息,供参考。有美大界蛯一歩的信 `憩 可盗洵筑汁建模

大界仇行委員会亦公室。

本次活功最終解群枚リヨ大界机委会所有,本邁知未尽事

宜清咲系大界仇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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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附件 2:

附件 3:

附件 4:

名表

附件 5:

逃題具体要求

沿文要求及正文格式規疱

大界沿文首更

2019年 (第六届 )全国大学生銃汁建模大界扱

承労ギ

二 〇 一 九 年 二 月 五 日

抄送:各有美高等院校教券炎、学生丈、研究生院、銃汁学

院 (系 )及相美寺立部11

勒高辱

指早委員亀。̈」 旨早委J

書欝



附件 1

逸題具体要求

本次参界奇文分が 筑汁建模美"、 “大数据庄用炎"、「市

場調査分析美"和 “生物医学美"。 “銃汁建模美"大界旨在

掲示批量数据背后的因素,栓粋社会径済現象,苅姪済和社

会友晨倣出預瀕1或 非1断 。“大数据鹿用炎"大界旨在通辻大

界杓建良好的資源共享平合,促逃大数据々云汁算等哉略新

米声立的融合,促逃大数据寺立技本人オ的培芥。“市場調

査分析美"大界在千分析市場情況,了 解市場現状及其友展

走勢,力 市場預淑1利菅硝決策提供客規的、正碗的資料。“生

物医学炎"大奏旨在理辻生物林本、功物共詮、人炎全体利

群体的数据分析,回鹿対公A和社会美注的生命科学和人炎

健康同題。

“筑汁建模美"逃趣可以足々社会友晨息息相美,或均

IEA府 筑汁部11及筑汁熟点工作相美的姪済、貿易、金融、生

恣、人口、交通、能源、城市化、水立、生物、医方、工生

等渚多方面的同題,本次大界特力1建洪以“高反量友晨"、 “大

数据"和 “数字埜済"作力美鍵瀾考慮地題`由参界者自行

投集数据,提出同題利仮浚条件,建立模型,近用筑十分析

方法和筑十分析軟件逃行模型求解,岡 明主要錆沿及現実意

文,井対結果逃行分析与栓詮,■沿模型的仇快点利改i4_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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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鹿用炎"地趣足根据公司、企立和政府銃汁部

11、 科研院所等方面在生声和研究址程中過rll的 実体1司趣 ,

El統 “数据"、 “算法"和 “鹿用",4辻近当筒化加工提煉

出所需解決的同題,要求参界者能修不1用 相美的軟件及図天

中爬取所需的数据,通辻銃汁模型込用逃行数据分析 (特力1

足文本数据 )的炎理,八批量的数据中格掘有数信息建立筑

汁模型解決実昧同題,要求参界者対相美頷域背景同題能有

足杉的理解、能杉倣rll模型坪介的客規性、奄1新性和准碗性。

“市場調査分析美"逃題足力了結合社会的熱点、企立

的需求和企人的美注方向,El銃 “市場調査"、 “数据分析"

和 “模型萩淑|",由 参界者提出需要解決的同題,tll定調査

方案,ミ址調査同巻牧集所需数据,針対所提出的同題分析

数据,外出解決同題的対策和建洪。

“生物医学炎"地題主要曰鋭生物科学、生物技木、基

拙医学、老年医学、萩防医学、医学影像等頷域的理沿和実

い需要,‐ 提出需要解決的日題,井釆用規察性或拭詮性研究

方法荻取研究数据,建立模型。要求参界者有明碗的数据来

源,対模型的仇快点和局限性的汗介要准碗、客規,井提出

茨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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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沈文要求及正文格式規池

1、 沿文要求包括曰永、表格和括圏清単、摘要和美鍵

瀾、発文主体、結合和建洪、参考曰永、附永、致洲,共八

全部分。

(1)曰 永

有助千坪委和政者我至1所需的信息。

(2)表格利橋国清単

杵調査結果用国表え美可祝化形式来表示,同 時也便子

有其他来源的数据資料逃行しヒ校,分出目永方便政者査洵。

(3)摘要和美鍵瀾

摘要是沿文要点的摘永,是沿文要点不カロ注粋和汗奇的

一篤完整的昧述性短文,具有自合性和独立性,能独立千浴

文使用和被31用 ,庄合有沿文仝文的主要信
`認
,突 出新見解

或奄1新性或突出奄1造性成果。摘要中一般不用国、表、化学

結杓式、十算机程序,不用♯適用的符号、木悟和♯法定的

汁量単位。泣有 3至 5企美鍵同,男 起一行畳千摘要下方。

渉及的内容、頷域よ大至1小排rll,便千文献編曰々査洵。研

究生参界発文庄有々中文摘要和美鍵同相対泣的英文摘要

利美鍵同。英活摘要鹿用飼准硫,使用本学科通用的同涯;

摘要中主活 (作用 )常常省略,因面一般使用被功活恣;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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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正碗的叶恣,井要注意主、渭活的一致,外要的冠洞不

能省略。摘要的内容泣包合以下基本要素:

①目的――研究、調査等的前提、目的和任券以及所渉

及的主趣苑曰。

②方法一―所用原理、理沿、条件、対象、手段、程序

等。

③錆果――研究的、調査的、実お的、現察的筆果、数

据,被碗定的美系,得至1的 妓果、性能等。

④結浴一一筆呆的分析、研究、♭ヒ校、坪介、泣用;提

出的同題,今后的深題,建洪,預淑1等 。

⑤其他一―不属千研究、研tll、 調査的主要目的,但就

其結沿
～

情報介値而言也役重要的信 `息
。

(4)沿文主体

浴文的主体需分成若千章市。正文庄包括同趣描述、指

林地捧、数据描述、模型建立、求解和栓詮、模型結果分析

解粋等内容。

沿文主体中鹿包括的内容主要有:々 本次筑汁建模 (或

調査 )有美的概念及重要定又、銃十建模 (或調査 )使用的

方法的悦明、銃汁建模 (或調査 )対象基本情汎数据涯′も、

筑汁建模 (或調査 )数据反量的悦明、調査結果等。各章市

主題要突出,林題泣大致対称,内容え同有声密的週輯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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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系,各部分篤幅K短不宜恐殊太大,章市林題也不宜太K,

活言尽可能筒介明了。

(5)錆沿和建袂              」

結浴和建洪要来自本仄的銃汁建模 (或調査 )数据及対

数据的分析,面不足八其他文献或資料中参考得出。笙逍対

研究対象 (調査分析 )的朱合分析研究,リヨ幼出若千有机咲

系的錯沿,井対本研究成果的意文、推片鹿用的現実性或可

能性和逃一歩的友晨等か以探廿和浴述。結浴鹿咳准碗、.完

整、明碗、精家。    |

(6)参考ギロ

所有的参考文献都泣咳清楚地表明。     _ |

(7)附永       |  ~      ‐ 1

附永是正文主体的ネト充沈明,要対沿文主体所没有渉及

的調査寺題以及所用的調査方法、筑十軟件、数据丈理方法

等一些在正文中没有渉及的逃行ネト充悦明尤其足本次凋研

的方案、同巻渉及等信息。以免正文辻千冗K。 一 ,

(8)致洲

対在完成本次大奏辻程中分予指早和稲動的早りTt校 内

外寺家、実詮技本人員、同学、深題姿助者等表示感謝。内

容泣筒浩明了、実事求足。

2、 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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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需以単企文楷或単企圧縮包与屯子版参界沿文

同時提交。数据包中鹿包括所牧集、使用的数据,牧集辻程

或数据出炎,以及数据分析程序。

3、 浴文字数及羽卜版格式要求

(1)参界沿文主体字符数在 13000字左右,正久最好

不要超址 looO字 :

(2)除林題天外,不要在其他更立接出現学校及参界

仄的信
`息
。

(3)扱告一律釆用 WORD文楷,A4妖 lll版、打印、装

汀。装資順序力:封面、岸更、中文目永、中文摘要 (合美

鍵同 )、 英文摘要 (合美鍵同 )、 前吉 (或 31吉 )、 ぬ文正文、

参考文献、附永。其中封面内容均須打印,不得手写。

・  (4)日 永庄由発文的篤、章、市、条、款以及附永題

永等的序号、題名和天4生成。正文更4単独編夕1,其 更4
八正文第一更升始編写。

(5)林題和正文:沿文正文恙林題末体三号字か粗 ,

単行日距,段前、段后地捧 0行;沿文中一致林題釆用黒体

小三号字;二象林趣黒体四号字;其他林題及正文均月末体

四号字。摘要、参考文献等名称均用黒体四号字,内容力末

体小四号字。行日距 1.25倍 ,段前日距 0.5行。文中国表林

題用末体小四号字,表格内文字一般月末体小四号字或五号

12/16



字,単行日距。忌月昇体字、隻合字及一切不規苑的筒化字,

除♯踏要,不使用繁体字。

(6)更面浚畳及版面要求:文章一律接 A4妖羽卜版。更

迪距采用 WORB系 統試‐ジt逍距,日F:上下迪距力 2.54厘米 ,

左右迪距力 3.17厘米。

(7)奇文主体内容要箇浩、明晩,晨次不宣辻多,晨

次序号力:一、;(一 );1.;①。

(8)数 字用法:凡足公所せ妃、年代、年、月、日、

叶亥1、 各
‐
fllt已 数、汁量均用阿拉 f́白 数字;水所和清代以前的

所史妃年月浜字,井用園括号か注公元気年:今「近的両企数

字井夕1逹月以表示的概数,采用汎字。

(9)文 中国表等:文中的圏表、附永、参考文献、公

示一律釆用阿拉 fl―l数 字装紋編号。女口圏 1,表 1,附注 1,公

示 (1)。 圏序及国題畳子目的下方属中,表序及表題畳千未

的上方居中,国序斥口困題え同、表序
～
泉題え同室両格。沿

文中的公式編号月園括号括起来写在右迪行末,共同不か虚

銭。

(10)参考文献l対孝1夫作者、出た、版本等洋如情九

的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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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大賽稔文首更 (正式沈文清別除 )

(由組 委 会 填 霜 )

2019キ r弟失名り仝国人子生宛廿え模人界

学校

参賽臥号

][.

駄員姓名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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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9年 (第六届 )全国大学生銃汁建模大賽根名表

俎 万1① : 美 万1② : 参界陳号③
:

参賽単位

参賽者

信′息

姓 名 所在院系 年須

指早教帰
④

姓 名 所在院系 駅称/取各 手机

囲臥咲系人

姓 名 手机

E一mail 由「瑚話

通濃地址

単位意兄 (参賽者単位蓋章
⑤

)

年 月 日

填表現明:

①俎男1:此炎清填写 “本科生_4■ "、 “研究生俎"地項;

②搭文炎男1:1と 炎清填写 “筑十建模炎"、 “大数据/_1/用 炎"、 “市場調査分析炎"、 “生物医学炎"逃項;

③参界陳号:IIL丈 由大界抗委会填写;

④指早教りT:女口没有指早教りT,本社可空;

⑤参界単位蓋章:可 以是各有美高等高校教券炎、学生丈、研究生院、院須学院 (系 )及相美寺立部

日,均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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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承潜牟

:我↑1扱送参カロ2019年 (第六届 )全国大学生筑汁建模

大界的沿文趣目足 :

我↑1申 明,所扱送港文是我イ11千本届大界界期 (2019年

5月 5至 6月 30日 )期 同原奄1杓思井奄1作 ,不渉及他人的著

作枚。

我イ11理解,抄染月1人的成果足逍反♭ヒ界規ス1的 ,女口呆引

用力1人的成果或其他公汗的資料 (包括図上査至1的 資料 ),

必須注明其来源。

我↑1承球使用正版軟件。

我↑1邦重承瑳,遵守♭ヒ界規ス1,以保江叱界的公正、公

平性。女口有逹反♭ヒ界規ス1的行力,我イ11尽 意接受界会的人理。

参界吹貝 (未宅答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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