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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大量非结构化信息不断涌现，对数据可视化与可
视化分析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可视化开发成本不断提高。数据可视化模型的研究对于可视化开发必不可少。

基于此背景，根据数据信息的分类研究提出一种通用、模块化的数据可视化模型，将可视化流程分为可视化结构

映射、可视化空间布局、可视化视图映射三个主要模块，并基于数据可视化模型利用开源的Ｅｃｈａｒｔｓ图表工具包和
Ｄ３函数库形成可视化工具ＤＶＬ．ｊｓ（Ｄａｔａ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ａｙｏｕｔ）。该工具可应用于Ｗｅｂ平台，包含丰富的图形展示
方式如柱状图、折线图、时序图、饼图、雷达图、层次树、力导向图、标签云等，这些展示方式都提供了完备的数据与

交互接口，能应对不同场合的可视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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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数据可视化被定义为采用图形语言，利用人类对

视觉可视模式的快速识别能力对异质性数据进行视觉

呈现，主要研究人、计算机表示的信息以及它们的相互

影响的研究领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Ｃａｒｄ等［１］首次提出可视化参考模型描述从数据

源到可视化数据集的可视化映射过程。可视化映射表

示从基于数学关系的数据表映射为被人视觉感知的图

形属性结构，是可视化参考模型的核心。可视化映射

中的数据结构需要是真实并保持数据的原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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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表征或隐喻要易于用户快速感知，能够充分表

达数据的趋势性、相似性、差别性等特征。

Ｓ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ａｎ［２］根据数据信息的特征将数据可视
化分为一维、二维、三维、多维、层次、网络、时序等可视

化类型。研究者围绕上述数据类型提出了众多的数据

可视化新方法和新技术，随着大数据时代与互联网、社

交网络等领域的交叉融合，逐渐催生了几类特征鲜明

的数据可视化类型，例如文本标签图可视化、地图可

视化。

周宁等［３］提出了数据可视化系统的ＲＤＶ模型，将
数据可视化过程分解为数据源、可视化数据、可视化对

象三种数据空间，以及映射和数据析取两个过程，并基

于代数结构原理介绍数据可视化整体结构。在知识可

视化和信息可视化的比较［４］中研究分析了可视化的基

本思想。刘晓平等［５］从协同设计中静态约束信息的映

射研究中提出了可视化映射过程：可视化结构映射、可

视化空间映射、可视化元素映射和可视化属性映射，整

个映射过程围绕静态约束数据信息展开。李晶等［６］将

多维数据可视化分为数据信息的图形可视化和结构可

视化两部分。夏治坤［７］从研究多维数据可视化的直观

性、交互性、智能性等角度提出了符合用户需求的多维

数据平面基本模型。陈先灏等［８］针对电商产品数据使

用ＨｉｇｈＣｈａｒｔｓ工具设计了一种以统计图为主的可视化
查询系统。赖晓文等［９］以ＳＶＧ技术为核心，研究实现
一种具有标准面向对象接口的应用于电力系统方向的

可视化方法库集成平台，提高了电网数据可视化分析

效率。

本文提出了一种通用的数据可视化模型，该模型

描述了原始数据经过处理转换为包含信息类别、区间、

数值属性及可视化目标的可视化结构，并在适合的空

间中选择匹配的布局方法形成可视化对象，通过可视

化视图映射形成可视化图形的映射过程；在可视化的

整个流程中用户都可以介入来调节模型以完成特定的

任务需求。与文献［３－９］相比，该数据可视化模型具
有如下主要特点：

（１）将数据的基本类型与当前互联网的鲜明特征
融合，可视化模型涵盖的数据更广泛。

（２）定义通用数据可视化结构，实现了对数据服
务的支持。

（３）引入可视化布局过程，提出可视化结构单一
布局映射和可视化结构多局映射，丰富了数据可视化

的表征形式。

（４）定义良好的可视化结构匹配机制，针对可视
化图形布局转换进行验证。

（５）基于可视化模型实现了图形插件，可应用于

Ｗｅｂ系统开发，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可移植性。

１　数据可视化模型定义

数据可视化模型定义为将可视化数据具有的属性

特征映射为几何空间中可视化关键要素，完成可视化

数据到可视化视图映射的过程。图１描述了数据可视
化模型映射过程，以数据为中心的可视化映射包括结

构映射、空间布局映射、视图映射，生成的数据实例包

含可视化结构、可视化对象、可视化视图。以用户为中

心的可视化控制包括视图交互、可视化空间布局转换、

可视化结构转换、更新数据等操作。可视化数据编码

的可视化映射流程概括如下：

（１）可视化结构映射：将可视化数据根据数据特
点、用户可视化目标转换为可视化结构的过程。

（２）可视化空间布局：将可视化结构的类型与用
户选择的可视化布局结合生成可视化对象的过程。

（３）可视化视图映射：将可视化对象转换为可视
化元素和可视化属性以图形的方式呈现在用户界面的

过程。

图１　可视化映射模型

针对可视化映射模型中的过程映射函数流程如图

２所示，可以分为三类：
（１）布局转换函数 Ｆｌ：对应可视化结构的布局和

空间映射，可视化结构与可视化对象的对应关系可以

是一对一、一对多的关系；

（２）视图映射函数 Ｆｖ：对应可视化对象的视图
绘制；

（３）视图交互函数 Ｆｉ：对应可视化视图的界面控
制操作。

图２　数据可视化映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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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针对不同的任务，选择控制迭代可视化

模型中的每一个环节，将新生成的可视化对象进行视

图重绘。

２　数据可视化模型设计

２．１　可视化模型中的数据定义
数据可视化映射模型中数据以通用的数据结构作

用于可视化模型的映射过程。以可视化数据为输入，

根据数据具有的特点和用户可视化目标经过结构映射

生成可视化结构，以可视化结构和用户布局选择为输

入经过空间布局生成可视化对象，以可视化对象为视

图映射的输入经过图形绘制最后生成可视化视图。根

据数据在可视化过程中具有的类别属性、区间属性和

数值属性［１０］将可视化数据格式定义为 Ｍ＝｛ｔｉｔｌｅ，ｄｅ
ｓｃｒｉｂｅ，ｏｂｊｅｃｔ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ｅ｝。ｔｉｔｌｅ为
可视化数据的名称描述；ｄｅｓｃｒｉｂｅ为可视化数据的背景
描述；ｏｂｊｅｃｔｓ表示可视化数据中由类别属性组成的集
合，由数据类别名称作为唯一标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为数据的
区间属性组成的集合；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表示类别、区间与数值
属性关联关系组成的对象集合；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ｅ表示数据
类别与区间之间的关系类型。基于坐标式的结构中每

组关系可表示为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ｖａｌｕｅ１，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ｖａｌｕｅ２，…］｝，由数据类别与信息区间共同确定
数据值属性；对于层次结构的数据结构表示为数据类

别与区间属性嵌套组成的对象集合，每一组关系可表

示为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ｎａｍ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其中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为当前
数据类别的区间属性组成的集合，当前的数据类别为

父级的区间属性集合；对于网络结构的关系结构可以

表示为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ｔａｒｇｅｔ｝，ｓｏｕｒｃｅ为源数据节
点，ｔａｒｇｅｔ表示目标节点组成的数据集合。

２．２　数据可视化模型
基于数据可视化流程图，数据可视化模型主要分

为三部分：可视化结构映射、可视化空间布局、可视化

视图映射。

（１）可视化结构映射
可视化结构映射是将不同来源，不同格式的可视

化数据根据数据的类型、用户的可视化目标转换为可

视化结构的过程。可视化数据与可视化结构为一对一

的映射关系。

将Ｓ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ａｎ提出的数据类型与大数据时代交
叉融合，我们所设计的数据可视化结构包含：表征分组

及分类关系的列表式结构，表征信息的程度、数值等属

性的坐标式结构，其中包括直角坐标系，极坐标系、地

理坐标系等类型，表征数据层次、继承、因果等关系的

层次结构，表征数据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等复杂关

系的网状结构，表征数据随时间变换状态的结构时间

流结构，表征文本属性值的标签字结构等类型。不同

结构通过可视化结构中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ｅ表示，如表 １
所示。

表１　可视化结构类型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ｅ值 可视化结构类型 定义

１ 一维结构
表示单一属性的统计数

据集

２ 二维结构
表示具有二维属性的统计

数据集

３ 多维结构
表示具有三维及以上属性

的统计数据集

４ 时间流结构 表征随时间变化的数据集

５ 层次结构
表示具有层次、继承、因果

等关系的数据集

６ 网络结构
表示一对一、一对多，多对

多等复杂关系的数据集

７ 地理位置结构 与地理位置相关的数据集

８ 标签字结构
表示文本统计结果的数

据集

可视化结构映射是可视化模型的基础，只有正确、

合理、有效地表征可视化结构，才会使整个可视化过程

有意义。

（２）可视化空间布局
可视化空间布局是指根据可视化结构的类型与用

户的可视化布局选择生成可视化对象的过程。根据可

视化结构的数据特点，可视化空间布局可以分为统计

图布局、时序图布局、层次图布局、网络图布局、地理位

置图布局、标签云布局。其中统计图布局根据数据的

维度进一步表示为饼状图、柱形图、折线图、散点图、平

行坐标图及雷达图等。

在可视化模型中，由可视化数据唯一确定的可视

化结构并不能适应所有的可视化布局，根据可视化结

构中的字段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ｅ生成可视化结构布局匹配模块
来验证可视化结构与选择的可视化布局是否匹配。可

视化布局映射主要分为两种方式可视化结构单一布局

映射和可视化结构多局映射。

定义１　可视化结构单一布局映射是指可视化结
构与可视化对象的一对一映射场景。

定义２　可视化结构多布局映射是指可视化结构
与可视化布局的一对多的映射场景。

可视化布局与可视化结构对应关系如表２所示。
对于坐标式结构的数据根据数据的维度选择适当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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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保证可视化结构在空间内部完整、充分、有效地表

示出来，属于可视化结构多局映射；层次结构和网络结

构的数据可视化空间布局映射为一对一的方式。

表２　可视化布局与可视化结构关系

可视化布局 可视化结构类型

统计图布局
一维、二维、多维结构、时间流

结构、地理位置结构、标签字

时序图布局 时间流结构

层次图布局 层次数据结构

网络图布局 网络数据结构

标签云布局 标签字结构

地理位置图布局 地理位置结构

根据数据类型特点和可视化布局的不同，将可视

化对象定义为四种不同形式：第一种为统计图和地图

位置图布局相关的可视化对象｛ｔｉｔｌ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ｄｅ
ｓｃｒｉｂｅ，ｏｂｊｅｃｔｓ，ｓｅｒｉｅｓ：［｛ｎａｍｅ，ｄａｔａ｝］｝；第二种为层
次图布局的可视化对象｛ｎａｍ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第三种为网
络图布局的可视化对象｛ｎｏｄｅｓ：［｛ｉｄ，ｎａｍｅ，ｖａｌｕｅ｝］，
ｅｄｇｅｓ：［｛ｓｏｕｒｃｅ，ｔａｒｇｅｔ，ｗｅｉｇｈｔ｝］｝；第四种为标签云
布局的可视化对象［｛ｎａｍｅ，ｖａｌｕｅ｝］。

（３）可视化视图映射
在确定可视化的结构与空间布局后，就会生成唯

一的可视化对象进行视图绘制。可视化视图绘制是指

将可视化对象转换为可视化元素以图形化的方式呈现

在用户界面的过程。可视化视图映射主要包括可视化

对象到可视化图形元素的绘制和可视化图形属性设置

两个部分，通常这两个部分在可视化视图渲染过程中

同步进行的。

可视化图形元素绘制中可视化元素一般要选用二

维或者三维的基本几何图形来表示；可视化元素的关

联一般选用直线或者弧线连接；针对地理位置、标签字

等特殊的可视化元素选择相应地图和文字表现形式。

可视化属性选择对于可视化结果表现的准确性、美观

性、立体性至关重要。常见的可视化属性设置包括：使

用颜色的色调、饱和度、亮度等标识不同类别对象，强

化对象之间的区别；利用几何的长度、宽度、深度、大

小、角度等特性与信息的数值属性建立对应关系表示

信息的定量关系；利用动态的显示、运动、高亮、闪烁等

特效表示可视化交互过程，强调信息，丰富用户的视觉

感知。用户可以根据特定的任务驱动设置适合的可视

化属性调整可视化视图。

可视化视图的映射一般采用基础的可视化工具实

现可视化图形绘制和可视化属性的设置。在本文的视

图映射部分针对统计数据相关的统计图布局，地理位

置图布局使用 Ｅｃｈａｒｔｓ工具完成，针对层次图、网络图

和标签云使用Ｄ３函数库完成。并在视图绘制的同时
通过参数的形式设置可视化元素的属性。

３　信息可视化模型实现

本文以数据可视化模型为核心设计并实现了基于

Ｗｅｂ的数据可视化平台。该平台利用ＳｐｒｉｎｇＭＶＣ框架
实现可视化数据处理生成可视化结构；根据 ＪＳＯＮ格
式在网络传输与数据交换的优势，使用 ＪＳＯＮ作为可
视化结构实例贯穿可视化映射的始终；利用ＨＴＭＬ５和
ｊＱｕｅｒｙ、Ｓｅａｊｓ、Ｅｃｈａｒｔｓ图表工具和 Ｄ３［１１］函数库实现浏
览器端对可视化视图的空间布局与视图映射的支持。

基于数据可视化模型，利用 Ｅｃｈａｒｔｓ和 Ｄ３函数库
实现了一种具有集成性、可移植性的可视化图形库插

件ＤＶＬ．ｊｓ。ＤＶＬ．ｊｓ中主要包含布局映射 ｌａｙｅｒ模块、
数据转换ｍｏｄｅｌ模块、可视化匹配 ｍａｔｃｈ模块、图形绘
制ｄｒａｗ模块。ＤＶＬ．ｊｓ中布局映射模块描述了布局选
择过程，根据 ｍａｔｃｈ模块返回的是否匹配结果调用
ｍｏｄｅｌ模块进行数据转换，ｍｏｄｅｌ模块返回相应的可视
化对象，最后进行视图的绘制模块。布局映射是视图

可视化的关键环节。图３描述了数据转换模块中可视
化结构转换的过程，根据布局中选择的视图类型进行

数据转换；图４描述了视图绘制模块的调用过程，该模
块中目前实现的图形包括基于统计的柱形图、折线图、

饼状图、雷达图、平行坐标图，基于时间关系的静态时

序图和动态时序图，基于地图的可视化描点、热力图，

动态和静态的标签云，层次可视图，网络力导向图。

图３　ＤＬＶ．ｊｓ中ｍｏｄｅｌ模块

图４　ＤＬＶ．ｊｓ中ｄｒａｗ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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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数据可视化模型应用

数据可视化平台支持多种不同的数据类型，数据

来源主要有两种方式：从本系统数据库读取的数据和

从外部导入的数据，对于外部使用接口形式导入的数

据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方式。本文以使用接口导入静

态数据为例介绍数据可视化模型映射过程。

使用外部接口ＡＰＩ形式导入数据及其配置选项后
形成的可视化结构如图５所示，根据可视化结构类型
选择布局方式如图６右侧布局栏所示。进行匹配成功
后调用ＤＶＬ．ｌａｙｅｒ．ｓｅｔＬａｙｅｒ（）进行布局转换，ＤＶＬ．ｌａｙ
ｅｒ．ｓｅｔＬａｙｅｒ（）函数内部调用 ＤＶＬ．ｍｏｄｅｌ．ｃｈａｎｇｅ（）生
成可视化对象，将可视化对象作为 ＤＶＬ．ｄｒａｗ模块的
输入，调用相应的图形绘制函数生成可视化图形，图６
描述了使用地理位置图呈现地区收入分布；可视化视

图交互中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的布局方式进行空间布局

转换生成新的可视化图形，图７描述了使用柱状堆叠
图后呈现的地区收入统计情况。

图５　可视化数据接口

图６　可视化图形实例１

图７　可视化图形实例２

５　结　语

本文首先给出了一种通用的数据可视化数据结构

定义，介绍了数据可视化模型中可视化结构映射、可视

化空间布局、可视化视图映射三部分主要内容。并基

于ＳｐｒｉｎｇＭＶＣ架构对可视化模型设计和借助对Ｅｃｈａｒ
ｔｓ与Ｄ３工具包进行封装与二次开发的插件形成功能
丰富的可视化图形方法，最终生成了通用的面向对象

接口的可视化Ｗｅｂ平台，为数据挖掘人员对挖掘结果
的呈现提供了直观、生动的可视化方式，降低了开发成

本，实现了数据可视化的快速生成与传播。基于 Ｅｃｈ
ａｒｔｓ和 Ｄ３开发的可视化插件具有较强的可移植性和
可集成性，可高效地应用于不同角色、背景的可视化分

析平台。

虽然数据可视化模型提供了通用的可视化方案，

涵盖了大部分的信息类型，支持十多种不同的可视化

图形，但是如何进一步将不同的图形进行组合从而优

化对信息特征和属性的表现，下一步工作会结合实际

的应用场景进一步优化对可视化图形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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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同时使模型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特别是对于

Ｃ４．５决策树构建的目标函数，基于 ＳＶＲ的趋势寻优
算法显著提升了模型性能。

本方法非常适合中小企业在收集数据样本不足的

情况下使用，即在有限的样本数量条件下获得较为科

学和精准的分类结果。销售人员可以根据分类情况得

到有价值的潜在客户预测，从而采用合适的个性化营

销方案提升企业的商机转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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