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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力导引图布局的层级视觉抽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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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图规模的增大, 传统的力导引布局算法会出现节点重叠、边交叉等视觉混乱问题, 为此提出一种基于改

进力导引布局的可扩展的可视化层级抽象方法. 首先结合 FR 算法与 LinLog 算法的优点对力导引算法进行改进, 生

成一个具有明显聚类结构、能够体现图结构信息的初步布局; 然后基于布局结果, 采用自下而上的层次聚类方法生成

图的层级结构, 同时定义了体现抽象层级的参数来决定不同层级下的聚类显示, 允许用户在多个层级观察数据结构

特征; 最后采用几何距离、拓扑结构和拓扑结构加中介中心性 3 种不同的度量进行视觉抽象, 并对抽象结果进行比较

分析. 为了说明文中方法的有效性, 分别对信息可视化文章间的文献引用数据、2004 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政治博客数

据, 以及 IEEE Visualization 会议文章的作者合作数据这 3 个数据实例进行实验, 结果表明, 使用该方法并结合移动、

缩放、选择等可视化交互技术, 能有效地帮助用户分析、探索和理解数据隐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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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erarchical Visual Abstrac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Improved Force-Directed 
Graph Layout 

Tang Ying, Sheng Fengfan, and Qin Xujia*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graph size, there appears visual clutter for the traditional force directed layout al-

gorithms, such as node overlapping and edge crossing. Aiming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a scalable hierarchical 

visual abstraction method based on improved force directed layout is proposed. We first combine the advantages 

of FR algorithm and LinLog algorithm to improve the force directed algorithm, which generates the preliminary 

layout for graphs with clear clustering structures. Based on this layout results, a bottom-up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method is used to generate the graph’s hierarchical structure. We define the parameter of abstraction levels to de-

termine the clustering under different hierarchies, so that the users can observe the graph layout structures at mul-

tiple levels. Finally, we use three different metrics, which are Euclidean geometric distance, topological structure 

based distance and topological distance adding betweenness centrality, to compute the visual abstractions. The 

corresponding layout abstractions a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

posed method, three real-world datasets are visualized and analyzed in our experiments. The three datasets are ci-

tation data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papers, the political blog data for the 2004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the co-author data from the IEEE Visualization conferenc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combining the 

visual interactive technologies such as panning, zooming and selecting, our method can help users to analyze,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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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re and understand the hidden information of the data effectively. 

 

Key words: graph layout; force-directed algorithm; hierarchical visual abstraction; distance measure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从各种社会关系网络

到科研合作网络 , 生物关系网络到计算机网络等

等, 人类生活在充满各种网络的世界中, 网络数据

可表达事物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 随着信息时代的

到来, 网络中的节点和联系不断增加, 用户对网络

进行分析、管理和决策的难度越来越大. 节点链接

法是网络的直观表达 , 其用顶点来表示网络中的

个体, 用边来表示个体与个体间的关系. 将现实世

界中的事物抽象成节点链接结构 , 通过图布局算

法可以有效地可视化网络结构. 

基于力导引的图布局算法易于理解 , 实现简

单, 其对大多数网络数据集都能适用, 而且该算法

实现效果具有较好的对称性, 比较符合美学标准. 

它可以动态展示整个布局逐渐趋于收敛稳定的过

程, 从而使用户对布局结果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但

是, 伴随着网络数据规模的扩大, 给力导引图布局

方法带来巨大挑战 . 节点和边不得不挤占于同一

狭小空间内 , 导致节点密集而均匀地分布在整个

视觉空间, 同时还有严重的边交叉重叠现象, 这些

因素导致的视觉混乱使得图布局不再能有效地传

达信息. 这样不仅增加了图绘制的压力, 也阻碍了

用户对真实数据的认知 , 导致难以检测图形结构

(如密集的集群)、探索个体之间的联系、查找关键

点等问题 . 而且很多现实世界中的关系网络具有

小型世界的特征 , 即这些关系网络图具有局部集

群的结构 , 并且它们的直径与所含点的个数相比

显得较小, 如社交网络、参考文献的引用关系图等. 

一般的力导引图布局算法对于这些小型世界特征

效果欠佳, 即使图的规模很小, 它所能展现出来的

信息也很有限 , 甚至很有可能会破坏那些具有揭

示网络结构与功能之间关系作用的原始社区结构[1]. 

所以 , 仅仅使用力导引算法来探索数据信息是不

够的. 

一个良好的布局应尽量保持图形原有的结构, 

同时减少潜在的视觉混乱; 既可以让用户看到图

的概览, 对不同的数据分布有个总体了解, 也可以

对局部的集群进行更细致的观察 , 帮助发现特殊

的点或者聚类 . 层次聚类算法不仅能发现图中的

社区结构, 还可以得到图的层次结构关系, 并根据

需要在不同层次上进行网络分析 , 以发现其中蕴

藏的知识 . 本文结合改进的力导引图布局算法和

层次聚类方法提出了一个面向复杂网络的多层次

视觉抽象方法 . 先用力导引图布局算法产生一个

能够大致体现图结构的粗略布局 , 再采用自下而

上的层次聚类方法生成图的层级结构 . 力导引图

布局算法保证了图的布局结构在视觉上总体美观; 

层次聚类方法迭代计算聚类间的相似性 , 将相似

性高的聚类进行合并 . 通过这种合并可以将在某

聚类度量下相似的一类节点聚合 , 同时也减少边

的数量, 达到图的抽象简化. 此外, 生成的层级结

构可以在不同的高度进行绘制 , 因此可以从多个

抽象级别去理解图形结构; 生成层级结构所用的

度量不同, 所抽象出来的结果便不同. 本文基于几

何距离、拓扑结构(最短路径长度)、拓扑结构加中

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 BC)这 3种度量进

行了视觉抽象, 并进行了比较分析. 该方法不仅适

用于大规模图形, 聚类的数量也不需要预先给定, 

而是通过参数的调节在不同的层级生成 , 以满足

用户的多重需要 . 本文中基于力导引算法的布局

进行聚类, 将聚合的过程直接展示给用户, 为用户

提供了导航 , 用户可以轻易地理解和掌握图中各

部分的聚合结果. 再配合移动、缩放、选择等可视

交互 , 用户可以轻易地对自己所感兴趣的部分做

进一步分析. 

1  相关工作 

分析网络数据的核心是挖掘关系网络中的重

要结构性质, 如节点相似性、节点间的联系、社区、

节点中心性等. 图可视化已在图形图像[2]和信息可

视化[3]领域被广泛研究, 它能够清晰地表达个体之

间的关系以及具有聚类关系的网络结构; 其表示

方法主要有 3种: 节点链接法、邻接矩阵和混合型. 

混合型即针对数据子集的特性对关系密集的采用

邻接矩阵, 而关系稀疏的用节点链接法, 再结合一

些交互以达到较好的布局 ; MatrixExplorer[4]和

NodeTrix[5]就是代表性方法. 尽管邻接矩阵法可以

处理任意密集的图, 显示内部的 clustering结构[6] ,

但它不能有效地表达网络的拓扑结构和关系的传

递, 也不适用于路径的寻找和结构的挖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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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链接法采用节点表示个体, 边表示联系, 

易于被用户理解和接受 . 但是数据节点往往没有

位置信息 , 需要通过节点的布局来表达不同个体

间的关系 . 一个常用的方法是对图进行布局的力

导引算法[8], 它易于理解和实现, 可以为多种类型

的图提供很好的布局结果 , 能够显示图形的全局

结构, 并被广泛使用. 但是, 该算法的计算复杂性

较高 , 因此有很多的学者致力于研究效率的优化
[9-12]. 其他对力导引算法的研究则尝试引入不同的

力学模型来创建更美观的布局 , 其中比较著名的

有 FR算法[13]、DH算法[14]以及 KK算法[15]. 

另一个显示图结构的方法是先对图进行划分, 

计算出图的聚类再显示图形结构 , 希望经过聚类

的图结构更易于可视化. Alpert等[16]描述了过去 20

年在这方面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Roxborough 等 [17]

基于 ratio cut 技术[18]提出了一种可以识别图中自

然聚类的聚类算法. 该算法适用于多种类型的图, 

但是它需要由用户来确定聚类的数量 , 而且对于

大规模图形需要较长的时间 , 用户在得到满意的

结果之前可能需要很多次的尝试和长久的等待 . 

Auber 等 [19]则通过一个基于边的结构参数的简单

计算得到了小世界网络图的有效分组以及它的高

连通组件 , 使得用户可以从一个高度简化的图开

始对图进行探索. 这种方法可以处理大规模图, 但

是它通过删除低于一定阈值的边来划分图形 , 因

此阈值的选择对结果有很大影响, 具有不确定性. 

还有马尔科夫聚类过程算法 [20], 实验证明是非常

强大的, 无论是无权图还是加权图, 它都适用; 即

使是对大规模的图也能得到良好的聚类效果 , 且

对噪声有很好的抗性 , 也不需要提前指定好聚类

的数量. 但是, 它在计算复杂性和稳定性方面有些

不足. 图的聚类定义本来就是不明确的, 集群可以

是任意规模的, 要确定合适的大小并不容易. 即使

已经得到一些集群 , 用户也很难将这些集群与原

始数据联系起来 , 后续还需要进一步的可视化处

理. 也就是说, 向用户提供聚类结果的同时, 还需

要为用户提供导航[21]. 

2  基于 FRLog 模型的力导引算法 

给定一个无向无权图 G=(V,E), 其中 V= 

{v1,v2,⋯,vn}表示节点的集合, E 表示边的集合. 定

义 eij∈E表示连接节点 vi和节点 vj的一条边, |V|=n, 

|E|=m分别表示有 n个节点和 m条边. 力导引算法

将这个图模拟为一个物理系统, 点看成钢环, 边看

成弹簧, 系统被赋予某个初始状态后, 力的作用会

使得钢环运动, 经过多次迭代直到找到所有节点 vi

的位置 pi, 使得在这个系统中的总能量最小时停

止, 这时便达到整个布局的动态平衡. 每个顶点所

受的力包括与它有边相连的相邻顶点的弹力和图

中其他不相邻顶点的斥力; 弹力 f(x)和斥力 g(x)都

是节点之间距离 x= |pi - pj|的函数. 

当整个系统总能量最低时 , 节点达到最佳位

置. 由于算法的复杂度较高, 很难达到全局最小状

态, 所以一般尝试寻找能量的相对稳定状态. 在迭

代过程中, 当系统趋于稳定时, 图的总体布局不再

发生较大变化, 只是小部分节点来回扰动,不影响

整体的布局 . 因此 , 当迭代更新前后的能量差值

ΔE 持续小于某个设定的阈值, 则可认为系统达到

稳定状态. 但是图的规模不同, 达到稳定时的 ΔE

也不尽相同, 因此设定的阈值需要不断重置. 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对 ΔE 做了归一化处理, 即引

入能量差 ΔE与当前能量 Ec的比值 r=ΔE/Ec, 这样

设定的阈值就可以适用于不同的图. 

基于 Eades 的力导引模型的改进算法有很多, 

其中 FR 算法快速而简单, 产生的布局也很好. 在

该算法中, 节点受到相邻点的引力 f(x)和所有点的

斥力 g(x)作用, 其计算公式分别为 

 2( ) /f x x k=  (1) 

 2( ) /g x k x=  (2) 

其中, k=sqrt(A/|V|); A为整个视图的显示区域面积. 

该方法创建的布局对称性好, 边长一致, 节点分布

均匀, 符合美学标准. 但是这样的布局效果对于那

些具有小世界特征的网络图来说反而不易于发现

其结构特征. 

如果节点集 V1(v1,⋯ ,vk,k<n)与图中其他节点

距离比较近 , 但是它与这些节点之间相连的边比

较少, 即耦合度比较低. 那么, 增加 V1与这些节点

之间的距离后 , 节点之间平均距离增加的量远大

于边平均长度的增加. 同理, 如果 V1 与其他节点

耦合度很高, 但是距离很远. 那么减小距离, 特别

是与 V1 相邻节点的距离, 会使得很多相关的边长

度减小. 因此, 边长度减小的量远大于节点之间距

离减小的量 . 如果能将节点距离与节点间的耦合

程度联系起来, 用距离来体现耦合的程度高低, 那

么所得到的布局结果就能清晰地显示图中的聚类. 

LinLog 力导引算法 [22]就能达到上述效果 , 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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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 节点受到相邻点的引力 f(x)和所有点的斥

力 g(x)作用, 它们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1( )f x C=   (3) 

 2( )
C

g x
x

=  (4) 

其中, C1和 C2都为常量; Noack[22]证明, 通过该模

型可以发现 2 个聚类节点之间的距离与耦合度成

反比; 联系紧密的点聚合在一起, 而联系松散的点

被分隔得很远, 图中的 cluster结构得以凸显出来.  

将 LinLog 能量模型应用到现实世界图形中的

实验结果表明, 从一个随机的初始状态开始, 它比

常规方法更容易陷入局部极小. LinLog是Noack提

出的 r-PolyLog 能量模型[22]中的 1-PolyLog 模型. 

r-PolyLog模型的能量公式为 

 

2

PolyLog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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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ln || ||

ij

r
r i j

e E

i j
i j V

U p C p p
r

C p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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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5)

 

等式(5)右边第 1 部分表示相邻顶点之间的引力, 

第 2部分表示任何 2个顶点之间的斥力. 可以试想

一下 , 在 2-PolyLog 模型中 , 节点的引力为 C1×

|pi-pj|, 斥力与 LinLog 一样, 也为 C2/x; 而 LinLog

模型中, 节点受到邻点的引力都为 C1, 当距离较

大时节点受到的引力比 2-PolyLog模型中要少得多.

因此 , 来自于其他节点的合并斥力更能防止该节

点到达它的最佳位置. 可见, 先用另一个模型创建

一个比较稳定合意的布局比随机布局效果要更好.  

本文先用 FR算法从随机位置开始反复迭代寻

找最小能量状态, 产生一个较为稳定的布局; 再基

于该布局执行 LinLog算法；此方法称为 FRLog力

导引算法.  

图 1的数据是 Graph Drawing 1996 contest中用

于表示World-Wide Web结构与内容的数据 (GD96D, 

http://vlado.fmf.uni-lj.si/pub/networks/data/gd/gd96/rules9
6.htm), 共包含 180个点和 229条边. 图 1a, 1b, 1c

分别为从相同初始状态出发, 采用 FR算法、LinLog

算法和 FRLog 算法得到的图布局结果. 从图 1 可

以看出 , FR 算法所产生的布局节点分布较均匀 , 

也比较美观; LinLog 的布局结果中出现了很多明

显的集群聚类; 而 FRLog 算法所得到的布局不仅

有明显的聚类, 同时保留了 FR 算法的布局总体架

构, 视觉效果也更好; 即使与 LinLog 的迭代次数

相同, 其布局的收敛效果也胜于 LinLog. 这是因

为基于 FR算法布局的能量要比从随机初始位置开

始的能量小得多.  

 
a. FR 算法      b. LinLog 算法      c. FRLog 算法 

 

图 1  采用不同力导引算法生成的布局结果 
 

3  图布局的层级视觉抽象 

在有限的可视化空间中处理一个较大的图时, 

所有的节点和边都挤占于同一狭小空间内 , 图的

结构会因为这些视觉混乱而无法辨别和理解 . 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为图提供一个视觉抽象, 既

维持图的全局结构又减少可见元素的数目 . 本文

定义了一个用于体现抽象层级的参数 (abstration 

level, AL), 同时采用自底向上的方法构建聚类层

级结构, 抽象程度决定层级上聚类的显示. AL 高

时, 图形的抽象帮助突出主体结构, 缓解感知负担; 

AL 低时, 可以结合缩放、移动等交互探索图的结

构细节 . 下面首先介绍如何构建图布局的层次结

构, 并基于拓扑结构(最短路径长度)和 BC 结合的

距离度量给出图的层级视觉抽象结果. 

3.1  层次结构构建 
本文提供的视觉抽象方法是基于图布局计算

图聚类 , 因为图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体现了图

的结构特征 , 从这样一种状态开始所得到的抽象

效果会更好 . 本文的聚类 c 由一个五元组构成

(lc,rc,wc,fc,Vc), 其中 lc和 rc分别代表聚类的 2 个子

聚类中的左子群和右子群, wc表示它的权值, 即为

其子聚类间的距离(距离可以选择不同的度量), fc

是其父聚类, Vc则表示该聚类中包含的图G原始节

点集合. 假设有视觉抽象图G′, 基于图G布局将图

中的所有原始节点 vi 都加入 G′中, 并初始化为叶

子聚类(u,u,0,u,vi), 这里 u 表示为空. 聚类的聚集

就从这 n个叶子聚类开始, 先计算叶子聚类间的距

离, 如果叶子聚类 ci与 cj的距离 dij最近, 则将这 2

个叶子聚类选出并进行合并, 产生新聚类 ck(ci, cj, 

dij, u, (vi, vj)). 同时, ci与 cj分别更新为(u,u,0,ck,vi)

和(u,u,0,ck,vj), 并将 ck加入 G′. 采用上述方法, 在

G′中反复寻找距离最近的未合并过的聚类进行合

并, 直到所有聚类都合并为一个聚类为止. 这一过

程会自动地形成一个层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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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聚类是基于图布局进行计算的 , 每个叶

子聚类都有初始的位置信息 , 因此合并后产生的

新聚类 ck的位置 Pck可以根据 Vck中节点的平均位

置来确定. |Vck|即为该聚类所包含的原始节点数, 

它决定了聚类的大小 , 因此包含的节点数越多该

聚类在屏幕上显示越大 . 聚类间边的联系则依据

它所包含的叶子聚类间的联系来确定. 假设聚类 ci

与 cj之间边的数量为 Eij, 如  

 1   if ( )
i j

u c v ci j

c c uv
v V , v V

E = e E   
∈ ∈

∈∑  (6) 

即聚类 ci所包含的原始节点与 cj包含的节点在原

图中相连的边数. Eij值越大则两个聚类间的边在屏

幕上显示越粗, 反之则越细.  

树状图以父子层次结构来组织对象 , 常用于

表示节点链路图, 它可以表示丰富的信息, 使数据

潜在的集群结构可视化. 如图 2所示, 用一棵二叉

树来表示上述的聚类合并. 根节点代表图 G′最后 
 

 
 

图 2  基于 AL的聚类层次构建树状图 

合并得到的聚类 croot, 每个叶子节点被看做叶子聚

类, 而中间节点为合并得到的新聚类, 它可以描述

叶子聚类之间的耦合程度 . 树的高度体现了聚类

的权值, 聚类的权值 wc 越大, 则距离根聚类越近, 

AL 越高. 最终的抽象结果可以在不同高度截取二

叉树得到 . 利用之前定义的抽象层级参数

∈AL [0,1], 以 AL×wcroot为度对树进行截取, 只有

符合条件 wck≤AL×wcroot<wfc的聚类才得以显示. 

3.2  基于拓扑与中介中心性的层级视觉抽象 
使用不同的距离度量会生成不同的层级视觉

抽象结果. 第 2节中提到将节点距离与节点间的耦

合程度联系起来用以显示图聚类 , 因此可以使用

欧氏距离作为一个聚类的权值度量 . 因为紧耦合

的聚类意味着在几何距离上也是接近的 , 结果如

图 3b所示. 图 3所示数据是 Graph Drawing 2003 

contest 中的表示大肠杆菌转录规则的生物网络数

据 (GD03A, http://vlado.fmf.uni-lj.si/pub/networks/ 

data/gd/gd03/rules03.htm), 共包含 423 个点和 578

条边. 图 3b 上视觉混乱减少的同时, 图的主体结

构信息也被凸显出来. 在图布局的基础上, 由于边

的关系, 耦合度高的聚类一般几何上也相近. 但是

面对图的不连通部分或点密集区域, 如图 3a 框出

部分, 在图 3b 中却因为这些节点几何上的接近而

合并在一起. 可见, 采用欧氏距离作为度量来进行

视觉抽象 , 在进行层级结构构建时会先将图布局

中几何距离相近的节点合并在一起 , 导致抽象合

并的结果与图本身拓扑结构特征不相吻合. 

 

   
a. FR算法图布局效果 b. 欧氏距离下的视觉抽象结果 c. 拓扑结构距离下的视觉抽象 

 

图 3  数据 GD03A基于 FR力导引算法的不同视觉抽象效果 

 
在无向无权图中, 任意两点 vi和 vj间的最短路

径长度越短, 节点之间边的联系就越近, 耦合度就

越高. 因此, 最短路径长度(或拓扑结构)也可以作

为聚类的权值度量. 本文根据 2个子集群间的平均

最短路径长度
i jc cl 来确定层级结构构建过程中产

生的中间集群的权值, 结果如图 3c 所示. 采用拓

扑结构作为度量进行层级视觉抽象 , 解决了上述

问题 , 不会因为几何距离接近就把本身没有连接

万方数据



646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第 29 卷 

 

     
      

的点合并起来, 更好地呈现图中的集群结构; 而且

随着抽象层级的改变 , 可以呈现不同程度的聚类

效果, 灵活多变.  

基于拓扑结构的视觉抽象根据聚类间的最短

路径进行合并, 对聚类间的耦合度有很好的体现, 

但它仍存在会导致一些重要信息的流失的缺陷 . 

例如, 某个节点与其他多个节点的联系非常紧密, 

在现实生活中这个节点很可能担任了重要的角色, 

而在该视觉抽象方法中却也因为紧密的联系被轻

易地合并 , 导致这个重要节点湮没于众多普通节

点中难以发现 . 如果能够考虑节点本身的一些特

性进行量化, 并参与聚类权值的计算, 那么特性明

显的节点相对应的权值就高, 故得以保留.  

在网络中 , 节点的中心性是一个重要的研究

内容. 2 个不相连节点间的相互作用依赖于图中的

其他节点, 特别是位于 2节点之间通路上的那些节

点 . 如果某个节点处在多个节点往外连接的最短

路径上 , 那么这个节点具有较强的控制其他节点

之间信息交往的能力, 其地位相对重要, BC 较高. 

文献[23-24]分别对该思想进行了量化. 节点的 BC

被定义为网络中经过该节点的最短路径数目占最

短路径总数的百分比.  

在图 G中, 2个节点 vi和 vj间的联系通过最短

路径长度来计算 , 它们之间的最短路径可能不止

一条, 每一条使用的概率都相同. 用Ωij 来表示最

短路径的条数, 其中Ωij=Ωji, Ωii=1. 假设Ωij(vk)是

这些路径中节点 vk出现的次数, 那么节点 vk的中

介中心性计算公式为  

 
( )

( ) ij k
B k

iji j k

v
C v

Ω
Ω≠ ≠

= ∑  (7) 

那些具有高 BC 的节点控制着节点之间的相

互作用, 在本文的抽象过程中, 应该尽可能地保留

这些节点信息 , 这样才能更深地挖掘出那些隐藏

在数据结构背后的信息.  

如果只考虑节点的 BC进行聚类计算, 那么很

多低BC的节点会忽略节点原先的布局直接进行合

并, 这样得到的抽象结果在视觉上很混乱, 用户也

很难理解. 本文采用了节点 BC与最短距离相结合

的方式, 基于力导引的图布局, 边联系密切的节点

一般在几何上也是接近的 , 有了最短路径这一因

素, 节点合并时还保留一定的原始布局结构, 用户

在视觉上是可接受的. 构建层级结构时, 需要选择

使得聚类权值 wck最小的 2个聚类 ci与 cj合并成新

聚类 ck, 聚类权值计算公式为  

 ( ( ) ( ) ) (1 )
k i jc B i B j c cw C c C c  lα α= × + + - ×  (8) 

其中, α∈(0,1)为权值参数, 表示 BC在权值中所占

的权重. α 越大, 则 BC 对权值的影响越大, 那些

BC 高的节点在抽象过程中留存下来的能力越高, 

即使在 AL较大时, 仍然能得到一些未被合并的叶

子聚类 , 观察到这些原始节点在聚类交流中的重

要作用. 不同的数据 α的选取不同, 下面介绍如何

通过实验来快速确定 α的取值.  

Step1. 首先, 定义聚类内聚性 β=e(ck)/E(ck). 其中

e(ck)为聚类内实际存在的边数; E(ck)是聚类内可能存在

的最大边数, 即 E(ck)=kn*(kn-1)/2. 聚类的内聚性高, 说

明聚类内的节点都是联系比较紧密的, 聚类正确性高.  

Step2. 采用 p=Sp(AL)/Su(AL)表示每个层级下聚类

的聚集质量 , Su(AL)为该抽象层级显示的聚类总数 , 

Sp(AL)为内聚性β>0.5的聚类数, p越高, 则质量越好. 

Step3. 先选取几个不同的 α值进行实验, 生成聚类

的聚集质量随抽象层级 AL 的变化图如图 4 所示. 通过

变化图的结果来选定合适的 α值.  

 

 
 

图 4  聚类的聚集质量随 AL 变化图 
 

图 4 中, 横轴为抽象层级 AL, 纵轴为内聚性

β>0.5的聚类占显示总聚类的比例 p, 不同颜色的

曲线表示的是采用不同 α 值时所得到的不同结果. 

其中, 红色线为采用拓扑(α=0)作为度量时聚类的

聚集质量变化; 蓝色、绿色、黑色线则分别对应于

α=0.3, α=0.4和 α=0.65. 从图 4可见 3条线很多部

分都高于红色线, 说明 α取值低于 0.65时, 结合了

BC 不但不会导致聚类的聚集质量变低, 反而可以

提高聚类的质量. α取 0.3和 0.4时聚集质量较 0.65

好, 则 α应取低值. 而蓝色和绿色 2条曲线非常相

近, 说明 α 向下取值所带来的结果已趋于缓和, α

可在 2 个值之间任意取值. 因此, 只需要少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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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实验就可以帮助用户确定合适的 α值.  

本文的这一视觉抽象方法是可扩展且灵活的,

采用的是BC与拓扑相结合的方式来构建层级结构, 

希望在得到数据内部聚类结构的同时 , 也能保留

一些在控制聚类交流上有重要作用的节点. 其实, 

也可以采用点度中心性与拓扑相结合的方式来保

留那些在图中具有一定中心地位的节点; 根据自

己想要观察研究的目标来设置度量 , 就可以得到

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4  数据可视化结果与分析 

4.1  图布局层级视觉抽象系统 
数据可视化的一大挑战是显示空间与数据规

模、复杂度之间的矛盾. 通过用户交互, 选择相关

的数据和调整可视化结果是解决这一矛盾必不可

少的环节 . 为了验证层级视觉抽象可视化方法的

有效性, 同时方便用户对数据的探索, 本文设计了

一个层级视觉抽象系统, 如图 5所示. 
 

 
 

图 5  层级视觉抽象系统示意图 

 
该系统主要由 3 个部分组成：菜单栏与工具

栏、显示区域、参数调节面板. 通过菜单栏, 用户

可以从文件夹中选取任意数据进行分析 . 工具栏

上的“F”“L”“R”按钮分别对应 FR, Linlog, FRLog

这 3个力导引算法, 用户结合右边的参数调节面板

对力导引参数进行设置 , 可以方便地得到同一数

据的不同布局效果.  

针对本系统的用户交互设计和工具栏提供了

移动、缩放、抽象层级 AL调节等交互操作. 基于

图布局 , 用户通过工具栏的滑动条调节抽象层级

AL, 显示区域会显示对应层级的视觉抽象效果 . 

如图 6 所示为同一数据(GD96D)基于 FRLog 图布

局 , 采用欧氏距离为度量在不同层级下的视觉抽

象结果. 选定抽象层级后, 用户可以通过移动、缩

放等交互进一步观察细节 , 看到感兴趣的节点或

聚类时, 只需要鼠标点击该点或者聚类, 该节点或

者聚类即被选中 , 同时在旁边显示节点序号与相

关信息, 如图 5所示.  
 

 
a. AL=0.25          b. AL=0.4        c. AL=0.6 

 

图 6  基于 FRLog布局不同层级下的抽象效果 
 

文中力导引布局算法每次迭代的复杂性为

O(|V|2+|E|), 为了降低计算复杂性, 本文采用了模

拟退火算法控制节点的运动 . 在视觉抽象的层级

结构构建部分 , 每一次聚类的合并都需要将新聚

类加入重新计算, 算法复杂度为O(|V|2). 在本文系

统中, 使用数据 GD96D, GD03A以及 4.2节中的文

献引用数据 , 经过力导引布局到完成构建层级结

构分别需要 2.2 s, 11.6 s和 25.7 s. 今后工作会致力

于缩短计算时间、改进算法, 以降低计算复杂性, 

并采用 CPU+GPU异构方式对算法进行加速处理. 

4.2  文献引用数据可视化 
本文使用 InfoVis会议 2004年的 contest数据, 

该数据为信息可视化文章间的文献引用数据

(http://www.cs.umd.edu/hcil/iv04contest/info.html), 
每个点表示一篇文章 , 边表示文章之间存在引用

关系, 数据共包含有 614 个点, 1974 条边. 先用

FRLog 算法进行力导引布局, 再基于布局结果进

行视觉抽象 , 观察不同抽象层级上数据的结构特

征. 图 5 所示为采用拓扑加 BC 为度量, α=0.35, 

AL=0.68的视觉抽象结果. 图中有明显的集群结构, 

是一些引用关系较为密切的文章聚类 . 通过选择

操作选定某个聚类 , 从显示的关键词探索聚类中

的文章所研究的主题 . 发现在该层级的各个文章

聚类主要的研究主题有: graph drawing, clustering, 

user interface, fisheye views, brushing, parallel co-
ordinates, information analysis, 3D, dynamic queries
等; 这些都是信息可视化领域的重要分支. 

为了更进一步地探索图中细节 , 如哪些文章

的引用关系(引用或被引用)较多, 或者是哪些文章

像联络员一样将文章联系在一起等; 本文将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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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vi)值高的文章节点用紫色加以区别, 并根据它

们的 CB(vi)值高低赋予不同的颜色亮度和大小. 节

点的 CB(vi)值越高, 则颜色越亮, 节点越大. 按照

CB(vi)值从高到低进行排序, 选取前 25 名. 图 5 所

示, 在抽象层级 0.68, 依然能够发现一些紫色节点, 

可见该方法将那些具有重要联系控制作用的文章

节点保留了下来. 通过放大操作, 对这 5个节点作

进一步探索, 发现其中 2篇为引用其他文章次数较

多的文章, 另外 3篇分别为 Furnas的 fisheye views, 

Robertson 的 animated 3D visualizations 以及

Edward 等人的 The visual display of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这些都是信息可视化领域早期发表的

经典文章和著作, 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不仅在该

数据内被多次引用, 在 google 学术中也有很高的

引用频次.  

在抽象过程中 , 通过观察节点的变化可以发

现, 大部分的高 CB(vi)值的节点被合并的顺序一般

都与 CB(vi)成正比, 即 CB(vi)值低的会先合并, CB(vi)

越高则被合并得越晚. 但也存在一些特殊的点, 如

图 7a 所示, 用黑色方框所圈出的点颜色既暗又小, 

是低 BC(vi)值的节点, 却在该高抽象层级下与其他

一些又大又亮的节点共存. 图 7b 中展示的是与该

点相关的边 , 发现边的数量较多 , 而且与其他高

CB(vi)值的节点联系也比较密切, 如图 7c 所示. 该

节点所代表文章可能是一篇非常经典的文章而被

多次引用 ,  或者是一篇较新的文章而多次引用 
 

 
a. 黑色方框框出为异常点 

   
b. 只显示与异常点相关的边  c. 与其他高 CB(vi)节点之间边 

图 7  α=0.35, AL=0.54, 发现异常点 

其他文章. 于是, 采用可视化交互操作选定该节点, 

并获取该节点的相关信息发现, 该文为 Lamping等[25]

于 1995 年发表的聚焦+上下文技术(focus+context 

technique)的经典文章, 证实了我们之前的猜测. 

4.3  政治博客数据可视化 
本文与文献[26-27]一样, 使用 2004 年美国总

统竞选政治博客数据 , 每个点代表网络上的一篇

政治博客, 边表示博客之间存在引用关系, 总共包

括 1 490个点和 16 718条边, 每篇博客都有支持的

派别, 民主党或者共和党.  

按照 CB(vi)值的高低将节点进行排序, 并将前

30的节点用蓝色加以区别. 图 8所示为基于 FR力

导引布局后, 采用拓扑加 BC 作为度量, α=0.5 时, 

各个抽象层级的视觉抽象结果. 如图 8a 所示, 在

抽象层级 AL=0.44 时, 可以看到还有一个被紫色

框框出的蓝绿色点 , 通过一定的可视交互操作后

发现该点是 2004 年美国总统竞选中支持 George 

Bush 的一篇博客 . 根据节点中介中心性的定义 , 

可见该点对应的博客在 2004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

影响力较大. 而当 AL=0.55 时, 图 8b 中的节点较

为明显地分为 2类, 通过交互发现, 左上角为支持

民主党的博客, 而右下角为支持共和党的博客. 从

图 8b 可以看出, 在该层级下, 支持共和党的博客

节点已形成比较集中的集群聚类 , 而支持民主党

的博客节点则形成了一个个小型集群. 这与以“保

守主义”作为政治哲学的共和党以及以“自由主义”

作为政治哲学的民主党的特征是吻合的. 
 

     

a. AL=0.44的抽象结果       b. AL=0.55的抽象结果 
 

图 8  不同 AL下的抽象结果 

 

4.4  文献作者合作数据可视化 
下面是对可视化文章的作者合作数据进行可

视化 . 该数据是从 IEEE(http://ieeexplore.ieee.org)

抓取的 IEEE Visualization 会议文章数据. 本文研

究的是文章作者合作关系 , 因此节点表示的是作

者, 边表示作者之间存在合作.  

先用 FR 算法做力导引布局, 然后基于图布局

进行视觉抽象, 采用拓扑加 BC 作为度量, α=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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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a所示为 1996年到 2000年 IEEE visualization

包括 InfoVis 在内的多个会议文章, 共 430 篇文章

中的 1297 位作者进行视觉抽象的结果. 图中蓝色

点表示一位作者, 蓝绿色点表示的是具有高 CB(vi)

值的作者 , 橙色表示的是经过抽象合并的作者聚

类. 在图 9a中, 当AL=0.27时, 拥有合作关系的作

者节点都已进行抽象合并 , 因此剩下的那些分散

在周边的蓝色节点作者都是单独完成文章的作者, 

可见这样的作者在会议中数量较多. 图 9b 所示为

2011年到 2015年 IEEE visualization会议文章数据, 

509 篇文章中的 2147 位作者的视觉抽象结果. 相

较于图 9a, 在同一抽象层级下, 其作者合作关系

更为复杂, 说明随着可视化技术的发展, 有越来越

多的学者参与到可视化的研究中来 , 作者之间的

合作也越来越密切. 
 

   
a. 1996—2000年            b. 2011—2015年 

AL=0.27的抽象结果         AL=0.27的抽象结果 

   
c. 2011—2015年             d. 2011—2015年 

AL=0.54的抽象结果       AL=0.54的作者合作网络图 
 

图 9  IEEE会议文章作者视觉抽象结果 

 
当AL=0.27时, 2011—2015年的文章作者还保

留有很多的细节 , 有很多作者没有合并成明显的

聚类结构 , 为了进一步地了解这些文章作者之间

的合作, 提高 AL=0.54, 如图 9c 所示. 在图中, 具

有密切合作关系的作者都合并为一个个聚类 , 同

时这些聚类之间由一个个蓝绿色的节点连接在一

起. 本文将图 9c 中间的作者合作网络放大进行研

究分析, 如图 9d 所示. 从图中可见, 具有高 CB(vi)

值的作者大多都有多篇文章发表 , 而且这些作者

像联络员一样将不同的文章作者联系在一起 , 具

有重要作用. 如图 9d 中蓝色椭圆框框出部分, 位

于此区域内的节点较大, 边也较粗,说明这些文章

作者之间合作关系密切 . 而这些区域内的作者正

是通过其中的蓝绿色节点与外部形成联系 . 通过

鼠标选择, 获取这些“联络员”的信息, 发现了 Tobias 

Isenberg, Pierre Dragicevic, Michael Sedlmair, Hans 
Hagen, Kwan-Liu Ma, Heidrun Schumann等可视化研

究领域的优秀研究者. 通过本文的层次简化图布局

算法, 仍然能够把这些重要的“联络员”保存下来.  

5  总结与展望 

为了能更好地展示数据结构特征 , 本文先用

力导引算法进行布局 , 得到了既美观又能保持图

聚集结构的布局 . 基于布局进行多层级视觉抽象

可视化, 在凸显全局结构的同时, 也减少了由于数

据规模变大所带来的视觉混乱 , 用户可以结合可

视化交互操作在不同的层级观察数据 , 既能捕捉

到整体的结构变化, 又能探究数据的细节特征, 帮

助挖掘一些隐藏信息 . 抽象时度量的选择也很重

要, 数据不同、目的不同, 适用的度量就有所不同. 

本文的视觉抽象方法支持度量的变换 , 是可扩展

的、灵活的.  

本文主要考虑的是图节点的抽象 , 对于边的

处理比较粗糙, 在大规模图中, 由边引起的视觉混

乱也是不可忽视的一大问题 , 因此这也是未来研

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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