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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力导向布局的层次结构可视化方法

李志刚，陈谊，张鑫跃，陈红倩
(北京工商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北京100048)

摘要：在数据结构优化管理的研究中，传统的力导向方法应用于层次结构数据的展示时，会存在树形布局展示不清楚的问

题。为解决上述问题，通过层次数据特征分析，提出了一种面向层次数据的力导向布局算法，将力导向布局中不同层次的边

赋予不同初始弹簧长度，以解决层次数据中结构信息展示不清楚的问题，然后结合层次上下行、0”rview+Detail等交互技

术，通过与气泡图的协同，清晰展示层次数据的内容信息，从结构和内容角度对层次数据进行可视化和可视分析。实验表

明，能够有效提高层次结构数据的展示能力，最后应用于农产品中农残检测结果数据的分析和观察，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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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层次结构(也称树型结构)是一种重要的存储和管理数

据的数据结构，可用来描述计算机硬盘中的文件系统、图书

馆藏目录和组织结构关系、生命物种的分类等。层次结构关

系几乎无处不在，现实世界中的很多数据直接或通过简单抽

象转化为树型结构。

具有上述层次结构的数据即为层次数据。层次数据中

包含着结构信息和内容信息，层次数据可视化(hierarchy vi．

sualizati∞)是将信息可视化技术用于展示层次数据。其目的

是有效地辅助管理层次数据，从而可以帮助用户对层次数据

的洞察，避免由于大量数据造成的信息混淆，在尽可能短的

时间内，以最自然的方式获得和理解所需信息并做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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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层次数据的节点链接可视化方法主要包括双曲树

(Hyperbolic 1'ree)‘2]和径向树(Radial 1he)‘3]等。双曲树是

一种fbcus+context技术来显示大型层次数据的可视化方法。

该技术的本质是使用统一的算法将层次结构布局到双曲平

面上，然后再将该双曲平面映射到圆形显示区域。在径向树

的圆形显示空间中，圆心位置处放置根节点，以圆心向外辐

射的方式．依次在不同半径的同心圆上摆放不同层次的子节

点。

力导向算法是一种常用的绘制一般网状结构的方法(4]。

最初由Peter Eades提出，它仿真物理力学的概念，对网络图

中任意一个节点，都受到引力及斥力。引力是由与此节点有

边相连接的每个邻居所提供的合力，其意义是节点与其邻居

之间的距离不会太远；斥力是由整个网络图中除了本身以外

的节点所提供，为了让任意两节点不会因距离太近而产生重

叠的现象，也因此整个网络图不会太密集而影响视觉。在力

导向布局算法中，通过给定节点的初始位置，放人此力导向

的物理模型中，系统自动调整节点位置，直至达到稳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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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在网状数据的力导向可视化系统[5]中，可以根据可视

化目标进行可视化工具中的参数调整。取得良好效果。对于

簇状数据№J，出现了一种与力导向结合的方法，此方法是一

种基于将一个图划分为多个子图的多级技术．开始先构建最

小的子图，使用力导向布局调整节点的位置．然后在下一层

级的子图划分中使用调整好后的结果。

这些算法通过结合数据本身的结构特性和力导向布局

算法来很好实现对数据的展示。但是，力导向算法应用于树

型数据的研究还较少。本文将力导向算法应用于层次数据的

布局，提出一种可变弹簧的力导向布局算法，能够较好展示

结构信息，并结合气泡图展示其中的内容信息，设计完成了

多视图协同可视分析系统。最后通过实验说明层次数据的观

察效果的提升，并应用于农残检测结果数据，收到良好效果。

2面向层次结构的力导向布局算法

2．1层次数据特征分析

全国农产品中农药残留监测数据为本文处理的主要数

据集。检测结果数据来源于对农产品抽样检测，检测范围涵

盖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区的多个检测站，检测样品包括日常生

活中食用的各种农产品。每一条检测结果数据都包括样品

编号、农产品地区(包括省市县名称)、农产品采样点(如农

贸市场、超市等)、农产品名称、农药名称、检测时间、检测方

法、检测结果、参考标准、是否超标等十几字段。

对农产品地区这个字段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其是以“区

域一省一市一县”四级层次结构进行组织的。其中共包括七大

行政区域，34个省级，333个地市级和2862个区县级行政单

位，平均每个行政大区包括4．8个省级行政区。每个省级行

政区包括9．8个市级行政区。每个市级行政区包括8．6个区

县级行政区。此层次结构具有出度较大的特点．数据集具有

数据量大的特点，本文主要通过展示地区的层次结构，来帮

助检测人员对不同地区范围中农残超标的分布情况进行观

察和分析。

2．2面向层次数据的力导向布局算法

传统力导向布局会产生边长度相对一致的情况，而这种

情况对层次结构的展示是不明显的，尤其是在节点普遍具有

较大出度的情况下，在布局中表现为中心节点即根节点处有

节点混杂，在叶节点处子树的交叉遮挡现象严重．子树的成

团效果不明显，因而影响对层次数据的观察。

边长相对一致的布局不利于层次结构的表达导致根节

点处混杂与叶节点处子树表现能力不强．因此考虑调整不同

层次的边的长度以示区分，以不同的边长表现不同的层次，

使得根节点处的边长较长而叶节点的边长较短。并依树形结

构的结构特征达到一定的边长比值，从而实现中心节点处发

散而叶节点处收敛的目的，来解决上述问题。

本文的布局模型如图1所示。图中中心节点为当前节

点，最上边的节点为当前节点的父节点，其它节点为当前节

点的子节点，当前节点指向其父节点与子节点的边分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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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层次，对于不同层次的边赋以不同的长度，以区别其向指

父节点和其子节点的边。并使相邻层次满足边长比例为C，

c为某常数，具体取值见下文。将此布局算法称为可变弹簧

力导向布局算法(V撕able Spring Force—Directed Placement，

VSFDP)。

图1 vSFDP力导向模型

在此模型中。节点之间的斥力计算公式为：

k出。=一肜∥ (1)

式(1)中参数解释如下：

d为两节点间的笛卡尔距离：

K为斥力常量，用于调整全局节点间的斥力。符号“一”

斥力表征方向，k止。表示为斥力。
可变弹簧产生的引力(也有可能表现为斥力)计算公式

为：

‰。=日(d—L。) (2)

式(2)中的参数鳃释如下：

d为两节点间的笛卡尔距离：

日为弹簧力的倔强系数；

厶为第i层边对应的弹簧默认长度，且第n层边与第凡+

1层边的边长比值为常数c，即厶儿。=c。

厶为弹簧的默认长度。即节点间的期望距离。

当d>t时，弹簧力表现为引力，当d<厶时，弹簧力表

现为斥力。引力与斥力直接由d与厶差值的正负号决定。

下面探讨特定常数c的确定方法。假定层次结构中根

节点所处的层次为最高层，叶节点所处的层次属于最低层。

节点所处的层次越高，其子树包含的节点数目越多。假定根

节点所处的层次为第1层。根节点的子节点所处的层次为第

2层⋯⋯以此类推，对于一棵规则的满n叉树来说，记第i层

节点的节点总数目为M，第i+l层的节点总数为Ⅳ⋯。则相

邻层次中节点总数目的比例保持为常数，取c为此常数，也

就是此规则树的度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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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ⅣI+-／M=n (3)

例如，一颗规则二叉树的度为2。而对于不规则的一棵

树来说，将(3)中的c取作这棵树的平均度：

∑p；
c=々 (4)

式中的参数解释如下：

m为树中非叶结点的总数：

P。为第i个非叶节点的度。

VSFDP算法的步骤如下：

1)建立层次数据的内存数据结构，以树型结构存储。可

以从各种数据源读取数据．并可以多种树型结构的存储方式

进行存储，存储方式的选择以后期处理方便为标准；

2)计算树形结构的元数据。主要包括根节点和中间节

点指向其子节点的分支总数．根节点和中间节点的节点数

目。并根据式(5)计算出这棵树的平均度c；

3)从最低层边至最上层边的顺序，将力导向算法中的各

层弹簧的默认长度设定为特定比例。其中￡；=L。+c”‘，厶

为第i层边的默认长度，￡。为最下层即第。层边的默认长度；

4)将树型数据导人到此模型中，运行算法得到最终布

局。

2．3交互方法

可视化方法本身对信息的展现能力不可能尽善尽美．而

且由于显示设备展示面积的限制，不能对全部数据情况进行

有效的展示。这时就需要某些交互手段来辅助数据更多层面

的展现。此外，可视化的交互技术为用户提供了一种调整对

数据观察角度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2．3．1层次上行与层次下行

层次下行和层次上行是层次数据特有的交互方式，源于

其数据的层次形式和特点。层次下行是指选中某节点后，放

大显示以此节点为根节点的子树；层次上行是层次下行的反

向操作，突出显示以当前节点的父节点为根节点的子树。实

现层次下行和上行操作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层次探索，

寻找感兴趣的节点或隐藏不感兴趣的无关节点等。

如图2所示，对于图2(a)中的“邢台市”、“沧州市”两节

点的下属区县不感兴趣．即想要隐藏这些节点的子节点。点

击“邢台市”、“沧州市”两节点即可实现层次上行。当再次

点击这些节点时，即可实现层次下行，将这些节点的下辖区

县节点再显示出来。

2．3．2 0ven，iew+Detail

当数据规模较大．绘制细节不能全部同时在屏幕上显

示。或者无法绘制整个数据集时，需要调整所绘制的数据细

节以满足可视化的要求。事实上，观察者在一个时刻只能关

注有限量的数据。因此可视化系统不需要同时绘制所有的数

据细节。0venriew+Detail是解决这一问题常用的一种交互

方法。这些视图分为两种类型，包括0venriew视图和Detail

视图。0verview视图用来表达整个信息空间的概要信息。

函陶
囱窜葱瞳扣啕，迥．i圆^瞄“叫墨丽措黑摧鼍泸F耳宙ET—一目蕊尸

(b)层次上行操作

图2层次下行与层次上行操作

而Detail视图用来表达信息空间的一些具体信息。当用户

选中Ovenriew中某部分时。在Detail视图中将选中部分的信

息详细展现出来。

如图3所示，左下角部分是0verview视图，展示全国到

省级行政区一级的所有节点，右半部分展示省级到其下辖市

级行政区直至区县一级。当点击选中Overview视图中某个

节点时，该节点下的所有市级与区县节点都将展示出来。

毒毒

图3 Overview视图与Detail视图

2．3．3基于气泡图的细节内容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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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树型数据的可视化中，vsFDP算法能够比较清楚的

显示数据的层次结构信息．但对于数据中内容信息的显示比

较欠缺，影响数据的准确把握和理解。如图4，气泡图能够以

气泡圆心在表格中的位置表现数据的一维信息，同时，能够

以气泡大小表现数据的另一维信息，比传统的折线图、柱状

图等表现更多的信息维度。

一7—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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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4气泡图

结合气泡图来显示节点中更细节的信息，并实现多视图

的协同联动，如图5所示。层次数据的结构信息，通过可视

化映射比如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层次等，最后经过力导向

布局算法以树型的方式展示出来，而其中的用户选择的内容

信息最终在气泡图中显示。当用户通过交互方式选择树中

某个节点时．该节点包含的有关信息会在气泡图中显示出

来，从而有助于观察者和用户对数据更深入的分析和挖掘。

图5层次数据信息展示模型

2．4系统设计

可视化流水线【9】是将原始数据转换成计算机内存中数

据结构。并用一种可视化方法将数据在屏幕上展现出来的过

程．如图6所示．在这个过程中包括用户的交互反馈以及各

种工具方法等的使用。

对照可视化流水线，系统设计主要包括以下过程。首先

是数据的转换，将农残检测结果的原始Excel文件进行处理，

添加相应的字段如超标字段等，存入0racle数据库的数据表

中。然后按照全国行政区划的层次结构提取出相应的信息，

并存人内存数据结构。最后通过各种视图将最终的可视化

结果呈献给用户。满足用户对于特定目的的观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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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可视化流水线圈

3布局结果分析与系统应用

3．1树型布局结果比较与分析

为了对算法结果进行分析比较。将我国的行政区划包含

的省、市、区的层次结构使用经典的力导向布局算法和可变

弹簧力导向布局算法进行可视化，并进行对比分析。

以河北省及其所辖市区县所包含的层次数据为例进行

分析比较。按照vSFDP算法，首先将层次数据读入内存数

据结构，然后计算树形结构的元数据，在本例的层次数据中，

根节点和中间节点指向其子节点的分支总数共有11+172=

183个，根节点和中间节点的数目共有l+ll=12个，根据式

(5)得出此树的平均度为15．25，这里取整数值15。在第三

步中设定最底层边的边长为1，倒数第二层的边长为15。然

后将初始化个节点的初始位置。并交由力导向布局模型调

整，最终达到稳定状态结束，如图7(b)所示。在力导向布局

的调整过程中会存在节点的移动．同一层次的边长会出现正

常的不相等现象，同时，布局过程还会自动调整较长的边长。

清楚的层次结构，一方面要求其中的杂乱节点尽可能的

少。另一方面要求能够清楚展示出其中的子树结构。因此对

于其中层次结构的展示效果．以下从根节点处的杂乱情况和

子树的表现数目两个方面来进行对比。

可以看出在图7(a)传统力导向模型中，中心根节点处

存在很多干扰，节点与连线排布比较杂乱，根节点单位面积

内出现的节点数目为9个，对于层次结构的观察比较困难；

而在图7(b)VSFDP模型中，除去个别节点的显示需要外，根

节点单位面积内出现的节点数目为2个。根节点区域指向其

子节点的连线比较清晰。对于同组数据集的不同测试表明

vsFDP能够减少根节点单位面积内节点数目．减轻根节点区

域的混乱情况。两种方法根节点处单位面积内节点数目的

比较见表1。

表1传统力导向方法和vSFDP方法根节点

处单位面积内节点数目对比

M

舶

¨

坫

他

9

6

3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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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子树的表现能力，在图7(a)中能够清晰表现出的

子树的数目如图中红色圆圈标注，一共有4个，其它子树节

点存在不同程度的杂乱交叉等现象，影响观察；而在图7(b)

中．可以清楚得看到有9棵子树能够清晰的展示出来。此

外．对于五组随机生成的层次数据，分别以传统力导向方法

和vSFD方法予以展示，两种方法能够清楚展示出的子树的

个数对见表2。

表2传统力导向方法和VSFDP方法子树数目对比

由此可以看出vsFDP算法对于层次结构的展示能力比

传统力导向方法要强。大约能提高104％的子树表现能力。

3．2农残检测结果数据的可视分析

可视分析系统界面如图8所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

掬固■喇。毫一弋瞒7

(t>传统力导向方法的布局结果

分。左边区域是力导向布局。右边从上到下依次是条件选择

区域，包括对农产品，农药和时间段的选择等，中间部分是全

国行政区划到省级的0verview视图，最下边部分是相应区县

中各超市，农贸市场的采样样品数和超标样品数的气泡图。

在图8中可以看到．在2011年2月到2013年11月期间

在北京地区的含有超标样品的区县分布如左半部分所示，其

中，存在超标现象的区县以橘红色标记，在海淀区、通州区、

朝阳区、西城区、石景山区、昌平区、平谷区、东城区均检测出

超标样品。通过点击0verview视图中的不同省份节点，可以

快速得实现观察省份的切换。如果想获知超标区县的详细

信息，可以点击相应的橘红色节点。在右下部分可以看到详

细的超市和农贸市场的超标信息，从气泡的大小可以很容易

看到超标情况的严重程度，如图7所示，可以看到在通州区，

农产品样品来自于华润万家、六里桥综合批发市场、家乐福

超市、京客隆超市四个采样点。其中在前三家均检出有超标

样品，气泡越大表示超标情况越严重，可以很容易吸引检测

人员和相关用户的注意。将鼠标移动到对应的气泡上可以

看到具体采样样品数和超标样品数的数值，可以对用户提供

一种更为精确的认知方式。

(b)vsFDP方法的布局结果

图7传统力导向方法和vSFDP方法生成的布局效果对比

将力导向布局方法和气泡图以多视图的方式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在表现层次结构和内容数据方面的优点，有助于用

户分析和观察数据，从而更好的理解和挖掘信息。

4结论

层次数据主要包括结构信息和内容信息两方面，本文结

合力导向布局算法和气泡图，提出了一种多视图协同可视分

析方法。首先将力导向算法中不同层次的边赋予不同初始

弹簧长度，以解决层次数据中结构信息展示不清楚的问题，

然后通过与气泡图的多视图协同．展示层次数据的内容信

息，分别从结构信息和内容信息角度来全面展现层次数据。

而且为用户提供了方便、灵活的交互方式，便于用户理解和

分析数据。最后将此方法应用于食品中农残检测结果数据

的展示，能够清晰有效地展示超标区县的层次归属和分布情

况，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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