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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普通客户端浏览和分析大数据困难的问题, 结合 Spark 和 LOD 技术, 以热图为例提出一种面向大数据

可视化技术框架. 首先利用 Spark 平台分层并以瓦片为单位并行计算, 然后将结果分布式存储在 HDFS 上, 最后通过

web 服务器应用 Ajax 技术结合地理信息提供各种时空分析服务. 文中重点解决了数据点位置和地图之间的映射, 以

及由于并行计算导致的热图瓦片之间边缘偏差这 2 个问题. 实验结果表明, 该方法将数据交互操作与数据绘制和计

算任务分离, 为浏览器端大数据可视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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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important to provide data analysts with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exploratory tools via web browsers. 

However,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g data, current data visualization approaches can hardly display the whole 

datasets. This paper proposes a general-purpose visualization framework based on Spark and LOD. Firstly, we 

implement a tile-based parallel computing algorithm for layered datasets with Spark. Secondly, we store the tem-

porary results on HDFS. Finally, with Ajax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we provide all kinds of spatial-temporal 

analysis services via web. This paper resolves two problems: one is the mapping of data points from heat map to 

geographic map; the other is the correction of the marginal error in overlapping areas caused by parallel comput-

ing.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uggest that by separating the data display and manipulation from the data rendering 

and computing tasks, our method provides a new way for big data visualization via web brow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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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 领域科学家面对的

数据集规模从 TB级, 变成了 PB, EB级, 甚至达到

了 ZB级, 所以在数据分析处理上遭遇各种限制和

阻碍. 大数据研究成为一个新的关注热点, 其核心

目的是使原本各自孤立的数据得以互相关联、融合, 

数据挖掘和可视化正好为大数据研究提供了平台

和技术 , 数据挖掘是从底层探讨如何解析大数据

的方法 ; 而可视化则是从展示层探究如何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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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手段, 以帮助用户以可视便捷的方式, 从

几百万条数据中探索出各种复杂关系 , 从而使大

数据变得可理解. 例如, 蒲剑苏等[1]研究发现, 针

对 GPS, RFID 等数据量大、维度高的移动轨迹数

据,可视化方法不但可以有效展示数据中包含的时

空特征, 还可以发现轨迹中多维属性之间的关系, 

探索数据中隐藏的时空规律. 任磊等[2]通过研究也

认为 , 其可视化和可视分析是大数据分析的重要

方法 , 其能够有效地弥补计算机自动化分析方法

的劣势与不足. 

目前大数据可视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 

1) 数据复杂散乱. 经常发生数据缺失、数据

值不对、结构化程度不高.  

2) 迭代式分析成本高. 在初次查询后如果发

现结果不对, 改变查询条件重新查询代价高.  

3) 构建复杂工作流困难. 从多数据源取得包

含各种不同特征的原始数据 , 然后执行机器学习

算法或者复杂查询, 探索过程漫长.  

4) 受到原有技术限制, 对小规模数据分析很

难直接扩展到大数据分析.  

5) 数据点的规模超过普通显示器可能提供的

有效像素点.  

Hadoop①和 Spark②先后成为大数据分析工业界

的研究热点 , 前者是一个能够对大量数据提供分

布式处理的软件框架和文件系统(hadoop distrib-

uted file system, HDFS); 后者是一个通用大数据计

算平台, 可以解决大数据计算中的批处理、 交互

查询及流式计算等核心问题 . Zeppelin③可以作为

Spark的解释器, 进一步提供基于Web页面的数据

分析和可视化协作, 可以输出表格、柱状图、折线

图、饼状图、点图等, 但是无法提供更为复杂的交

互分析手段.  

1  相关工作 

随着用户对浏览器端数据可视化的需求日益

增长, 工业界出现了许多面向 web 的轻量级数据

可视化工具. D3[3]是一个常用动态图形显示数据的

JavaScript 库, 其基于 HTML, SVG(矢量图形)和

CSS 将任意数据绑定到一个 DOM(文档对象模型)

元素, 并对 DOM 实施基于数据的变换, 通过图形

变换和放大缩小等交互操作展示数据. D3 具有良

好的可移植性, 缺点是使用 SVG 不能支持十亿个

点以上的数据 . 然而使用 canvas 画布绘图的

heatmap.js 在面对大数据量时也无能为力. 与 D3

相似的 JavaScript 库还有百度公司的 ECharts④ , 

Python语言库 Matplotlib⑤和 Bokeh⑥等.  

热图是一种常用的基本数据可视化技术 , 通

常用颜色编码数值大小， 并以矩阵或方格形式整

齐排列 , 在二维平面或者地图上呈现数据空间分

布,被广泛应用在许多领域. 近年来, 许多研究者

成功地将热图应用在眼动数据可视分析上 , 有效

地概括并表达用户视觉注意力的累计分布[4-5]. Ma

等 [6]利用热图展示基于基站数据的人口流动量 ;  

Röthlisberger等[7]利用可配置的热图为开发人员在软

件集成开发环境中基于任务导航提供有效支持; Gove

等[8]针对动态社交网络统计和内容数据, 设计并实

现了一款基于热图和矩阵可视化工具——NetVisia, 

将社交网络节点属性的变化展示给用户 , 从而支

持用户探索社交网络随时间演进信息. Kopp 等[9]

发现, 在对多步集合模拟数据分析中, 应用热图可

视化方法可以协助用户有效识别高活跃区域和低

活跃区域 , 从而提高利用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决策

分析的准确率.  

针对数据可视化绘制速度慢、效率低等问题, 

孙敏等[10]提出基于格网划分的 LOD(levels of detail)

分层方法, 实现对大数据集 DEM数据的实时漫游. 

巴振宇等 [11]在研究流场可视化时, 为了更有效地

可视化流场特征结构, 利用 LOD 思想建立了一个

基于图像空间的交互系统 , 通过缩放操作控制流

场特征的不同细节层次显示效果. 聂俊岚等 [12]利

用边绑定技术展现更加整齐抽象的可视化效果 , 

增强可读性 , 并利用四叉树结构对地域信息进行

划分, 将热点影响域与地理位置挂接, 大大加快了

热图计算的速度 , 实现交通数据信息与人口迁徙

信息的可视化. 贺群等[13]对WebGIS大数据可视化 

                    
① http://hadoop.apache.org 

② http://spark.apache.org 

③ https://zeppelin.incubator.apache.org 

④ http://echarts.baidu.com 

⑤ http://www.matplotlib.org 

⑥ http://bokeh.pydat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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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 通过选取部分数据点来

缩减绘制的时间开销 , 但是在对海量数据绘制过

程中, 每次拖动数据地图都需要重新实时绘制. 杨

微等[14]提出一种基于热图的地理对象空间分布热

度计算方法 , 通过多级网格空间聚类方法虽然减

少了热度计算量 , 但是会造成整体数据分析的不

准确. Heatmap.js①是一个轻量级的专用 JavaScript

库, 通过 canvas来绘制热图, 可以支持多达 4万个

数据点的热图绘制 . 但同样受到浏览器绘制能力

的限制 , 当绘制更多数据时这个工具就无能为力

了. 因此, 在面向大数据全样本分析研究中, 如何

有效地实现基于 web 浏览器的可视化仍然是一个

巨大挑战. 

2  并行计算大数据热图 

为了将热图和地图叠加 , 呈现数据的时空特

性 , 我们首先将数据中的经纬度坐标与地图位置

坐标互相对应; 然后由 Spark 集群计算热图, 解决

并行处理导致的边缘问题; 最后把热图与实际地图

叠加, 利用 Ajax(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

技术实现在客户浏览器端的大数据热图可视化.  

2.1  经纬度换算 
对于地理上的同一片区域 , 用户通过放大或

者缩小操作看到精度更高的地图 . 此时的热图也

应该与放大后的地图匹配 , 因此我们首先要根据

用户缩放要求绘制与不同精度地图匹配的热图. 

根据 LOD 思想, 本文设计了一种多层次绘制

方法 , 以离线计算的方式预先绘制不同层级的热

图. 如图 1所示, 编号为(0,0)的地图块为 n×n个像

素, 把它叫作第 0 层. 将第 0 层放大一倍后, 分割

成 4 个子区间{(0,0)(0,1)(1,0)(1,1)}, 得到更高精度

的地图, 把它叫作第 1层. 对第 1层重复上面的操

作,得到第 2 层; 重复这个过程, 直到满足所需要

的精度为止. 在本文实验中, 取 5 层作为默认值, 

也可以根据用户需要设置更多层. 
 

 
 

图 1  分层并行计算示意图 

为了确定热点在不同层级瓦片上所在的像素

位置, 我们采用墨卡托投影[15](正轴等角圆柱投影)

来获得绘制点转换后的位置 , 将经纬度坐标转换

到瓦片上位置坐标的转换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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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1)(2)中, λ和 ψ为经纬度; z为所在层级, x

和 y 为所在层级的瓦片位置, 再由式(3)(4)计算得

到该瓦片上需要绘制的像素位置(m, n). 

2.2  并行计算热图 
在 Spark 平台上实现热图的绘制, 首先根据

2.1 节所描述的方法将经纬度坐标转换为对应不同

瓦片上的像素坐标 . 每个基站的辐射范围可近似

认为相同, 即每个基站的初始影响力近似相同, 因

此可采用影响力叠加法[14]将数据点绘制到画布上, 

然后做径向渐变, 叠加出每个位置的影响大小, 得

到初始灰度图, 如图 2a 所示. 然后将每一个像素

点着色, 根据每个像素的灰度值大小, 以及调色板

将灰度值映射成相对应的颜色. 图 2b 是一个透明

的 PNG 格式图片, 调色板如图 2c 所示. 本文中出

现的热图均采用图 2c调色板.   

将计算出的热图结果存储在HDFS上, 并与经

纬度以及层级建立索引关系方便以后读取 , 拼接

后的热图绘制效果如图 3所示. 
 

 
 

图 2  热图灰度图通过映射转为彩色图 

                    
① http://www.patrick-wied.at/static/heat-mapjs 



1884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第 28 卷 

 

     
      

 
 

图 3  拼接后的热图绘制效果 

3  瓦片边缘问题 

在以瓦片为单位并行计算热图时 , 某些热点

中心到相邻瓦片的距离会小于热点半径 , 这就会

出现瓦片边缘热点计算不完整的情况, 图 4所示箭

头所指位置即为存在边缘问题的区域.  

 
 

图 4  瓦片间热图边缘问题 

 
为了能绘制完整热图, 本文提出了一种对边缘

热点多次重叠计算的方法, 以解决边缘偏差问题.  

对瓦片相邻的边缘热点进行多次重叠计算 , 

设(x, y, z)为第 z层的序号为(x, y)的瓦片, (m, n)为 

热点相对当前所在瓦片的像素 , 热点位置可定义

为(x, y, z, m, n). 如图 5所示, 其中半径 r为热点的

影响力范围.  

 

 
 

图 5  瓦片内部及边缘热点位置示意图 

 
我们假设瓦片大小为 k×k像素范围, 若 kn<r,

即瓦片(x, y+1, z)的上边缘存在缺失. 因此我们可

以在瓦片(x, y+1, z)的相对位置(m, (kn))再次计

算半径为 r 的热图, 这样即可补全热图, 从而解决

边缘偏差. 

现给出具体流程: 假设瓦片的大小为 k×k 像

素, 首先在(x, y, z)上的(m, n)处绘制半径为 r的热

图, 然后判断热点所在位置是否处于瓦片边缘. 伪

码如下:  

//对数据集中的每一个点, 判断是否处于瓦片

边缘并需要重叠计算 

for each (x, y, z, m, n) in DataSet: 
//在第 z层编号为(x, y)的瓦片上, 计算圆心为

(m, n)、半径为 r的热点区域 

calculate(x, y, z, m, n)  

//以 4个象限为基准判断是否处于瓦片边缘, 重

复 8次 

if(n < r) 
    calculate (x, y1, z, m, k+n); 
  if(m < r) 
    calculate (x1, y, z, k+m, n); 
  if(m < r && n < r) 
    calculate (x1, y1, z, m+k, k+n); 
  if(k  n < r) 
    calculate (x, y+1, z, m,  (kn)); 
  if(k  m < r) 
    calculate (x+1, y, z,  (km), n); 
  if(k  n < r && k  m < r) 
    calculate (x+1, y+1, z,  (km),  (kn)); 
  if(k  n < r && m < r) 
    calculate (x1, y+1, z, k+m,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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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n < r && k  m < r) 
calculate (x+1, y1, z,  (km) , k+n); 
end for 
从以上伪码可以看出, 边缘热点可能处于 2片

或者 4片瓦片之间, 因此需要通过 2次或者 4次重

复计算 . 通过本文提出的重叠计算方法可以解决

热图分片计算的边缘问题, 图 6a 为未解决边缘问

题的热图, 图 6b为解决边缘偏差后的热图.  
 

   
a. 存在边缘问题的热图     b. 解决了边缘问题的热图 

 

图 6  存在边缘偏差与解决边缘问题后的热图对比 

4  实  验 

本文采用的数据集是浙江某运营商提供的湖

州地区手机移动数据, 包含基站数据和通话记录数

据. 基站数据集的记录由地理位置标识, 基站 ID, 

经纬度, 区域类型组成. 通话记录数据集的记录由

主叫用户 ID, 被叫用户 ID, 时间戳, 主叫用户所

在基站 ID, 被叫用户所在基站 ID 组成. 本文采用

的地图数据源自开源 OpenStreetMap, 所用计算集

群一共有 16个节点, CPU型号是 Intel Xeon E7540 

(主频为 2.4 GHz), 16 GB内存, Hadoop版本是 2.4.0, 

Spark 版本是 1.6.1, 使用普通微机作为客户端, CPU

型号是 Intel i5-3337U(主频为 2.7 GHz), 8 GB内存, 

浏览器为 Google Chrome v42.0. 

首先对 2013-12-20 数据进行清洗, 将字段缺

失的记录去除, 得到 6 793 495 条记录. 然后利用

Spark 对每个整点时间并行计算 5 层热图, 着色绘

制后将热图结果以 PNG 格式存储在 HDFS 上. 当

用户在 web 客户端进行交互时, 通过 Ajax 的方式

加载与当前地图位置对应的不同层级热图, 使热图

与地图叠加. 我们计算并绘制了当天 10:00 565 976

条记录的热图, 显示效果如图 7所示. 图 7a展示层

级为第 0层, 用户通过鼠标交互逐级放大显示区域, 

得到图 7b, 7c效果. 用户通过鼠标拖曳实现地图浏

览, 通过鼠标滑轮实现放大和缩小, 交互操作流畅, 

无迟滞停顿现象. 

进一步计算并比较 2013-12-20 10:00 和 2013- 

12-21 10:00的基站通话数据热图, 从图8a, 8b中可以

发现, 图 8a中黑框区域的热度明显高于图 8b的热

度. 进一步查阅地图得知, 此区域是湖州市政府所

在地, 这 2日分别是周五和周六, 说明图 8正确揭

示了移动通话数量在工作日和周末的差异. 
 

           
a. 第 0层热图与地图叠加显示      b. 第 1层热图与地图叠加显示       c. 第 2层热图与地图叠加显示 

 

图 7  热图与地图逐级叠加示意图 

 

    
a. 2013-12-20 10:00热图      b. 2013-12-21 10:00热图 

 

图 8  同一区域不同时间热图比较 

5  结  语 

本文提出的大数据热图可视化方法能够有效

地解决前端绘制计算量大的问题, 通过在 Spark平

台上以瓦片为单位分层次并行计算热图 , 将生成

的热图存储在HDFS上, 然后通过web服务器提供

浏览器交互服务 , 用户可以通过在地图上拖动鼠

标或放大/缩小等操作选择感兴趣区域, 再分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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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点用户行为差异或渐变过程 . 通过解决热图

数据点和地图映射关系问题以及瓦片热图之间的

边缘问题, 提供大数据热图绘制方法, 以满足用户

交互、协同和共享等多方面需求. 该方法可以拓展

到其他常用可视化方法, 如 ScatterPlot, Bar Chart, 

平行坐标等. 但绘制过程是基于 Spark计算后得到

的离线数据, 在实时性上还不能得到保证, 在下一

步工作中, 我们将着手利用 Spark Streaming 库来

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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