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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图作为反映数据中携带信息最重要的一种表达方式，在许多领域得到广泛的应

用。而热图是超越传统图形意义的一种新型的信息可视化方式，在现代的可视化领

域中，热图的使用更加广泛。然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不仅在多元素、多

维度等数据属性上剧增，尤其是在数据规模上急剧增加，使目前的方法在大规模数

据进行热图可视化绘制上效率大大降低，甚至超过机器的负载，导致程序崩溃无法

进行数据可视化的绘制。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四叉树网格的快速层次

聚类热图可视化方法，通过对大数据进行聚类预处理，进而利用可视化技术将预处

理数据信息采用热图的形式进行展现。

首先，针对大规模数据进行预处理时选择合适的聚类方法从数量级上减少数据，

通过对现有的多种聚类方法进行仔细研究和分析，综合各个聚类方法的优缺点，提

出了一种基于四叉树网格的快速层次聚类算法。该算法适用于大规模数据的聚类，

避免多次聚类造成数据信息的丢失，且聚类后的数据质量较高,并在最大程度上保留

原数据的特性。

其次，根据预处理后的数据，计算数据热点产生的热值。将预处理后新的数据

中心点看作热点，通过高斯函数拟合计算每个热点(多条数据)对周围地域产生的作用

值，将所有热点对区域的作用值累加。计算结果作为最后的热度值，利用可视化技

术进行三维热图的绘制。

再次，根据三维热图的体数据的特点，提出一种简化的光线投射方法，利用 GPU

强大的并行处理能力和着色器可编程的特性，直接在着色器中计算经纬度对应热值，

把热值按比例转换成高度再根据比例值赋颜色值进行三维热图的绘制，相比于传统

的光线投射算法，减少相交测试的计算和反复采样，提高热图的绘制帧率。

最后，设计和实现可视化程序框架，并通过实验对提出的方法进行验证和对比

分析，证明了本文算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信息图；可视化；大数据；聚类；热力图；四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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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ps, as the most important present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that carried by data,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many areas. The heat map is a new-type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method that goes beyond the traditional graphics. In the modern visualization, heat maps

are more widely used. However,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big data, not only did the

multi-element and multi-dimensional properties of data increase sharply, but also the data

scale. This made the efficiency of current methods of heat map visualization for

large-scale data greatly reduced, even exceeding the machine workload, causing the

collapse of programs and failure of implementing data visualization.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proposed a fast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heatmap visualization method based on quadtree

grid in this study. This method required to clustering-preprocess the big data before using

visualization technique to present the data by heat map.

Firstly, a fast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heatmap visualization method based on quadtree

grid was proposed. An appropriate clustering method was needed to preprocess the

large-scale data to reduce the data length by order of magnitude, then analyzing the

current clustering methods and integrat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se

methods. This algorithm is suitable for the clustering of large-scale data, avoiding data

loss caused by multiple clustering. The clustered data has a high quality and the properties

of the original data remain to the maximum extent.

Secondly, visualization technique was applied to calculate the heat value for the heat

map. Taking the preprocessed data center as the heatpoint, Gauss function was used to fit

the effect-value that each heatpoint acted on its surrounding areas, then accumulating all

the effect values to get the ultimate heat value. This heat value was also taken as the

volume data to three-dimensional heat map with visualization technique.

Thirdly,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volume data, a simplified

ray casting method was proposed. This method made use of GPU parallel processing

capability and the programmable feature of the shader, directly calculate the longitude and

latitude heat values in the shader. Then converting the heat values to height values

proportionally, and assign color values to draw three-dimensional heat maps. Com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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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conventional ray casting algorithm, this method reduced the calculation of

intersection test and repeated sampling, and increased the frame rate of drawing heat

maps.

Finally, the visual application framework wa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and the

proposed methods were validated and analyzed by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s.

Keywords: heat map; big data; clustering; visualization; quad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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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绪 论

1.1 课题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云计算、社交网络、物联网等新兴的基于位置的服务促使人类社会的信息数据

规模和类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随着大数据的到来，数据从基本的处理对象

转变为一种可用的基础资源，使用和分析数据能给人们的生活水平带来极大的提高。

因此，如何去利用和管理大数据[1]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同时，数据可视化技术在

数据结果展示上是最佳的方式之一。

数据可视化[2]从其字面理解为，计算机将大型数据通过可视化技术以更加直观的

方式呈现给用户，方便用户观察和分析数据[3]。目前硬件不断升级、处理算法（图形

处理和可视化方法[4]）不断完善，可使用户通过数据可视化技术把传统的文本数据以

图形的方式进行展现，以便从各个角度来分析和观察数据，从中发现数据隐藏的信

息。

同时，在互联网时代，一图胜千言。热图[5]就是其一，一张覆盖在图形上的彩色

图片，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可以回答我们很多问题。

在可视化方法中，热图可视化[6]是近几年流行起来，用的越来越多的一个可视化

方法。热图可视化是以彩色高亮的方式显示用户常访问和关注的区域。也是用户关

注的信息。在 2011年 1月百度首次引用了百度热力图，多用于WEB端进行用户行

为数据的展示和分析：

(1) 热图显示用户热衷的区域，通过显示用户鼠标点击的页面区域的不同程度，

可提供给管理者浏览用户对网站上哪部分内容最为关注，哪部分内容对用户的吸引

力小。

(2) 通过链接的点击，可观察用户喜欢点击哪个链接跳转到同一个页面。开发者

可根据用户的点击情况来修改页面，给用户更好的体验。

(3) 对于不可点击区域，可通过热图来反应这些区域都发生过什么，哪块的不可

点击区域被点击的次数最多、用户关注度最高等都可通过热图清楚的显示出来，通

过显示的结果，管理者可在某些区域放置一些资源供用户点击，增加链接的访问量

或者在这块区域放些推荐产品等都可收到满意的效果。

热图除了用在WEB端，在其他地方应用的也很广泛。用热图来分析的数据规模

也在不断增加。大数据时代的到了，使人们逐渐发现，使用传统热图可视化[7]的过程



燕山大学工学硕士学位论文

- 2 -

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目前针对大规模数据实现热图可视化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以

下三方面：

(1) 计算量大。数据规模的激增导致传统的可视化方法崩溃。实现大规模数据的

可视化，对于大量数据的计算，远非一般机器所能负载的，通常都是计算机群、云

计算[8]来进行，远超普通机器的计算能力。小数据量在普通机器上运行，可视化图时

间还能接受，可一旦数据量大的时候，这个时间长的弊端就显而易见了。

(2) 信息量大。数据属性增加导致传统的可视化效果展现效果的不足，热图可视

化有效、充分的展示数据信息，提供数据分析结果。

(3) 效果差。普通的平面图展示，缺少三维立体感。在展示信息上三维热图可全

面的展示数据所携带的信息。

因此如何通过缩减数据量来减少热图可视化的时间已成为目前研究的重点和热

点。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图可视化和信息可视化领域，数据挖掘[9]和可视化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做出来大

量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是数据方面，怎么来规范和减少数据；另一方面是可视化领

域，通过硬件的提升，cuda的并行计算[10]，通过种种的加速运算来提高绘制的效率。

本节将对热图可视化和聚类两个方面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介绍。

1.2.1 热图可视化研究现状

现在人们生活在数据时代，通过 GPS 定位得到的空间数据包含点数据的地理位

置信息。点数据是空间数据中最基本的一种数据形式，点数据是没有实体大小的，

但点数据自身具有经纬度等属性值，分布离散在地理空间中。所以，对点数据进行

热图可视化的意义非凡。

常见的点数据热图可视化方式是将点数据看作一个固定大小的实体点放到地图

坐标上。用数据坐标中心点的颜色深度值和外围影响区域的颜色值来表示点数据的

属性。对于海量的点数据进行绘制时，可通过对目标区域进行分块，对单个块内的

数据进行点数据的可视化，数据量过多就会出现数据地理位置的重复重叠，针对多

个重叠的点数据进行可视化时，通过三维立体的方式，从高度上来表现点数据个数

这个属性值；点数据的属性值很多，通过不同的展现方式来分别表达数据所携带的

信息。热图可视化中的颜色和高度就是使用最多也是大多数用户所能理解和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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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方式。在现在的可视化方式中也是使用最多的，效果一目了然、直观、信息表

达的较全面。

热图不但应用于数据可视化领域，在其他可视化领域也得到广泛的应用。

在数据聚集可视化方面，Spakov 等人[11]在 2007 年利用热图可视化技术通过人眼

凝视调整热图的透明度实现了轨迹实验验证和产品显示的可用性研究，相对于传统

方法做了改进处理，并通过热图可视化得到了验证。

在视觉领域，Bojko 等[12]在 2009 年对视觉轨迹的可视化技术进行了描述总结，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怎么针对面对的问题选择合适的热图可视化技术以及实现。

Blignaut[13] 在 2010 年根据热图构建方法，针对视线轨迹，通过改变参数来帮助使

用者获取相应的信息。参数包括视线范围、颜色值、透明度等。

在软件系统方面，Roethlisberge[14] 等在 2009年在集成环境应用开发上热图的

使用进行全面的评估，并分析利用热图引导开发者研发能力的曲线走势。Benomar[15]

在 2014年利用热图在现有的可视化工具的基础上，研究软件在纬度上（时间纬度和

其他纬度）的动态性，并在 Pooka电子邮件的客户端和 JHotDraw程序框架中采用了

热图。

在其他方面，Pryke[16]等在 2007 年利用热图解决多目标优化问题，并将热图扩

展应用到高密度信息关键数据可视化方面和一个多组分矿物化学系统。Mshaim 等[17]

在 2011年通过可视化技术实现 Last.fm社交音乐平台，该系统可采集用户的行为操

作。系统中通过热图的方式分析动态数据从而获取用户的行为信息。

大数据热图在可视化领域仍然是个未解决的大问题。

1.2.2 聚类研究现状

聚类技术到目前已发展的很完善，在各方面应用的也很广泛。最难的问题就是

聚类方法很多，怎么选取合适的聚类方法成了关键也是难点。

下面分别聚类各个方法到目前为止的发展：Macqueen[18] 提出了一种经典的聚类

方法----K-平均方法，此方法实现起来简单且运行速度快。同时，K-平均方法的缺点

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不同的 K值就会有不同的簇结果可能会导致想象不到的聚类。

对噪点和单个的点（孤立点）敏感，这样的点或者簇对平均值的计算影响极大，噪

点的存在使聚类不稳定，鲁棒性差。

Kaufman和 Rousseeuw提出了一种 K-平均算法的改进方法------K-中心点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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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簇的中心点代表这个簇，其中的代表算法，分区围绕算法 Partitioning Around

Medoid(PAM)[19]和大应用数据聚类算法 Clustering Large Applications(CLARA)[20]。因

为中心点对孤立点的敏感度相比于平均值有所降低，对于有噪点或者孤立点的数据

进行聚类，K-中心点方法比 K-平均方法更具鲁棒性。

随着大数据的到来，数据规模以及数据的复杂性都急剧增长，基于划分的算法

为了对大规模数据进行聚类做了很多的改进。NG和 Nan 提出的 CLARANS算法[23]

增强CLARANS的性能；Huang提出 k-modes[21]算法，扩展了 k-平均算法，用modes(模)

来代替类的平均值，Lauritzen 提出 EM算法[22]，根据簇和对象之间隶属关系来分配

对象。同时，Ester，Kriegel和 Xu[24]提出了一种高效的空间存储方法和聚焦技术，从

而使 CLARANS算法的性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1.3 热图可视化的难点

热图可视化方法面临以下两方面挑战：

(1) 大规模数据聚类后的数据如何展现原数据要表现的信息。现在不管是网络

web上，还是医学 DNA上热图都是小数据的，如何实现大规模数据的热图可视化，

不管是在实现方法上还是在理论实现上都有很大的难度。在进行热图可视化时遇到

海量数据，传统的可视化算法，其运行效率之低，甚至因运行时间过长导致程序的

崩溃。因此，如何解决大数据这个问题，使千万级的数据点也能有效的进行可视化，

绘制出理想的热图，是目前热图在大数据可视化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怎么缩小

数据的数量级，什么样的聚类方法对大数据进行聚类后得到的数据可以代替原数据

进行热图的展示。

(2) 大规模数据实时热图可视化。即便大规模数据问题得以解决，可现在处于信

息化时代，数据的更新速度快的不可想象。如何实时的处理大数据同样也是个巨大

的挑战。随着数据规模的不断增加，现有的可视化技术和设备在性能上渐渐的已不

能满足实时数据可视化的要求，绘制好的图形在视角的转变和有新数据的加入，会

致使图形的更新，而每次图形的更新都需要重新计算热点对周围区域的影响值，热

图的改变，消耗的时间不能满足人类的要求。因此如何优化程序的同时还要保证数

据的实时性，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1.4 本文研究内容

本文通过对热图可视化现状的研究以及聚类的研究发现，大规模数据可视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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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同时也是难点。但聚类在解决大规模数据问题上，已成为

有效的解决途径。本文针对大规模数据可视化的问题，先进行聚类预处理再计算热

力值后进行可视化，本文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展开：

对常用的几种经典聚类算法进行研究发现，针对大规模数据的聚类采用了一种

新的网格层次算法（四叉树网格快速层次聚类），先将地域按人口数据的多少划分

网格，每个网格内的数据量都不超过某个阈值，再通过多线程并行计算每个网格内

的数据聚类。跟常用的网格层次聚类算法相比，新的算法避免了多次聚类，在聚类

的数据上再次聚类所带来的数据信息的丢失。新的算法只进行一次聚类，或者从原

数据上聚类到不同程度，这样预处理后的数据不会丢失原数据的信息，能代替原数

据来表现数据的特性。相比于其他的聚类算法，如k-平均、层次算法，无论是处理

大规模数据上还是聚类后数据在可视化效果都获得了较满意的效果。

预处理后的数据通过高斯函数计算热点的热力值时，根据聚类后形成簇的中心

点和簇的个数，通过高斯拟合的方法来重新计算新的热点对周围的影响值。简单的

来说就是用一个三角锥的形状来拟合多个热点的热力值累加。由于拟合过程简单，

本文中不在过多的介绍。

针对传统的光线投射算法对每条射线相交测试的计算，大大的降低了图形绘制

的帧率，为了提高绘制帧率，根据数据的特点和 GPU光线投射的思想，提出了一种

简化的光线投射算法，在顶点着色器中直接获得图形的顶点并计算出顶点到地表面

的高度，并把高度传递到片段着色器，顶点通过坐标转换贴合到三维地球上，在片

段着色器中根据传递来的高度直接根据彩色条带赋值，不必逐步采样并计算颜色值。

简化后的光线投射算法提高了图形绘制的帧率。

通过与基于划分聚类算法 K-means、基于网格的层次聚类算法对比分析聚类数据

和最终可视化效果。通过与传统的光线投射算法在不同光矢数组和不同分辨下进行

图形绘制的帧率比较分析，验证本文算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1.5 本文组织结构

本文共有 5章内容，其他章节内容如下：

第 2章是热图可视化相关技术。主要介绍了几种经典的聚类方法和热图可视化

的实现原理以及热力值的计算。其中，聚类方法包括基于划分的聚类方法、基于层

次的聚类、基于网格的聚类，不同的聚类方法可单独使用也可结合使用。热图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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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实现原理、技术和高斯求热力值的方法。

第 3章是基于四叉树网格的快速层次聚类算法研究。主要介绍了基于网格的层

次聚类算法，介绍了之前算法的优缺点，后根据网格层次缺点和数据的特点提出一

种基于四叉树网格的快速层次聚类算法。本章重点介绍了改进的四叉树网格的划分

及四叉树网格数据存储结构和聚类的结果、可视化效果图。

第 4章是基于光线投射的 GPU算法研究。主要介绍了通过聚类预处理得到的数

据，利用热图可视化相关技术，以彩色高亮和三维地球相结合方式来展示人口数据

热图结果。简化后的光线投射在着色器中获得顶点信息，并计算出顶点所处位置距

离地表面的高度，将高度传递给片段着色器，为其赋颜色值，以高亮方式显示热图。

在着色器中进行顶点的拉伸变换，实现热图与三维地球的结合。

第 5章实验结果分析。主要对基于四叉树网格的快速层次聚类算法和简化的光

线投射算法进行分析。通过和 K-means 算法、网格层次聚类算法进行比较，证明了

本文提出的基于四叉树网格的快速层次聚类算法不仅实现了对大规模数据进行预处

理，而且聚类后的数据在热图可视化的效果展示上达到了要求；随后同传统的光线

投射算法对比，简化后的算法提高了图形的绘制帧率。

最后是结论，总结本文的研究内容和取得的成果，就本课题的下一步研究需要

解决的问题做了简单的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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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热图可视化相关技术

热图可视化在信息可视化领域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利用点数据对周围区域影

响且影响力与距离成反比的特性来计算热值，并进行热值的图可视化，使数据信息

以简单、直观的图形方式来展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数据在数据规模和类型上

都急剧增加，传统的热图可视化方法已无法满足大数据的要求。本章先介绍几种常

见的用来缩小数据的聚类方法和热图的实现原理等与热图可视化相关的技术，其中

重点介绍了聚类方法。

2.1 聚类算法

本文中的热图可视化的大致过程如下：先通过网格快速层次聚类方法把原数据

进行聚类预处理，形成聚类簇；根据聚类簇的中心点进行高斯拟合来求出每个中心

点(热点)对周围区域的热力值，针对一个地理位置，将所有的热力值进行累加得到最

终的热值；把热值通过可视化技术形成热图，经过三维变换拉伸并与地球进行结合，

形成立体的热图，给用户直观的显示。而其中聚类预处理更是重中之重，本章重点

介绍了各种聚类方法并对其优缺点进行比较，从而提出了一种更适合本次数据热图

可视化的聚类方法。

关于聚类到现在位置还没有准确统一的定义[25]，下面给出了 Everitt在 1974年所

提出的：相似的实体聚到一起形成一个簇，两个不同的聚类簇的实体是不相似的；

在空间点中聚类得到的类簇中，任意两个空间点之间的距离必然小于其他两个簇中

的任意点的距离；从密度这个方面来说，一个聚类簇使密度高的点得以聚集，使密

度低的点得以分离，最终形成带有形状的聚类簇。

假定有一个数据实体集合 N =｛N1, N2, N3, ..... , Nn｝，第 i个实体为 Ni，Ni = {Ni1 ,

Ni2 , Ni3 ,.......Nin }，其中 i , j= ｛1, 2, 3, ...... ,n｝；Nij 表示点数据 Ni和 Nj之间的空间

距离。根据每两个点数据之间的空间距作为聚类的依据，进行聚类。

一般的聚类过程如下：

(1) 数据初始化：数据维度降低、某些特征标准化。

(2) 数据特征的选取：从数据中找到最能区别数据和进行聚类的特征，并进行提

取、存储。



燕山大学工学硕士学位论文

- 8 -

(3) 数据聚类：根据数据的特征选取或者构建某种聚类函数进行数据的相似度测

试，根据测试结果来进行聚类。

(4) 数据聚类评估[26]：对聚类后的类簇进行相关性的测试评估和有效性的测试

评估。

聚类如上所叙述的，聚类是根据数据的相似性来进行划分的，不同的数据聚类

后得到的结果也不同，所以针对数据的特性，选择合适的聚类方法，才能得到理想

的聚类数据，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再可视化才能得到满意的效果。

目前聚类在工程领域和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时聚类的方法也各种各

样。例如，基于划分的聚类、基于层次的聚类、基于网格的聚类、基于密度的聚类

以及各种聚类间的联合使用，可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针对本文人口数据的特点和

各种聚类的优缺点，提出了一种基于四叉树网格的快速层次聚类算法，在下章详细

介绍。

下面分章节来介绍各种聚类算法以及各种算法的优缺点。

2.1.1 基于划分的聚类方法

划分聚类(partitioning method)[27]方法是最常见的一种聚类算法。先创建 k个种子

点（也称划分或者簇），k同时也是最终聚类后得到的簇的个数；之后利用一个循环

技术求中心点的方法逐步定位来将对象从其中的一个簇移动到另一个簇，再求每个

簇的中心点，以此循环来改善划分聚类的质量。著名的 k-means 算法[28]就是其中的

典型算法。

聚类原理：假设有 N 个点数据集的集合 D = { x1, x2, …... , xn }，其中，每个 xi

是一个特征向量，先创建 K个分类。最终目标是将这 N个点数据根据某种相似函数

分别将其划分到 K个分类中。而划分聚类的关键在于相似准则的选取和 k的制定。

下面以 K-means 经典的划分算法来具体介绍方法的具体聚类过程，简易过程如图

2-1所示：

k-means 方法实现过程：

for k = 1, … , K 其中 K D ， r(k)代表 D中的点数据；

while 聚类 Ck中发生变化

d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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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k = 1, … , K ，K D

do Ck = { x D | ),(),( xrjdxrkd  其中，j=1, … , K, K D j !=

k}；

end ;

//求新聚类中心：

for k = 1, … , K，K D

do Rk = Ck

end ;

end ;

图 2-1 划分聚类过程

首先是这个 k的指定问题，现在还没有好的方法求出令人满意的值，但是可以

通过多次实验来指定一个比较好的值，然后是中心点的选择，初始选择总是随机的，

选择不同的初始中心点可能也会得到不同的聚类效果，可能这就是 k均值算法容易

陷入局部最优解的原因，迭代过程中可以计算同一类的均值作为新的中心点（k 均

值），也可以把新的簇中距离中心点最近的点作为新一轮迭代的中心点（k中心点），

这样避免了由于个别噪声点所产生的中心点拉扯问题。最后是迭代的停止，准则函

数用来决定何时终止迭代，常用的准则函数有平方误差和，最小误差准则函数等。

在划分式聚类中，还要了解的一点就是对点进行聚类时，点依据什么标准归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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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来说使用距离函数来决定点的类别，常用的距离有曼哈坦距离，欧几里德距离，

闵可夫斯基距离。适用于大规模数据聚类。

2.1.2 基于层次的聚类方法

层次聚类(hierarchical method)[29]方法就是通过对数据按某种规则进行层次的分

解，直到聚成一个或者满足某种条件为止。按照不同的分类原理，层次聚类分为凝

聚、分裂两种聚类方法。凝聚聚类是一种自底向上的思想，而分裂的层次聚类正好

相反，是一种自顶向下的思想。本文采用了凝聚思想。自底向上进行聚类。

凝聚层次聚类从底向上两个两个进行合并，开始把每个对象看成是单独的一个

簇，通过相似度准则方法选出两个相似度最近的簇进行合并，合并后的簇看作是一

个新簇，再和旧簇进行凝聚，直到剩下一个簇或者满足某个条件为止。凝聚过程如

图 2-2所示。

图 2-2 层次凝聚过程

聚类过程如下：

假定对 N个数据进行层次聚类，N个对象的相似矩阵为 N*N，

(1). 把 N个数据中每个数据对象当作一个簇，即有 N个簇。两个对象之间的相

似度就是两个簇之间的相似度。

(2). 找到相似度最近的两个簇进行合并，总得簇数减一。

(3). 重新计算新簇与旧簇之间的相似度。

(4). 重复第 2步和第 3步，直到合并成一个簇或者满足某条件停止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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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第三步中的簇与簇之间的相似度，可将层次聚类算法分为：single, complete,

average聚类方法[30]。

SL聚类，即类间距等于两个类对象之间的最小距离，采用相似度衡量，即簇中

任一对象和另一个簇中的任意对象的最大相似度。CL 聚类，即组间距离等于两组对

象之间的最大距离。AL 聚类，即组间距离等于两组对象之间的平均距离。层次聚类

效果好，但是效率会因数据的增加而急剧下降，不适合进行大规模数据的聚类。

2.1.3 基于网格聚类方法

GBM(Grid-based Method)基于网格的聚类算法，先将空间区域进行网格划分，

形成一个多分辨的网格结构，在此基础上进行聚类。聚类质量的好坏决定于网格和

数据的划分。常见的网格算法有以下几种：

STING(STatistical INformation Grid) [31]利用网格分块进行统计信息的保存再进

行聚类的方法。

Clustering In QUEst[32]和Wave-Cluster [33]则是基于网格密度的聚类方法，将网格

聚类和密度聚类相结合。

网格聚类算法应用之广泛，算法之多，无法一一细数，其中常用的网格聚类算

法：SCI[34]聚类算法、MAFIA[35]聚类算法、ENCLUS[36]聚类算法、DCLUST [37]聚类

算法以及基于密度的聚类算法 IGDCA[38]。

最开始的基于密度的网格算法 GDCA[39]的先将空间区域划分成单元网格，再对

网格内的数据进行基于密度算法的聚类。

类似的，基于网格的层次聚类算法[40]是先将空间区域进行网格的划分进行一次

网格的微聚类，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层次聚类。基于网格的层次聚类算法的时间复杂

度只和划分的网格单元个数有关，和数据的数量无关，这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大数据

无法进行聚类的难题，但此聚类方法针对于本次的人口数据进行聚类后，得到的聚

类质量不太理想，可视化效果一般。

2.2 热图可视化技术

热图近几年在可视化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对于大规模数据实现热图的可

视化还是一个待解决的难点也是重点。随着数据时代到来，数据在维度和量级上都

得到了极大的增加，针对此问题，数据挖掘和可视化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做出来大量

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是数据方面，怎么来规范和减少数据；另一方面是可视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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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硬件的提升，cuda的并行计算，通过种种的加速运算来提高绘制的效率，增加

对大规模的处理，来进行大规模数据的可视化。同时，也说明了热图的重要性。热

图作为一门刚兴起的技术，下面以下将从热图的实现原理以及大规模数据时，热值

的计算方法来进行介绍。

2.2.1 热图可视化实现原理

热图(heatmap)，可将密度、温度、频率等一些不易理解和表达的信息，用一种

直观、清楚的方式进行呈现。例如，用颜色和区域这种更加容易让人理解的方式来

表达，如图 2-3所示。

图 2-3 热图三维可视化效果

通过热图可以简单地聚合大量的数据，并使用一种渐进的颜色条带来优雅的表

现效果，直观表现数据疏密程度等信息，但是完整性欠缺。本文通过减弱柔化效果，

来提高对精确信息的表达。

热图在很多领域都有使用，其生成热图的原理如下：

(1) 为离散点创建一个半径为 R的缓冲区；

(2) 将缓冲区从里到外，由浅到深用灰度条带进行填充；

(3) 将交叉缓冲区内的灰度值进行叠加，值越大颜色越亮，叠加方式，可选择

RGBA 中任意通道进行热值的叠加。缓冲区的层次越多（交叉的多），叠加值就越

大，热值就大；

(4) 给图像进行着色，以叠加后的灰度值为标准，和彩虹条带进行一一颜色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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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色后的图像就是热图。

可以通过几张图来展现这个过程：

(1) 灰度带和彩虹色带

图 2-4 条带（灰度、彩色）

(2) 单热点显示

图 2-5 单点和多点显示

单热点的显示，至少要确定它的中心灰度值、半径，当然还有 xy 和色带。中心

灰度值默认设为 50，太小显示效果不好。根据半径的大小一般是 25，屏幕坐标，由

中心 50到边界 0渐进地填充灰度。我使用黑色（任何颜色都可以）的 Alpha通道来

进行灰度值的累加，填充后中心位置的 ARGB 值是(50,0,0,0)，边界处是(0,0,0,0)，这

样就能得到上图左边的灰度图了。最后根据灰度值映射色带得到彩虹带中对应位置

的颜色。50的灰度值，只能映射到彩虹带的前 1/5处，因而上图 5-2中右边单热点的

颜色以蓝色为主，略带青色。

每个单一热点有一个Weight，默认设为 1，目前暂时没有用到（ArcGIS Flex的

热图实现中，Weight用来在地图缩小时累加多个离散点聚合后中心灰度值的大小。

我没去实现地图缩放的功能，但我觉得Weight会有别的用处，现在还没完全考虑好，

以后有机会再说）。Weight不是类似通常二维空间数据中的第三维属性数据，热图

只能表现离散点空间上的频率，而不能表现其属性在空间上的分布。例如地震震源

的热图，并不能表示其震级大小的空间分布，而只能表现地震次数的多少。

(3) 多热点叠加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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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多点叠加高亮显示

叠加显示，点位置及权重是随机给的，半径是指定的。图中有 422个点，半径

是 50。点越密集的的区域，叠加的灰度也就越多，映射后也显得比较“热”。

2.2.2 热力值的计算

在原始数据中，将单个离散的经纬度数据看作是热点，通过预处理操作后，将

新簇的中心点看作是热点，利用这些数据热点通过可视化技术来表现人口分布信息。

热度值的计算过程[41]：

一个热点对周围区域会产生一定的作用范围，而这个范围影响力的强度可用高

斯函数来计算，高斯计算公式如(2-1)所示，由公式得知，热点的作用范围与距离成

反比，中心区域的影响作用最大，外围的最小。在进行某个区域的热力值时，需将

周围所有能产生的热力值进行累加。
2

22( )
2

xkf x e 

 


 (2-1)

将一张原图代表的区域离散为一矩形点阵，每个采样点都对应一特定的位置坐

标(经纬度)，采样点的热度值通过高斯拟合进行计算得到。计算过程如下：

假设矩形点阵的所代表的区域范围是：经度 Lon1-Lon2，纬度为 Lat1-Lat2，点

阵大小为M*M，那么第 r行第 c列的点所对应的经纬度可由公式(2-2)、(2-3)计算得

到。在根据高斯拟合公式计算热点对采样点的影响值，把所有热点对采样点的影响

值进行累加计算可得到最终的热力值。

 2 1 / 1lat r Lat Lat M Lat    (2-2)

 2 1 / 1lon c Lon Lon M Lon    (2-3)

其中，x为采样点与热点的距离； 函数中的尺度因子，尺度因子越大则影响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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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越广； k为函数中的影响比例因子，因子越大则影响力越大。

最终的运算得到的热力值就是相应地理坐标的最终热值。将三维热力图与地球

结合[42]，再通过颜色表给以相应的色度进行渲染，从而进一步的增强了人口密度分

布的热度感知。

2.3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在热图可视化整个过程最主要的两个阶段(聚类预处理、热图可视

化)的相关技术和基本理论。首先介绍了在热图实现的预处理阶段相关的聚类技术，

介绍的也是最常用的几种聚类技术，划分、层次、网格等聚类技术。聚类技术可单

独使用也可结合使用，根据数据的特点合理的使用聚类方法，然后针对热图可视化

实现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对其中的热力值的计算，在三维球体上的实现等

做了介绍，叙述了热图的柔化效果的优缺点。为了在三维地球上突出数据点的高度

值，减弱了热图的柔化效果，以小突苞形式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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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基于四叉树网格的快速层次聚类算法研究

在实现人口数据热图可视化的过程中，聚类作为其中的预处理阶段，在可视化

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聚类的数据质量好坏将直接影响之后热图的呈现。

现在数据集规模大，传统的凝聚层次聚类算法的空间和时间复杂度太高已不能满足

聚类的需要。针对大规模数据集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一种基于网格的层次聚类算法，

先用网格算法进行一次微聚类，在微聚类基础上再用凝聚层次算法进行聚类。这种

聚类算法聚得到的数据集质量不很理想。人口数据分布不均匀，网格聚类不适合于

分布聚中的数据集聚类。

针对大数据集和数据分布不均匀而产生的聚类质量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网格思想的层次聚类算法------基于四叉树网格的快速层次聚类算法。先把整个区域

分成四网格，然后统计每个网格内的数据点数，个数多于阈值的继续划分成四个网

格，重复统计划分，直到每个网格内的数据小于某个阈值为止（得到四叉树网格），

最后针对每个网格内的数据进行凝聚层次聚类。实验结果表明，改进后的网格层次

聚类相比于之前的网格层次聚类在展现效果上有所提高，相比与传统的层次聚类在

效率和正确性上有所提升。下面将详细的介绍传统的层次聚类和网格层次聚类以及

新的基于四叉树网格的快速层次聚类的具体实现过程。

3.1 传统聚类算法

传统的聚类算法很多，本章介绍和本文相关的传统聚类算法，层次聚类和基于

网格的层次的聚类算法，并逐个分析其中的优缺点，在他们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

聚类算法。

3.1.1 层次聚类算法

层次聚类算法，也称作树聚类算法，尤其是凝聚层次聚类算法在计算上简单、

快速、得到的结果相近，相比于分裂式算法，凝聚算法使用的更多，应用上也更广

泛。

聚类过程如下：

假定对 N个数据进行层次聚类，N个对象的相似矩阵为 N*N，

(1). 把 N个数据中每个数据对象当作一个簇。两个数据对象之间的相似度就是

两个簇之间的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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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找到相似度最近的两个簇进行合并，总得簇数减一。

(3). 重新计算新簇与旧簇之间的相似度。

(4). 重复第 2步和第 3步，直到合并成一个簇或者满足某条件停止聚类。（包

含 N个对象）。

假定数据集中的对象数为 N个，首先将每个对象看作一个簇，所有的对象之间

的距离矩阵如图，共有总数 N*(N-1)/2个。

凝聚层次算法使用对称的近邻矩阵，数据集需要 N2/2个存储空间。簇的个数越

多，邻近矩阵越大。层次算法的空间复杂度为 O(N2)。























0)2,()1,(

0)2,3()1,3(

0)1,2(

0




ndnd

dd

d

按照凝聚层次聚类算法的第二步，第一次合并时，根据公式(3-1)

          jidsrd ,min,  (3-1)

从距离矩阵中距离最近两个簇(r), (s)进行合并。合并完一个簇后，总得簇数减一。

在下次合并之前，需更重新计算新簇和旧簇之间的距离，并更新相似矩阵 ，根据

公式(3-2)将新簇和原来簇的距离中选择最小的距离值作为新的两个簇之间的距离

（相似度）。要通过公式(3-2)找到最小的值，需要做(N-2)次比较操作。此时新的距

离矩阵大小变为了(N-1)*(N-2)/2。

               skdrkdskkd ,,,min,,  (3-2)

进行簇的第二次合并时，从（N-1）*（N-2）/2个距离值中找到最小值，时间复

杂度 O(N2)。将产生最小值的两个簇进行合并。从剩下的(N-3)对距离矩阵中通过

min(d[(k), (r)], d[(k), (s)])寻找最小值，替换距离矩阵，此时矩阵的大小为(N-2)*(N-2)。

重复第二步第三步的过程，合并选择的两个簇，重新计算新簇和原来簇的相似度，

更新距离矩阵，直到满足第四步的条件为止。从上可看出，完成所有对象的合并，

簇合并前需要做(N3-N)/6次大小比较操作，更新距离矩阵需要做(N-1)*(N-2)/2次大小

的比较操作。凝聚层次聚类的时间复杂度之高 O(N3)，不适合大数据集的聚类。

为了解决大规模数据聚类的问题，前沿的研究者提出各种解决大规模数据的问

题，其中基于网格的层次聚类就是其中之一。

3.1.2 基于网格的层次聚类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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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层次聚类的空间和时间复杂度高的问题，Mansoori提出了基于网格层次

聚类算法，该算法先对区域进行网格划分，再将数据划分到相应的网格单元内，每

个网格单元看成是一个簇（网格单元内的数据过少，会当作噪点进行剔除），先对

这些簇进行网格算法的微聚类，在微聚类的基础上，再进行层次聚类算法。此算法

的复杂度只和网格单元的数量有关，和数据量无关。

簇的邻近度，假设有两个簇M1,M2，簇M1中权值最大的代表点 d1，簇M2中

权值最大的代表点 d2，那簇M1,M2的邻近度就是 d1，d2之间的距离。如图 3-1，假

设簇 Ci中有两个代表点 Ai、Bi，簇 Cj中有代表点 Aj、Bj，簇 Ci 和簇 Cj之间的相

似度为权值最高的 Ai和 Aj代表点之间的距离。

图 3-1 簇的邻近度

网格，针对 n维数据空间进行网格的划分，对每一维空间切分相同的份数 m，

这样整个空间就有 mn个大小相同的长方形单元。

数据集 D，代表点个数 K，簇的个数 Dmin（邻近度下限），根据划分的网格单

元，把数据集 D分配到合适的网格单元，统计单元网格内的对象，将个数小于 K的

网格单元内的对象数据看作噪声删除，将对象个数大于等于 K的网格单元对象看作

为一个原始簇，计算每个原始簇的代表点（即权值最大的代表点）。然后合并两个

代表点接近的簇，重新计算新簇的代表点，直到所有簇的个数（簇间邻近度）大于

Dmin 为止。

基于网格的层次聚类算法在空间和时间复杂度都是与划分的网格单元个数有

关，与数据集的个数和单元内的对象个数无关。

网格单元的划分直接关系到复杂度的计算，针对分布极度不均匀的人口密度数

据，网格划分的太稀疏，在之后的层次聚类上将花费大量的时间，网格划分的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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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网格聚类时间复杂度上也是个问题。另外经过多次的聚类，聚类质量出现偏差，

这将直接影响后续的热度显示效果。

为了让普通机器使用聚类后的小数据集来展现大数据集的效果，提出了一种基

于网格思想的新的基于四叉树网格的快速层次聚类算法。

3.2 改进的四叉树网格层次算法

为了满足大规模数据集的聚类和防止数据集在聚类后数据上再次进行聚类而出

现聚类质量偏差，本文提出一种新的聚类算法------基于四叉树网格的快速层次聚类

算法。根据人口数据的地理位置，把对应的区域范围划分为不均匀的四叉树网格，

每个网格内的数据独自聚类且只聚类一次。这样即满足大数据集的聚类又得到良好

的聚类结果，聚类时间可通过硬件 cuda技术进行加速从而降低时间复杂度。

3.2.1 快速层次聚类方法

在每个网格内进行层次聚类，传统的层次聚类在时间复杂度上是 O(N3)，为了降

低时间复杂度，本文引入了一种快速层次聚类的方法[43]，fastcluster包是对不同度量

标准的数据聚类的一个 C++链接库。其中包括七个最常用的聚类度量标准：single,

complete, average, weighted, ward, centroid 和 median linkage。每个方法的运算复杂度

见表 3-1。

表 3-1 各种运算方法的对比

时间 复杂度

Single O(N2)

Complete O(N2)

Average O(N2)

Weighted O(N2)

Ward O(N2)

Centroid O(N3)

Median O(N3)

根据数据的特点，本文选择使用 single 方法最为合适。有效的降低了时间复杂

度，经过测试，fastcluster算法可满足的最大数据集为 1.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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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四叉树网格划分

四叉树(Q-Tree)是一种树形数据存储结构。如图 3-2所示，四层完全四叉树。其

中左侧的为二维空间结构，右侧的为四叉树存储结构。它的每个节点下最多有四个

子节点。把二维空间进行区域划分，分为四个区域或者象限再把相关区域内的信息

存储到相应的四叉树节点中。区域形状以长方形为主，每个长方形区域又可以划分

更小的四个相同大小的区域，按层次结构，每层长方形区域和右侧的四叉树节点一

一对应。

图 3-2 完全四叉树

由上节可得知，层次聚类可使用的最大数据集的个数为 1.3W，对区域进行网格

划分选用的数据个数阈值设为 104。

空间数据｛lon，lat｝其中，lon指经度，lat指纬度。

四叉树网格的划分及数据的归类：

1) 先把整个区域当作根节点，所有数据存储到根结点 tr数组中，并给根节点编

号为 0，统计根节点内的数据的个数（即数组的长度 length）。

2) 根据前序遍历方法，从根节点开始遍历整个四叉树区域，边遍历边划分和数

据的存储。直到所有网格内的数据满足 d的条件为止，停止遍历划分。

3) 如果区域 n内的数据个数大于数据阈值 104，则把区域空间等分成四个等同

的子区域空间，并给四个区域编号，以俯瞰图的角度，右上角为 4n+1，左上角为 4n+2，

左下角为 4n+3，右下角为 4n+4。根据人口数据所在的地理位置把人口数据分配到所

属的子区域空间，lon，lat为采样点的经纬度，midlon，midlat 为当前区域的经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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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间值，分别对 lon和 midlon、lat 和 midlat 进行比较，得出采样点(lon，lat)属于

哪个区域节点。清空编号为 n内的数据。

4) 如果数据的个数小于等于数据阈值 104，则不再划分，针对所有的叶子节点

分别进行节点内的快速层次聚类。

把区域进行网格的划分，得到的是个不完全四叉树，空间数据对象都存储在叶

子点中。只需针对叶子节点进行聚类即可。由于数据的不同，得到的四叉树不同，

均匀的数据得到的四叉树偏向完全四叉树，在四叉树中查找划分都是很方便。由于

数据的局部集中，会得到一棵多层次的四叉树。本次的人口数据在东部沿海地区较

集中，四叉树层次多。类似的四叉树如图 3-3所示

图 3-3 网格四叉树组织结构

3.2.3 四叉树结构数据存储

当区域空间数据对象分布不均匀时，会得到多层次的四叉树，层数过多在查询

效率上就会降低，为了提高查询效率，采用 json格式键值对的形式存储数据。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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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建立一个索引数组，存放叶子节点编号信息，这样即保存了数据的层级关系，又

可通过索引数组直接调用四叉树的叶子节点信息。所有的数据点都存储在叶子节点

中，通过索引数组，提高查询效率。

JSON(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是一种常用且易进行操作处理的数据交换格式

[44]。以键值对的形式进行数据的存储。书写格式为：名称/值（值可以是数值型的、

文本型的或者数组都可以）。简单的说就是对象和数组。本文主要采用数组形式。

Json结构简单如下所示：

{key：value,key：value,...}

在上述基本的 json串中，key为键（属性），value 为值（属性值）。

在四叉树的存储中，使用每个节点的编号还作为键，对象的属性 key，根节点就

0来作为属性 key，即 tr[“0”] =[]。tr数组结构为：

tr[

“0”:[{

“data”:data,

“Midlonlat”:[minlon,maxlon,minlat,maxlat],

“code”:0,

}],

“1”:[{

‘data’:data,

‘Midlonlat’:[minlon,maxlon,minlat,maxlat],

‘code’:1,

}],

…….

]

其中，字符串”0” 就代表一个节点，此处代表的是根节点，涵盖所有的区域，

和节点”0” 所对应的是一个数组对象，键值对 data里存储的是所涵盖区域内所有的

数据，在四叉树划分的过程，会对 data的数据个数进行统计判断，若 data内的数据

多余某个阈值，就将 data中的数据分别存储到他的四个孩子节点中；若小于阈值则

此节点为叶子节点。数据就存储在 data中。在Midlonlat这个键值对中存储的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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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所代表的经纬度边界。Code就是这个节点的编号，在四叉树中用来寻找它的父

亲节点和孩子节点。

同时为了加快查询的速度和聚类的速度，为叶子节点建立了个索引数组 Trleaf[]，

从初始四叉树的划分开始，只要判定这个节点是叶子节点就把节点的编号存到索引

数组 Trleaf[]中。在进行快速层次聚类时，直接从索引数组中取叶子节点的编号通过

索引可在四叉树 json数据结构中快速的查找相应的键值，从而获取这个叶子节点的

地理区域和数据点集。

四叉树网格和叶子数组的存储关系如下图 3-4所示。

图 3-4四叉树网格数据结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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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聚类结果及显示

对人口数据通过基于四叉树网格快速层次聚类方法进行聚类。针对 1200W的人

口数据进行聚类，得到的四叉树为 7层，叶子节点个数为 9384个；下图 3-5列出了

某个网格内的聚类结果，聚类后得出的结果是这个簇的中心点的经度、纬度和这个

簇所含有数据的个数。簇的中心点作为新的热点来计算，其中数据的个数通过高斯

拟合函数来计算新热点对周围区域的影响值。

图 3-5 四叉树网格聚类数据

图 3-6四叉树网格层次聚类热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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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是 1200万国内人口数据进行四叉树网格层次聚类后，通过热图可视化技

术和三维地球结合的效果图。从图中可看到在东部沿海区域红色立体较多，人口主

要居住的信息和全国人口分布情况。

3.4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聚类预处理技术来缩减数据的数据量，从而解决了由于大规模数据进

行可视化导致程序崩溃进而无法展示数据信息的问题。本文就四叉树的结构特征，

利用四叉树网格结合快速层次聚类的算法，解决了大规模数据聚类遇到的问题。改

进的四叉树网格快速层次聚类算法，从原数据进行一次聚类，有效的避免了多次聚

类造成的数据信息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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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基于光线投射的 GPU算法研究

在上一章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四叉树网格的快速层次聚类算法。该算法作为整个

流程中的数据预处理阶段，也是本文热图可视化的核心，预处理方法的好坏将直接

影响后续的可视化展现结果。原始数据经过聚类处理后在数量上以量级为单位大幅

度减少，对之后的热图可视化减少了时间提高了效率。本章在热图可视化过程中，

利用先前预处理的数据通过计算数据的热力值，采用一种新的简化光线投射算法通

过 GPU的计算把热力值在三维地球上展现出来，并通过由蓝到红的彩色高亮方法，

进行热图的可视化。

4.1 光线投射算法

光线投射算法是从视点发出光线投射到物体上，每条光线穿透体数据纹理，在

此过程中，对纹理数据进行颜色信息的采样，同时，依靠光线吸收模型对颜色值进

行累加，直到光线穿过整个体纹理或者累加的值达到上限为止，最终得到的颜色值

既是渲染图像的颜色。

4.1.1 光线投射算法

传统的光线投射算法对每条光线进行相交采样的计算。相交测试之复杂、计算

量大。光线和物体相交后，再对这条光线进行采样，计算得出屏幕显示物体的颜色。

下面介绍一条相交光线的投射采样过程。

在射线穿越整个体数据的过程中会对体数据进行等间距采样，对每次的采样数

据进行光透公式累加。而透明度代表光穿透物体的能力，光穿透物体会使波长比例

的变化并累加。所以，将透明物体的颜色和后面物体的颜色进行混合，称作 alpha混

合技术。

Alpha技术的公式：

dsss cacac )1(0  (4-1)

其中，c0表示的是透过透明物体观察目标物体得到的颜色值，as表示的是透明物

体的初始透明度，cs表示的是透明物体的初始颜色，cd表示的是目标物体的初始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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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光线投射算法原理

图 4-2 光线投射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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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基于光线投射的 GPU算法

传统的光线投射算法，需计算屏幕上每个像素的颜色值。就需要通过对像素点

做一条光线，求出光线和物体的交点，再根据相应的计算方法求相应像素的颜色值。

这样对每个像素都要先做一次相交测试，来计算顶点的位置。这样不但使空间结构

设计复杂，还会增加计算量。绘制过程之复杂，效率低。不适合大规模数据的渲染。

本文采用光线投射算法基于 GPU的算法，在顶点着色器中进行顶点求值运算。

图 4-3 本文算法的图形绘制过程

本文基于 GPU的光线投射算法的过程。

图 4-4 光线投射算法渲染

本文提出了一种简化的光线投射算法，利用并在顶点着色器中求得顶点值，并

在顶点之间进行插值，光线与物体交点的高度则在着色在中计算，具体实现方法如

下：

在三维空间中，地平面 xy上每个坐标(x，y)，在 z轴上都有一个确定的高度值。

从视点发出的光线透过屏幕射进来，与 xy平面在坐标(x，y)处相交。假设坐标点(x，

y，z)是投射光线与物体表面交点的估计值，投射光线的光矢（光线矢量方向）为 V(x，

y，z)，视点的位置坐标为 O(x，y，z)，地平面的高度为 H，可通过公式(4-2)确定光

矢与地表面的交点 X(x，y，z)。

V
V

OH
OX

Z

Z
 (4-2)

然后可通过纹理对应的坐标来确定对应的顶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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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xyZ XXtexXXP  (4-3)

公式(4-3)中的 tex是纹理的传递访问函数。

a) 视点发出的光矢

b) 最终形成的图形

图 4-5 本文算法的实现原理

由视点向整个屏幕区域投射光线后，公式(4-2)(4-3)由顶点着色器计算出每条光

线和物体的交点即热点的高度值，并把热力值信息传入到片段着色器进行颜色赋值

并进行绘制。这些点根据投射光线之间的几何关系，形成三角性网格，最终绘制出

热图。

本文算法相比于传统的光线投射算法优点在于：

(1). 本文算法只计算视点与物体相交的射线，通过计算公式得出他们与物体表

面的交点。这些交点在片段着色器中根据其所高度辅以颜色值进行绘制。这样下来

相比于传统的头像投射算法计算相交次数会大大减少，即利用了光线投射算法思想，

又减少了采样。

(2) 根据数据本身的特点，简化了交点确认计算过程。只需知道投射光线光矢和

顶点数据，就可以快速的确定其交点，不需要再一段段的进行下采样，降低了计算

量，提高了绘制效率。

由于从视点发出的光线，通过屏幕投射到一定高度的地平面 xy 上，假设视点与

地面的距离足够远，发出的光线就像太阳光一样是均匀射到地平面的，距离视点近

的区域投射光线形成的三角形网格就小，远的区域就形成的三角形网格大。不会形

成常见的细节层次算法中出现的 T型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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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视野范围上，视点的高度要高于三维体素中最大的热力值，否则那些高于视

点的体素就无法显示，但针对与本次的中国人口数据，分布集中，要显示出人口最

大热值，则那些小数据簇的热值之间的对比，信息就显示不清楚；要显示小数据簇

的信息，就要把视点的位置放在中间，这样大数据簇就显示不全，造成信息的丢失。

为了综合的显示数据信息，把视点定在 3.0的位置上，这样即表达了小数据簇之间的

对比信息，又可以显示出那个区域的人口密集，突出了大数据簇的信息。

4.2 线性插值

本文基于光线投射的 GPU算法增加了视点回调函数，绘制物体是随着视点变化

而变化的。这有利于大规模数据的更新绘制，不过在视点转动时，呼吸效应也较明

显，尤其是边缘地区。另外由于纹理是栅格化的，所有的光线不可能都落在栅格上，

没有落在栅格上的光线就需通过插值来获取光线与物体的交点。为了避免单独使用

最临近插值算法进行采样造成的顶点阶梯状，视点移动调用视点回调函数而形成的

强烈锯齿，本文采用了双线性插值来减小呼吸效应，实现平滑过渡。

4.2.1 双线性插值

从视点发出的光线和物体的交点往往不在数据纹理的网格点上，为了从纹理中

得到准确的交点值，需要通过插值采样算法从交点附近的纹理数据中计算得到。同

时这种方法，也称为灰度内插。

图 4-6 双线性插值算法原理

在所有的插值算法中，最常见的插值方法有：最近邻插值法、双线性插值（一

阶插值）和双三次插值（二阶插值）。最近邻插值法很好理解，离谁最近就插值谁

的值，这种算法速度最快，但插值不准确导致梯形失真较严重。双三次插值算法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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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二届插值，这种算法速度最慢，但梯形失真最小。而双线性插值算法权衡了最近

邻的失真和双三次插值的速度。

























)1,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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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jif

jif

jif

jif

uvvuvuvuvjuif (4-4)

双线性插值是一阶插值，像素值通过公式（4-4）对相邻的四个像素值进行加权

计算。假设，已知目标像素是(i+u，j+v)，则相邻的像素为(i，j)，(i+1，j)，(i，j+1)

以及(i+1，j+1)。其中 u,v都是大于 0小于等于 1的数，u代表在 x方向上到像素点(i，

j)的距离，v代表在 y方向上到像素(i，j)的距离。通过函数 f 分别计算得到四个相邻

像素值。根据公式(4-4)计算出插值为 f (i + u , j + v)，如图 4-6所示。

4.2.2 三线性插值

还有一种就是三线性插值，主要用于处于两个层次（粗糙层和精细层）的节点

平滑过渡。通过公式 4-5计算出三线性插值的第三维层次插值。再通过公式(4-4)计算

相邻两个细节层次的插值。把得出的两个值进行加权计算出最终的插值。

)))log(max(,0max( iLOD  (4-5)

通过下面公式（4-6）（4-7）加权可求的采样高度 H。L、Ln、Ln+1分别为实际

层、精细层和粗糙层，其中 Ln+1>Ln。Hm、H m+1分别为精细层采样高度和粗糙采样高

度。

)()( 1 nnn LLLL   (4-6)

mm HHH )1(1    (4-7)

上式中，a是混合因子。A越小，实际层次越接近精细层次，相反的，a越大越

接近粗糙层次。当实际层次越接近精细层次的时候，惊喜层采样点的权重将变大，

这样实际层次的顶点值就接近精细层次的采样值，相反的，会更接近粗糙层次的采

样值。

4.3 三维地球上立体效果实现

为更好的展现热图的效果，采用热图和三维地球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通过着

色器的设计和热图的彩色高亮显示来突出人口热图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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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着色器实现

为了实现三维上的立体效果，本文算法创建一个顶点着色器和一个片段着色器，

利用顶点着色器对物体进行拉伸偏移，拉伸的高度就是物体对应坐标在热点纹理上

的高度值，再将物体的顶点按公式进行偏移，偏移代码如下：

float _radiusEquator=6378137f;

float _radiusPolar = 6356752.3142;

double flattening = (_radiusEquator-_radiusPolar)/_radiusEquator;//

double _eccentricitySquared = 2*flattening - flattening*flattening;

vec3 convertLatLongHeightToXYZ(vec3 llh)

{

double sin_latitude = sin(llh.y/180.0*PI);

double cos_latitude = cos(llh.y/180.0*PI);

double N = _radiusEquator / sqrt( 1.0 -

_eccentricitySquared*sin_latitude*sin_latitude);

vec3 XYZ;

XYZ.x = (N+llh.z)*cos_latitude*cos(llh.x/180.0*PI);

XYZ.y = (N+llh.z)*cos_latitude*sin(llh.x/180.0*PI);

XYZ.z = (N*(1-_eccentricitySquared)+llh.z)*sin_latitude;

return XYZ;

}

同时将极坐标转换为世界坐标，再进过拉伸变换与地球进行贴合。过程如图 4-8

所示。

图 4-7 体数据和体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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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基于经纬度网格的体数据

在着色器中，采用光线投射思想通过计算光线与物体的交点距离地表面的高度

（即顶点的热度值），绘制出体数据，根据高度值查找颜色表即可得到每个顶点的

颜色。红色代表热度值最大，蓝色代表热度值最小，三维高度值代表数据的多少。

4.3.2 彩色高亮立体显示

图 4-9为热图在平面图形的高亮显示结果，图 4-9a、4-9b分别展示了热图在黑

白色和彩色高亮显示两种不同的效果。可以看出，彩色高亮显示更加鲜艳、突出数

据所要展示的信息。和 4-10图相比，4-9 b) 图的柔化效果过于强烈，同样是红色的

热点聚集，但无法看出那个红色的热点聚类的热点数多，而三维立体图的高度就很

好的突出了每个热点聚集的热点数，减弱热图的柔化效果，使得展示信息更明显突

出。

a) 热图黑到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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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热图高亮

图 4-9高亮显示

与三维地球结合的效果如图 4-10所示。可以看出，由于经过本文算法基于 GPU

的光线投射算法进行顶点拉伸绘制，在与具有真实卫星影像的三维地球结合后可以

更加突出其地理特性。

图 4-10 与三维地球相结合效果展示

4.4本章小结

本章将上一章进过基于四叉树网格预处理的人口数据，进行热图可视化，其中

本章提出了一种简化的光线投射算法，相比于传统的光线投射算法，在绘制效率上

得到较大的提升。简化后的光线投射在顶点着色器中获得顶点信息，并计算出顶点

所处位置距离地表面的高度，将高度传递给片段着色器，为其赋颜色值，以高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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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显示热图。在顶点着色器中进行三维拉伸变换，实现热图与三维地球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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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实验结果分析

本章就前面几章中所提出的基于四叉树网格的快速层次聚类算法和基于光线投

射算法分别进行了实验验证，并介绍了实验所需的数据以及实验坏境、运行平台。

通过最终的展示效果上将网格层次算法和四叉树网格快速层次算法进行了实验对比

研究，以及基于光线投射的 GPU 算法和基于 CPU的光线投射算法进行了性能上的

对比实验。

5.1 实验配置

主要介绍实验平台的硬件信息和平台使用开发语言 Python、OSG、GLSL。主要

介绍 Python和 GLSL语言。

5.1.1 实验数据和配置

本文在Windows7 操作系统下将中国千万人口数据在三维地球上进行热图可视

化绘制。先在 python语言环境下进行数据的聚类预处理，把聚类后的数据用 OSG三

维引擎、CUDA中计算热力值以及 GLSL 着色器语言进行热图的可视化。所使用的

硬件如下：CPU， Intel E5-2620 2.0GHz、内存 32G、双显卡：NVIDIA Quadro

K2000+NVIDIATesla K20c。

本文所用实验数据为中国人口居住数据，测试数据共有 1200W条，每条数据包

含数据点所在的经纬度。

5.1.2 开发工具简介

(1) Python Python是一种面向对象、解释型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Python语

法优雅、明确、简单，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强制用空白符(White Space)当作语句缩进。

Python具有非常强大且丰富的类库，能很轻松的连结其他语言制作的各种模块，有

胶水语言的美称。常见的情形：使用 python快速生成程序原型，之后针对其中有特

别要求的部分，用其他合适的语言来改写，比方说在本文的层次聚类中，在多次对

比计算中要求性能的提升，就改用 C++来重写这部分，再封装成 python类型的类库，

供 python调用。这样即实现起来简单，又能满足效率的要求。

(2) GLSL (OpenGL Shading Language)语言，是一种基于 C 语言为基础的高级开

发语言，类似于 C/C++，GLSL 在图形卡上的 GPU（Graphic Processor Unit 图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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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执行，替代固定的渲染管线的一部分，是渲染管线可编程。GLSL 常用的的着

色器分为 2种：Vertex Shader（顶点着色器）和 Fragment Shader（片段着色器），有

时会有几何着色器。

Vertex Shader（顶点着色器）是运行在 GPU上的一组指令代码，通过处理它们

来处理顶点。当顶点被处理渲染时，程序指令代码开始执行。用户可利用顶点着色

器的可编程性来自定义处理指令代替固定的渲染管线操作。顶点着色器是在程序运

行时，按照着色器内编写的指令对每个顶点进行渲染，替代 OpenGL 固定渲染管线

中对顶点进行渲染的操作，这样可以实现对每个顶点的渲染控制。片元着色器是在

程序运行时，按照着色器内编写的指令对每个光栅化细分的片元（通常是一个像素

大小）进行渲染控制，替代固定管线中对片元进行的渲染操作，个片段，片元着色

器在顶点着色完成后执行。

5.2 热图可视化框架流程设计

图 5-1 热图可视分析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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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图被广泛的应用于网络、生物学等领域，在网络上可根据热图来进行个性推

荐，在生物学方面多用来获取 DNA微阵列并进行分析。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数据量越

来越庞大，热图在可视化上应用的更加普遍，本文主要针对大规模数据进行热图可

视化的框架流程做下简单的分析，热图可视化的框架流程如图 5-1所示，其中蓝色部

分是本文算法的核心内容。

大规模数据无法直接进行热图的可视化，虽说有各种算法来进行数据的加速运

算，但针对大规模数据作用不是很理想。为此先对数据进行聚类预处理，从数据的

量级上减少数据的规模，之后采用四叉树存储加速，其中四叉树存储和四叉树加速

对应于相同的四叉树形状，也为之后增加 LOD层次渲染提供了基础支撑。得到聚类

后的数据，根据高斯函数进行拟合并计算每个热点的热力值。根据热值绘制纹理，

使用光线投射的思想进行图形的绘制。根据纹理的的数据特点，简化了光线投射算

法，提高了绘制的效率和展现的帧率。

5.3 实验结果及分析

本文就基于四叉树网格的快速层次聚类算法和基于光线投射的GPU算法的实验

结果和分析。

5.3.1 基于四叉树网格的快速层次聚类实验结果及分析

本文使用相同的千万人口数据作为测试数据，结合预处理的数据和热图可视化

结果分析各种聚类算法的优缺点。

图 5-2是使用相同数据通过不同的聚类方式的人口数据可视化结果，其中，图

5-1 a) 和 b) 是使用相同的 10 万数据进行测试后得到的可视化结果，a) 是原数据

直接进行可视化得到的结果图，b) 是将 10 万数据进行 K-means 聚类后再进行可视

化得到的效果，从图可看到由于 k-means 种子点选择的不合理，致使误差数据使聚

类后的数据范围急剧变大或变小，可视化后的效果和原数据差距较大。图 5-1 c)和 d)

是使用 200万人口数据进过聚类预处理后的可视化结果。200万原数据的可视化效果

和 d) 图效果完全一样。c) 是使用网格层次聚类算法得到的可视化结果，根据算法的

原理，先根据网格进行聚类，聚类后的数据再进行层次聚类，这样经过多次聚类后

导致数据离原数据偏差较大，像 c) 中橙色方框内的数据缺失。而解决多次聚类的数

据偏差问题，采用了四叉树网格快速层次聚类算法，先进行四叉树网格的划分和数

据的划分，根据每个网格内的数据各自进行快速层次聚类，再大规模的数据也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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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本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只和单个网格内的快速层次聚类算法相关。d) 是进过四叉

树网格聚类后再进行可视化得到的结果，和直接进行可视化得到的结果完全一致。

将原始数据直接进行可视化所能允许的最大数据量是 850多万，上千万的数据

将直接导致程序运行时间过长而崩溃。上千万的数据可通过本文算法进行可视化的

显示。

通过聚类算法的复杂度和聚类后的数据可视化效果，得出基于四叉树网格快速

层次聚类算法在预处理数据中，所花费的时间复杂度为 O(N2)，可满足大规模数据的

聚类需求，主要的是预处理后的数据在热力图显示上和原数据是一样的，可用处理

后的数据来代替原数据表示数据信息。

a) 10万原数据

b) 10万数据 K-means 聚类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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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网格层次聚类预处理数据

d) 四叉树网格层次聚类预处理数据

图 5-2 不同聚类算法的预处理数据可视化结果

5.3.2 基于光线投射的 GPU热力图性能分析

基于光线投射的 GPU实现的思想，并根据数据特点，简化了光线投射算法，热

图的可视化效果如图 5-7所示。

表 5-1是在 1024*768窗口分辨率下对不同的光矢数组在传统渲染管线光线投射

算法下和根据数据特点简化后的光线投射算法不同算法条件下进行测试得到的帧

率。从表中可以看出，传统的光线投射算法由于相交测试的计算，复杂且计算量影

响了运行性能，而简化后的光线投射算法在运行帧率上相比于传统的光线投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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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能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处理 800*800光矢数组时还能以 78fps 的速度进行渲

染。
表 5-1不同光矢数组的帧率（单位：fps）

顶点不加速(CPU) 光线投射
顶点加速(GPU)

100*100 332 354

200*200 247 307

300*300 171 246

400*400 138 201

500*500 96 154

600*600 78 129

700*700 59 95

800*800 41 78

表5-2是针对600*600的光矢在不同窗口分辨率下将本文算法和传统的算法进行

比较测试得到的结果。传统的算法在 1920*1024的分辨率下进行 600*600的渲染绘

制只有 54fps，明显的出现卡顿现象；而本文算法在相同的配置下，在 1920*1024全

屏状态下还能以 88fps 的帧率进行绘制，画面运行流程。可见本文算法较传统的光线

投射算法在绘制帧率有较高的绘制效率。

表 5-2 不同窗口的帧率（单位：fps）

窗口分辨率 顶点不加速(CPU) 光线投射
顶点加速(GPU)

640*480 158 241

1024*768 108 142

1920*1024 54 88

从上测试得到结果可以看出，本文简化后的光线投射算法较传统的算法在绘制

帧率和裁剪效率上都有所改善。本文图形绘制的实现主要基于GPU强大的运行能力，

减少了 CPU端大量的计算负担。

5.4本章小结

本章先介绍与实验相关的环境、数据及开发工具，再介绍热图可视化矿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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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随后主要对基于四叉树网格的快速层次聚类算法和基于光线投射的 GPU算法

进行了实验和相关结果分析。

首先，通过本文提出的聚类算法实现的结果和基于划分的 K-means 算法、网格

层次聚类算法聚类算法进行比较，证明本文提出的基于四叉树网格的快速层次聚类

算法不仅实现了对大规模数据进行预处理，而且聚类后的数据在热图可视化的效果

展示上达到了要求，能从整体上体现出人口数据的相关信息；其次，在预处理的基

础上，利用热力图可视化技术，通过简化光线投射算法，通过 CUDA 计算热力值，

在图形处理器(GPU)上编写着色器绘制热力图，通过实验数据的对比表明了本文算法

具有较高的帧率，运行性能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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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热图作为一种有效、新颖的抽象信息的展示手段被广泛的应用到可视化领域，

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逐渐成为数据可视化研究的热点问题。近几年来热图技术不仅

在网络web上、医学DNA上得到广泛的应用，在多维度、流场及其他可视化方面的使

用日益广泛。本文为了解决大规模数据可视化的问题，并分析挖掘数据中的隐藏信

息，提出了一种基于四叉树网格的快速层次聚类热图可视化方法，针对传统的光线

投射算法，提出了基于GPU着色器编程的简化光线投射算法，提高了运行时绘制的

效率。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提出了一种基于四叉树网格的快速层次聚类算法 针对大规模数据的预处

理采用了一种新的网格层次算法-----四叉树网格快速层次聚类，先将地域按人口数

据的多少划分网格，每个网格内的数据量都不超过某个阈值，再通过多线程并行计

算每个网格内的数据聚类。跟常用的网格层次聚类算法相比，新的算法避免了多次

聚类。减少了在聚类的数据上再次聚类所带来的数据信息的丢失。新的算法只进行

一次聚类，或者根据数据规模从原数据上聚类到不同程度，这样预处理后的数据保

持了原数据的信息，能代替原数据来表现数据的特性。相比于其他的聚类算法，如

k-means、层次算法，无论是处理大规模数据上还是聚类后数据在可视化效果都获得

了较满意的效果。

(2) 提出了一种简化的光线投射算法 针对传统的光线投射算法存在每条射线

相交测试的计算，大大的降低了图形绘制的帧率，为了提高绘制帧率，根据数据的

特点基于 GPU光线投射的思想，提出了一种简化的光线投射算法，在顶点着色器中

直接获得图形的顶点并计算出顶点到地表面的高度，并把高度传递到片段着色器，

顶点通过坐标转换贴合到三维地球上，在片段着色器中根据传递来的高度直接根据

彩色条带赋值，不必逐步采样并计算颜色值。简化后的光线投射算法提高了图形绘

制的帧率。

(3) 模拟实验验证算法有效性 通过与基于划分聚类算法 K-means、基于网格的

层次聚类算法对比分析聚类数据和最终可视化效果。通过与传统的光线投射算法在

不同光矢数组和不同分辨下进行图形绘制的帧率比较分析，得到本文算法的可行性

和有效性。

结合本文的研究成果，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可做如下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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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四叉树网格快速层次聚类算法，第一，只考虑了经纬度等分散性标量数

据，其适用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将考虑引入更全的数据属性，使热图可视化结

果更全面的表现数据信息。第二，聚类只聚类到某一定程度的，之后将考虑将原数

据聚类成多个层次的数据再加入LOD技术，通过不同层次、不同的角度更全面的展

示可视化效果。

(2) 考虑实现实时动态数据的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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