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大规模层次图集的可视化研究

作者姓名：许万林

指导教师：沈瑛副教授

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 014年1 0月

万方数据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The Visualization of Large—scale Hierarchical Atlas

Candidate：Xn”匀nlin

Advisor：Associate Prof．Shen Ying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oct 2014

万方数据



浙江工业大学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

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除文中已经加以标注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或

集体己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含为获得浙江工业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

学位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

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承担本声明的法律责任。

作者签名：浒％株 日期：≥·竹年f工月f L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

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

人授权浙江工业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

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许五抓
阮馁

日期：弘，垆年，L月f L日

日期：刃，够年，}月，≯日

万方数据



浙江’I：业人学硕士学位论文

大规模层次图集的可视化研究

摘 要

层次图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查阅的数据。但当数据规模较大时，传统的浏览

就由于低效而不适用了。可视化则可以提供快速有效的查看层次图集信息的方法，它能展

现大规模层次图集数据的分类、数据变化、多维标签等信息。本文主要研究大规模层次图

集有效的可视化表达方法，具体的研究内容有：

(1)设计大规模层次图集可视化方案，以Voronoi树图和Photomosaic技术分别表

达数据的层次信息和图集信息。针对大规模层次图集，Voronoi树图稳定且快速地表达了

数据的变化，Photomosaic技术艺术化表达图像信息，也呈现了图像对应的文本描述信息。

(2)在表达层次数据信息时，对Voronoi树图的核心CVT算法迭代计算进行改进，

并提出了动态Voronoi树图的数据稳定性算法。本文设计了均值调整法有效地减小了CVT

的计算误差，并基于节点误差变化率、节点误差值优化了迭代终止条件，从而使CVT迭代

计算效率提升了近1／3。为表达数据变化特性，本文针对“结构不变、权重改变”和“结

构改变、权重改变”两种情况设计了一种数据处理方法，使计算生成的Voronoi树图布局

具有稳定性，动态地表达数据变化特性。本文还制定了基于模板、基于图像轮廓提取、基

于用户自定义的三种Voronoi树图的凸多边形轮廓设计方案，以丰富Voronoi树图布局的

视觉效果。

(3)在利用PhotomosaiC技术对图集可视化基础上，本文对静态的Photomosaic进

行了扩展与改进，并提出了一种目标图选取策略。本文使Photomosaic技术可以支持动态

层次图集，并能交互展现图像与图像的文本信息。为适应大规模图集可视化的计算需求，

本文在兼顾马赛克图的视觉效果的同时，利用FFT算法对核心的瓦片匹配计算做了加速。

分析目标图对马赛克图效果的影响，提出了一个目标图选取策略，能针对不同的图集，得

到可视效果较好的马赛克图。

(4)设计与实现了层次图集可视化原型系统。原型系统以数据处理、层次数据可视

化、图集可视化三个模块为主，综合呈现了大规模图集的可视化效果。并以“中国植物图

像库”为例，对数万计的层次图集进行案例了分析，验证了本文的可视化方案对较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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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集的可行性。

本文以Voronoi树图和Photomosaic的联合方案支持大规模层次图集数据可视化。在

对Voronoi树图的算法原理研究基础上，提高了计算精度与时间效率，并能表达数据的时

变性。深入研究Photomosaic的瓦片匹配算法研究，采用FFT算法实现加速匹配，可生成

效果较好的马赛克图。从而实现了对大规模层次图集数据的可视化研究。

关键词：层次图集，可视化，Voronoi树图，Photomos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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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sualization of Large-scale Hierarchical Atlas

ABSTRACT

Hierarchical atlas is popular in our life．But when atlas contains millions of images，

traditional browsing and moving display becomes inefficient and unbearable．Visualization can

offer effective ways for large-scale atlas combined with data classification，data vari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tags．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visualization for large—scale hierarchical atlas；

it Can be organized as following：

(1)Design visualization scheme for hierarchical atlas．Voronoi Treemap is used to present

hierarchical information since it has advantage in dynamic and stable layout．As Photomosaic

show images in all aesthetic way，SO it is used to express images in atlas and their information．

(2)Optimize Voronoi Treemap computation and propose a stable layout algorithm．The

optimization includes a mean—value method to reduce the error of CVT computation，and an

iteration ending condition based on the error variant rate and node’S weight error．Thus the time

consumption of CVT computation decreases nearly 1／3．To fit for the data variability,we designs

stable layout by focusing on topological structure and weight．And a set of contour schemes such

as template based．image contour extraction and user-defined are designed to support our

Voronoi Treemap layout．

(3)Extend and optimize Photomosaic to visualize atlas．We extend Photomosaic method to

interaction and multi—layered atlas．FFT is used to speed up tile matching process to fit for

large—scale images filtering．A target image selecting strategy is proposed by comparing the

output of mosaic images．

(4)Build hierarchical atlas visualization prototype system．The system contains data

processing，Voronoi Treemap and Photomosaic module．At last，instants of‘‘China Plants

Pictures Library”are introduced into the prototype system as case study．The system runs well

for thousands of layered images by Voronoi Treemap for hierarchical representation and

Photomosaic for atlas representation．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large—scale hierarchical atlas，we combine Voronoi Treemap and

Photomosaic to show data’S information．We improve the computational accuracy of Voronoi

Treemap and the efficiency and dynamic interaction of Photomosaic．

Key Words：hierarchical atlas，visualization，Voronoi Treemap，Photomosaic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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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绪 论

1．1论文选题来源与意义

在大数据时代的今天，我们每天接触大量的不同类型的数据，准确快速地理解和获取

数据的信息变得更为困难。数据可视化通过针对这些数据的类型，设计和应用不同的视觉

表达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洞悉数据中的信息，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帮助。

层次数据是生活工作中常见的数据类型，典型的层次数据有企业的组织架构、生物物

种遗传的变异关系、决策的逻辑层次关系等【¨。它表达事物之间的从属和包含关系，这种

关系可以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也可以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时赋予的类别与

子类别的关系或逻辑上的承接关系。

中国植物图像库【2】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大规模层次图集数据的网站，至2014．9．9总共有

1655543张的图像。它以植物的分类为层次依据，将图像按物种类别划分并存储。其中每

张图像对应一个唯一的ID号，还包括拍摄地点，即植物生长地等信息。这些图集分类明

确、数量庞大，如果以逐张方式详细地查看图和信息，则很容易导致视觉疲劳，也很难看

到图集的全局特性。

诸如中国植物图像库之类规模较大的图集，具有以图像信息为主、数量较大、带有多

层次性、更新较快、缺少总体的有效表达方式等典型特点，所以很需要利用可视化方式简

洁而有效的表达图集的总体和细节信息，特别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面向大规模层次数据的可视化工具。表达数据的层次信息时，多用树图作为可视

化表达工具。典型的树图方式能高效快速地表达大量数据的总体层次特性，并支持交互式

探索，但普通矩形树图布局的节点长宽比有待提高，并且布局缺乏稳定性。对于大规模层

次图集可视化，需要在继承树图优势的同时，支持布局的稳定性和更丰富多样的外观布局。

2、支持“时变性”数据的可视化工具。可视化不仅需要呈现数据的静态特性，而且

需要结合数据动态特性，提供有效的可视化表达方式，呈现数据动态变化的连续性和前后

差异。

3、支持大规模图集的可视化工具。大规模图集可视化需要有整合全局+局部的高效

可交互的图集浏览方式，并要求兼顾美观性、信息多样性、可扩展性等。

综上所述，为保证数据的重要信息能准确表达，同时体现数据的时变性等特点，本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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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Voronoi树图【31的方式表现数据层次信息，采用photomosaic技术‘4】交互式展现图像集

信息。并将两种可视方法有效结合起来，使得从图集的类别到具体图像信息能联动地有效

表达出来。通过建立一个可视化原型系统，实现对植物库数据的多维度的交互式的可视化。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本文主要用至lJVoronoi树[]$1Jphotomosaic技术。下面将围绕这几个技术分析国内外的研

究现状。

1、Voronoi树图

Voronoi树图是层次数据的可视化方法，它是树图方法中的一种。它与树图的可视方法

一致之处有：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屏幕空问，以利于呈现更大的层次化数据；还能够通过其

节点的大小、位置重点表现数据节点的量化属性和分布关系，让用户快捷地对整个数据的

分布情况有所了解[5][6】。

树图的可视效果主要体现在布局上，而树图布局好坏的一个衡量标准是节点区域的长

宽比，即矩形区域的较长边与较短边的比值，长宽比越小，布局效果越好。Voronoi树图是

一种基于多边形的布局方法，所以节点的轮廓外观多样，节点区域长宽比较树图更接近1。

基于多边形轮廓，在表达数据的层次信息的同时，也可以将Voronoi树图的布局与地理结合，

表达数据的地理信息。

在现有的Voronoi树图可视研究中，多集中于以下几个方向：

(1)Voronoi树图的计算方法改进

对Voronoi树图的计算方法改进，主要是对核心算法CVT[71的改进。David Gotz[81提出

动态的CvT计算方法来改善CVT计算时节点变化特性。Nocaj‘91提出的能量图计算节点区域

面积的方法以加快节点面积计算与对比的步骤等。这些方法都是围绕CVT的实现原理，对

某些步骤改进，使得计算方法更合理有效。

(2)Voronoi树图计算加速

Sud[101提出将Voronoi树图计算中可并行计算部分移至GPU【11]，利用GPU计算实现

Voronoi树图计算的加速。Vasconcelos将Voronoi树图中迭代计算方法基于Lloyd的CVD计算

放至GPU上加速计算【1 21，lJ百Voronoi树图则可以通过这个计算方法达到加速的目的。

(3)Voronoi树图稳定性布局

Voronoi树图是基于多边形的可视方法，它的计算结果与节点初始位置相关，所以当数

据变化时，Voronoi树图的稳定性较树图更好。David Gotz[81提出对节点增加与删除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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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以保证计算结果的连续性。Hallll『61提出一种根据节点路径转化为固定哈希值，然后

将该哈希值转换为固定的节点初始位置的方法，然后通过计算得到布局稳定的Voronoi树

图，从而支持数据的更新。

(4)Voronoi树图的应用

Voronoi树图在实际生活中有较多应用，这些应用主要是针对事物的类别等信息作为

层次信息进行可视化。如Bernhardt等人利用Voronoi树图表达基因数据的信息Ⅲ】，效果

如图1-l(a)所示：文献【l”则是哈佛大学工程及应用科学学院的科学发现实验室Hom等人

利用Voronoi树图表达生物多样性，效果如图1一l(b)所示。

(a)枯草芽孢杆菌呈现的不同类别的树图 (b)Involv系统星现的生命百科全书

图1．I Voronoi树图的可视化应片j

2、photomosaic技术

图集的可视化是本文另一个关键点。而针对数量较多，如何高效地表达图集信息则是

可视化方法中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本文选用Photomosaic技术来实现图集的可视化．该

方法不仅能满足以上要求，并且在呈现效果方面也具有一定的艺术效果，符合可视化效果

的美观性要求。Photomosaic技术是一种将图像集处理成许多的小图片，这种小图片被称

为“瓦片”，然后参照一张图像的内容将瓦片拼接成马赛克图的技术。

Photomosaic技术中，瓦片的处理与比较是整个技术过程的核心部分。瓦片的处理与

比较方法有很多，如Silversl41提出的最直接的瓦片间RGB值比较与拼接方法，效果较好，

却很耗时。Di Blasit”荆用Antipole机制将瓦片集处理成一个二叉树，从而加速了瓦片的

搜索过程，缩短了Dhotomosaic图的生成时间。Sah在文献m’中对Photomosaic生成方法

的GA与GP方法进行了对比。这些方法多以生成的马赛克图效果为标准，结合方法的时间

效率加以判定方法的优劣。

在马赛克图生成的动态性方面，Ciesielskim】提出动画photomosaic：它是一种基于遗

传算法的Photomosaie方法，其通过对搜索过程的可视化显示直接有趣的动画．并通过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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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程来揭示艺术品背后我们对自我表现的理解的过程。Wijesinghe[19】对比了动画

photomosaic中瓦片的网格替代法和任意替代法。Sah则对这一方法加以约束：如何利用

有限的瓦片集生成动画Photomosaic[20】。

在应用中，Photomosaic主要分为图像Photomosaic和视频Photomosaic。图像

Photomosaic的技术如上所述。视频Photomosaic方面，最初由Klein[21J将Silvers的算法

用在了视频上，使得一个视频由许多小的视频组成，这种方法是将图像的瓦片换成视频瓦

片，再利用Photomosaic技术生成视频马赛克图，该方法仍然是很耗时的，特别对于视频

对时间要求高的特性，无法做到实时。Choit221提出了基于优化的图集利用GPU加速的方

法实现实时的视频Photomosaic。

1．3本文研究目标与内容

1．3．1研究目标

本文是对大规模层次图集数据的可视化，主要目标为：结合改进的CVT布局算法，

利用动态Voronoi树图表达数据层次信息；并根据图集数据的层次关系，结合一定的交互

方式，呈现数据节点信息。使用Photomosaic技术对图集可视化，使得能表达层次图集的

的图像相关信息：同时制定目标图准确选取策略，保证图集可视化效果尽可能好。为层次

图集数据制定一个可视化原型系统，将Voronoi树图和Photomosaic技术有效结合起来，

综合展现数据的多维度的信息。

1．3．2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的是带有层次信息的大规模图集数据的可视化。图集数据的时变性是数据的

最重要特性之一，所以表达数据的层次信息的同时，也需要体现数据的变化。传统树图的

布局大多不具有稳定性，不适合表达数据的这一特性，而Voronoi树图是基于多边形布局

的可视化方法，其布局具有稳定性。同时，相较于树图，Voronoi树图布局多样，区域长

宽比较好，可视效果也较好。基于Voronoi树图的稳定性，需要设计一个数据增量算法，

使得Voronoi树图能动态化，表达数据的时变特性。

同时，在不是图集的层次信息的前提下，对数万张级的大规模图集数据的图像信息的

展现也是非常重要的。典型的大规模层次图集，如中国植物图像库【2J，对图像的显示主要

是缩略图和原图2种方式，如图1—2所示，这造成查看数据量较大的图集的图像信息非常

不方便。同时图像也包含GPS、拍摄地等其他维度的信息，所以对图集的可视化不仅要

呈现图像的信息，也要呈现图像的其他相关信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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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原图

懑
(b)缩略图

图l之ID号为311638的“扁豆”图像

综上两点，在数据的层次信息表达方面，本文利用Voronoi树图结合数据增量算法实

现动态Voronoi树图；在图像信息表达方面，本文利用Photomosaic技术结合一定的交互

方法表达图像及相关信息。具体的主要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以下3个部分：

f1)Voronoi树图表达数据层次信息

首先，改进带权重的单层Voronoi图的CVT算法，加速计算并降低计算误差；其次，

结台层次图集数据时变特性，改进Voronoi树图，提出了兼顾数据结构与权重变化的稳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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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的动态Voronoi树图算法；最后，扩展Voronoi树图外轮廓，设计了多边形轮廓选择、

轮廓自由设计、基于蒙版的轮廓设计三种方式支持凸多边形的Voronoi树图布局。

(2)photomosaic技术表达图集信息

从目标图与源图集关系考虑，制定一个目标图准确选取的策略，针对不同的图集选择

合适的目标图，牛成效果较好的马赛克图。分析Photomosaic技术对图集不同规模的适应

性，并保证其可适应图集大规模，从而达到大规模图集可视化的目标。并结合一定的交互

展现图像的信息。

(3)展示图集数据多维度信息的原型系统

建立面向大规模的层次图集数据的可视化原型系统。系统主要分为四层：原型层、服

务层、数据层和软硬件支撑环境。其中以服务层和数据层为主。系统将服务层分为数据处

理、Voronoi树图和Photomosaic三个子服务，子服务问联动地表达了层次图集可视化的

结果。

1．4技术路线和方法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本文的技术路线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改进的CVT算法+数据稳定性算法

Voronoi树图是由基于权重的单层Voronoi图的计算扩展到多层计算所得到的，在

Voronoi图布局中权重的计算方法主要是CVT算法，而权重定义方法主要是AW算法和

PW算法。本文在单层CVT布局的前提下，利用PT算法计算节点权重距离，并结合图集

数据的层次信息，达到Voronoi树图表达层次信息的目的。并利用Voronoi图布局特性，

扩展了凸多边形轮廓定制功能，使得在可视化结果更具可观性；为了展现数据的时变特性，

设计一个数据增量算法，同时基于Voronoi树图的稳定性布局实现动态Voronoi树图。

(2)Photomosaic技术改进+目标图准确选取策略

当数据量较大时，如何高效地呈现图像信息及图像的其他信息，是图集可视化方法选

用的重要标准。本文选择利用瓦片的形式表达图像，从而能够将数据量大的图集转化为瓦

片集，并利用Photomosaic方法拼接瓦片，得到具有一定艺术风格的马赛克图。为了让马

赛克图效果更佳，制定了一个目标图准确选取策略。同时结合一定的交互方式查看显示瓦

片中的图像信息，实现图集可视化目标。

(3)层次图集可视化的原型系统

原型系统主要包括数据资源层、服务层和系统支持环境。数据资源层主要是对系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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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数据的管理，包括数据采集、层次文件管理、系统中的中问数据等；服务层负责原型

系统的可视功能，主要包括数据处理服务、Voronoi树图可视服务和Photomosaic可视服

务；系统支持环境则主要是为保证系统能正常运行而对软硬件设定的要求与规范。

1．5论文组织结构

本论文共分为七章，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的背景和意义以及本文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等。

第二章：数据可视化相关技术介绍。分别介绍了数据可视化的理论、层次数据可视化

的项技术、图集可视化的相关方法。主要介绍了与本文相关的两种可视化方法：Voronoi

树图可视化和Photomosaic技术可视化。

第三章：Voronoi树图的实现。主要实现了Voronoi树图的构建的过程，为了提高

Voronoi树图计算的精度与速度，对CVT算法进行了改进。同时，为表达数据的时变性，

设计了兼顾数据结构和权重变化的具有稳定布局的动态Voronoi树图。为满外观多样性而

设计外观轮廓设计方法。

第四章：图集可视化的Photomosaic技术实现。本章主要设计了Photomosaic的构建

过程，制定了一个目标图选取策略，Photomosaic技术中的核心部分瓦片匹配方法。

第五章：可视化原型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本章主要设计了本文设计的可视化原型系统

的层次架构，各个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第六章：选择以“中国植物库”中植物分类图集为测试数据的案例分析。本原型系统

针对以“中国植物库”的植物数据为代表的层次图集数据而设计，根据数据的特点而设计

相应的可视化方法，本章主要介绍了系统对植物数据的案例结果以及相应的中问数据。

第七章：总结与展望。对本文的工作进行总结，指出当前工作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的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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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数据可视化相关技术

面对数量大、类别多的数据，高效的可视化方法可以帮我们更好的理解数据的内容与

信息。而一个好的可视化方法不仅与数据的特性相关，也具有一定的设计流程，并在可视

交互与布局等方面也有自身的特点。针对大规模层次图集数据方面的可视化，下面本文将

从层次数据特性、可视化理论、Voronoi树图和图集可视化等方面介绍相关的可视化内容。

2．1层次图集数据的可视化

可视化不是一个单独的算法，而是一个流程。除了视觉映射外，也需要设计并实现其

他环节如数据采集、处理和用户交互⋯。图2．1是一个可视化流程的概念图，它包括数据

采集、数据处理和变换、可视化映射、用户感知几个模块。其中用户感知的结果往往会影

响数据采集的结果，也会因感知结果调整数据处理的方式，或者是修改可视化映射方式已

达到更好的感知效果。

图2-I 可视化流程概念图[11

本文遵循图2．1的可视化设计流程，针对层次数据特性选择可视映射方法，到可视呈

现与用户感知的过程。其中具体的可视化映射方法有很多种，这些方法选择都与数据的类

型、大小等信息相关。所以，本节将先介绍层次图集数据的时变特性，然后介绍层次数据

可视化的布局特点。

2．1．1层次数据的时变性与分类

数据往往具有时变性，所以对这些数据可视化时，可视方法能支持表现数据的这一特

性。但在利用树图等常用的可视化方法表现层次数据时，虽可以快速有效的表达大规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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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层次特性，但无法很好地表达数据改变后的前后变化关系。即使是较小的变化，也会

产生布局的较大变化，这不利于获取数据的信息‘59]【601。

Gomez针对层次数据的时变性特点将数据变化做了很好的分类【231，也介绍了在层次

数据变化方面许多学者做的相关工作，如图2—2所示。下面将主要讲述Gomez等人对层

次数据时变性的分类。

否

目
疋

否
节点权僮改变

目
疋

叶子节点 所有节点

众昭众 众惦众

贪公 众惦仝 众垤仝
图2-2层次数据变化的分类

对层次数据时变性的分类主要以2个因素为标准：数据拓扑结构改变和节点值改变。

其中每个节点都有整个树形结构中有唯一标识，且含有至少一个数字化变量，变量有具体

的值。同时根据数据节点是否有子节点将其分为分支节点和叶子节点两种，所以最后将这

类时变性数据分为以下五类：

类型一：数据拓扑结构改变，节点权值不变。如物种类别树，生物学家可以用类别树

的方式鉴别哪些生物属于相同种类、哪种生物出现或灭绝消失：

类型二：数据拓扑结构不变，叶子节点权值发生改变。如股票数据的变化(假设没有

股票消失或新股票产生)，在不同的时间里股票的股值会增长或降低，但不影响总的股票

的结构；

类型三：数据拓扑结构不变，叶子节点与分支节点权值都发生改变。如政府薪水支付

表的两年数据对比，不同的时期，政府在不同的部门支出的薪资会有变化，这种变化是从

叶子节点到根节点值都会改变：

拓扑结梅改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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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四：数据拓扑结构改变，仪叶子节点权值改变。如美国的联邦预算，不同时期会

有不同的机关或部门被创立或取缔；

类型五：数据拓扑结构改变，叶子节点与分支节点权值都发生改变。如一个网站不同

时期的访问量，网站有许多的子网页，每个网页有独立的访问量，网页也会新添或被删除。

传统树图的布局爿；具有稳定性，所以适用于类型二：数据拓扑结构不变，节点权值改

变的数据变化类型。这类数据不仅拓扑结构不变，而且因节点(除叶子节点)权值不变使

得生成的树图布局也不变。同时，树图的计算简单，更适用于静态数据。

21 2层次数据可视化布局

现实生活中，层次数据随处可见，如计算机中硬盘存储的数据，书籍的目录、植物的

分类等等。采用不同的布局策略，以表达数据的层次信息为主，生成的可视形式也不尽相

同‘”。Jurgensmann[241对层次结构可视化技术和方法进行了综合，每种方法的可视效果如

图2-3所示。

释l尊l鬻l滞l蓬I嗣I否I幽避J■I
剑剿判剑剑斟到到剜剑
阂匿I蠹I黧I蜘匕。，l磊I圆l彘I筐J
，攀I治I国I霸l固l蛐l毂I出I醉I■l
搴I■I—I龠。I蕈；k．：j+I霸l翌睦“塑◇J
藩睦一l隧》l惫：I舞嵯l霭I割I滢I．攀I

绢l潦I燕I霍I鹾I
幽2-3各种层次数据可视化方法的效果图

这些布局策略中，空间填充法是较主流一种层次数据可视化方法。空间填充法是一种

基于区域的可视方法。它用空问的分块区域表示数据中的节点信息，利用上层区域包围下

层区域表示数据的父节点与子节点信息，兄弟节点区域互不相交，且都处于相同的父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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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这种方法主要有：圆填充法、树图两种较为常见。也易于理解。两种方法的效果

分别如图2-4(a)、2-4(6)所示。有图可知，圆填充法可以很清晰地表现父节点与子节点的

关系，但是会产生空间的浪费：树图则是一种空问完全填充的方法，空间利用率高，同时

树图利用边界表达层次关系。所以，本文选择树图对数据层次信息可视化。

0)圆填充法的可视效果幽 (b)伦敦个人房产数据的树图可视化

图2-4空间填充法的三种方法的效果图

21 3大规模图集可视化布局

生活中我们接触的图集有很多。针对这些图集，也有很多种的图像呈现方式。如图

2-5所示，Spence[2Sl从图像布局角度提出了六种可视化方法：S1ideshow、Mixed、Tile、

diagonal、Ring和Stream。其中前三种足图像的静态呈现，后三种可以表示图像的动态

变化顺序。这些方法可以用来表现数量较小的图集，对于数量规模较大的图集，可视效率

就变低了。

感喻舞
图2-5图集可视化方法太致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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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图集，如“中国植物图像库”的植物类别图集数据，不仅数量大，而且信息

内容也很多。那么在布局方面需要慎重考虑，既要合理利用空间，也要尽量揭示数据中的

信息。图2-6展示了在图像数据可视化中，可视化根据用户选取的图像自动地排列其他图

像以突出相似的图像‘2“。然而本文参考的植物类别图集相似度比较大，利用图像相似性

塞选排列的方法不台适。

图2-6参照J}{户选定的幽像根据图像相关性重新j|列图片位置

从数据规模上考虑，英国海岸图集口1是一个比较相似的应用，截止2014 9共有

4147614张图像。它将图像处理成瓦片，根据图像的GPS信息将瓦片放置在大致位置，如

图2—7(a)，使得图像有一个大致的地理位置映劓，生成一个马赛克图，如图(b)，最后主要

通过“放大／缩小”交互方法查看图像的具体信息。然而生成的马赛克图是一堆瓦片拼接

组成，没有拼接的规则，可观性较差。并且由于数据量较大，图像即使放大到最细粒度，

由于受布局限制，也只能显示一块大小很小的拼接图像集，如图2 7(c)。而对图像的其

它信息，这种方法则不能呈现出来。

(a)地理相关信息 0)马赛克图效果 (c)放_大后堆细粒度效果

凹2—7英国海岸图集通过对瓦片“放人，缩小”查看图像信息

雾_

万方数据



浙江l业人学硕十学位论文

通过对英国海岸图集应用的了解，我们确定了利用“瓦片”表现图像的方法适用于大

规模图集的可视化。为了让图集可视化效果更好，本文选用Photomosaic技术。相较于英

国海岸图集，这种方法艺术效果更佳，可视效果更好。它也是一个“瓦片”使用的可视方

法，它将图像集分解成许多的称为“瓦片”的小图片，然后利用小瓦片替代目标图像中的

小块，最后拼接出的一种总体轮廓与目标图像相似的马赛克图，教果如图2 8所示。其原

理是：以一张图片作为参考图片，称为目标图，用于替代日标图的图集称为源圈集；然后

根据选用的瓦片大小把目标图切成许多的瓦片，源图集的图像也对应变成瓦片；然后根据

瓦片间的相似度用源图集中的瓦片替代目标圈中的瓦片，最后拼接形成一个马赛克效果的

图像。

图2-8 “维纳斯的诞生”马赛克削mI

本节通过对层次数据可视化和图集可视化的介绍，了解到层次数据的特性和可视方法

的特点、图集可视化方法对本文选用数据的适用性选择。以“中国植物图像库”中的植物

类别图集为例，从这类数据特点考虑，本文选取“Voronoi树图”作为层次数据可视化的

方法，该方法布局上具有空问利用率高、长宽比好的优点，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布局稳定性

与自由性；在图集可视化方面，本文选用“Photomosaic”作为图集可视化方法，该方法

利用瓦片表示图像的形式不仅适用于数量较大的圈集。其生成的马赛克图也有一定的艺术

效果，颇具观赏性。以下将分别介绍Voronoi树图和Photomosaic的基本原理。

2．2 Voronoi树图

Vomnoi树图是种衍生的树图，因而它与树图一致采用树形结构来表达层次信息：

二维区域内的一个块被表示成一个数据节点，块间包含关系被表示为节点的父子关系。区

13

万方数据



浙江丁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别在于树图是基于矩形块的，而Voronoi树图是基于多边形块。树图的计算简单，耗时少，

但是布局单一，区域长宽比较差一些：Voronoi树图则布局多样，长宽比好，但是计算较

树图更耗时。下面本文将进一步介绍树图和Voronoi树图的可视化布局方法。

2．2．1 树图概述

树图最早是由1991年由Johnson和shneidennan[28】提出的，他们采用Slice．and．Dice

的布局算法根据不同的层级交替使用横切和纵切来划分父节点，以帮助使用者分辨数据中

的层次结构。这种布局算法优点是算法简单，耗时少；缺陷在于会产生非常细长的矩形节

点，很不利于用户视觉上的辨认和交互操作。针对这一缺陷，很多人在树图的布局算法上

进行了改进。例如：Bruls提出的Squarified Treemaps在长宽比上最接近l，实际效果较好。

这些改进的树图在布局改进上都具体自身的特点，本文将几个典型的树图相关的文献整理

出如表2．1所示的对应树图原理与方法。这些方法在布局上都有自身的特性，也因为布局

方法不同，得到的树图长宽比也略有差异。

表2-1树图的分类

典型的树图布局 布局特性 参考文献

Treemaps 根据层级纵横交替切割布局 【28][29】

Squarified Treemaps 平方化布局，以左右或剩下节 【30]

点相邻，长宽比好

Ordered Treemaps 兼顾产宽比和节点顺序布局 [3 1][32】

Strip Treemaps 兄弟节点同方向按顺序条带式 [33]

布局

Spiral Treemaps 兄弟节点按序螺旋式布局 [33】

Spatially Ordered Treemaps 空问相关的有序布局 【34】

树图是基于矩形切割的布局方法。切割方法有很多种，这些方法也决定了方法对应的

布局是否稳定。以Squarified Treemaps和Spatially Ordered Treemaps为例，可视效果如图

2-9(a)所示，它以节点长宽比最优为考虑因素。在节点布局时，动态选择横向或纵向二者

中较优的一个长宽比方案，见公式(2—1)。其中公式结果worst值表示矩形长与宽的比

和宽与长的比较大的一个，为长宽计算方法。最终生成的数据长宽比较好，但是布局不稳

定。Spatially Ordered Treemaps效果如图2-9(b)所示，是与地理位置相关的布局方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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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节点根据地理信息放置在布局中对应的相似位置处，计算公式为(2—2)。由于这种方

法与节点的地理信息相关，因而是一种较稳定的布局方法。

砷文件系统 (砷英国Flickr圈集

凹2-9几种不同方法的可视化效果

worst(R，w)=学(max(w2咖2，s2／(w2r)))(2-1)
其中R是指节点的区域，j是指区域R对应的总和。w是指当前布局中已添加节点对

应的宽，r是R中最大长宽比的节点区域。

出‰。：至塾
”√』⋯

(2-2)

其中哦是节点对应矩形的中心点问的欧氏距离，它也用来表示节点间的地理位置，”表示

兄弟节点的数量，一～表示根节点的区域。

虽然很多人对树图的长宽比和层次表达做了改进，但是树图都有相同的缺点：表达数

据的时变性时，这些方法布局大多不稳定。即使如SpmiMlyOrderedTreemaps方法，也是

根据地理位置得到节点大致位置，很难保证节点位置的连续性：其次．在布局是都是基于

矩形的，造成布局单一化，可视效果不佳。

Voronoi树图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它不仅布局稳定，可以表现数据的时变

性，也可咀呈现多样化的布局，使可视效果更具观赏性。

2．2．2 Voronoi树图布局

Voronoi树图的“前身”是Vomnoi图(VoronoiDiagraml35])，概念来自于计算几何，

由数学家Dirichlet和Voronoi最早提出概念：空间点根据距离利用相邻点的中垂线将空间

划分成许多个Vomnoi区域，整个空间划分的结果称之为Voronoi图。
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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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onoi树罔则是将Voronoi图的原理与计算运用于树形结构中兄弟数据的计算，然

后再根据树形结构的数据层次关系设计层次的Voronoi图计算方法。如一卜珀i本文主要介绍

Voronoi图Yj L击tNl561[571与计算和Voronoi树罔的算法原理。

Voronoi罔主要体现空问分割的方法，如图2一l 0所示。

岛平面空间

ph月．g：数据结点

B：中垂线(边界)

v：Voronoi顶点

vR(q，印‘口的Voronoi区

ves)z Voronoi图

幽2-10 Voronoi凹

给定条件平面空间S内有甩个点P，，m，¨肌，其中肼=仁。川，结点问以欧式距离计算。

d(p1，P2)=√(xI—x2)2+(Yl-y2)2 (2．3)

定义1：对于S中的B q，其中垂线B如公式(2-4)所示：

B(p，g)=扛ld(p，工)=d(g，工)}(2-4)
定义2：中垂线B将区域分离}h包含P点的半平面D慨鲥和包含q点的半平面D(q。圳，

其中半平面D以彬如公式(2-5)所示：

D(p，g)=扛Id(p，工)<d(q，x)j (2．5)

定义3：根据P点的半平面，得到点P在空问S中的Voronoi区域如公式(2—6)所示：

VR(p，s)=flD(p，q) (2．6)
qES，口’卢

母后根据每个节点的Voronoi区域定义出Voronoi图如公式(2，7)所示：矿(s)=U丽n丽 (2_7)
p、eEs。p}q

如果两个Voronoi区域交点多于一个点，则这个相交的边界称为Voronoi边界P：边

界的终点称为Voronoi交点v。每个Voronoi交点有相邻的3个或3个以上的Voronoi区域

共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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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onoi图最主要的应用是在计算几何中，用于计算图的遍历问题，其主要的算法是

扫描线算法。如图2．11所示，是一个扫地机器盘清扫地面垃圾的路径选择问题【圳，将

Voronoi图的边界作为路径足最有效的方式。

j／、◇◇囊’V。^ 畿|．’l
·pj。t，／·＼

2005年MichealBalzer等人提出了Voronoi树图p儿”I有效地改善了区域长宽比、布局

单一等缺点。他提出了一种基于多边形的区域分割方法，使得分割区域不仅长宽比接近J，

形状也呈多样，更利于交互；同时，如果结合地图等具有地理信息的区域多边形，可以更

多维度的展现数据信息。Balzer等人的Voronoi树图中的计算核心是基于Lloyd的CVD

迭代计算㈣，增广到基于权重的区域控制方法。

Voronoi树图的布局有2种：基于权重的布局和基于重心的布局。参照公式(2—3)，

假设平面节点问的距离为欧式距离，本文介绍这两种布局方法的原理和特点。

1、基于权重的Voronoi布局

以每个节点自身的大小作为节点的权重。利用这些带权重的坐标点，可以定义出带权

重的距离函数，从而生成带权重的Voronoi布局(WeightedVoronoi Tessellations[31)W只叨。

这种布局以节点区域的面积表示节点的权重。带权重的Voronoi布局分为两种：

AW(additively weighted Voronoi tessellations)和PW(additively weighted power Voronoi

tessel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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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
劬AW算挂生成的Voronoi布局 (”PW算法生成的Voronoi布局

图2-12运州AW和PW距离函数生成的带权重的沃罗诺伊布局

AW最大的特点是它将两点问的距离直接定义为欧氏距离，而计算带权重的节点与另

一个节点的距离则是用两点问的距离减去该节点权重，距离函数如公式(2-8)所示。所

以AW中带权重的节点间距离变化率是非线性的。这种布局方法生成的Voronoi区域之间

是一条抛物曲线的分界线。效果如图2-1X(a)所示。

PW将两点问欧式距离的平方作为两点间的距离，这是一个二阶的变量。计算带权重

的节点与另一个节点问的距离则是同样用两点间距离减去该节点权重，距离函数如公式

(2—9)所示。所以PW中带权重节点间距离变化率是线性的。效果如图2-12(b)所示。

distance删(p,，Ⅵ，g)==||B—q||一Ⅵ (2_8)

distance。(只Ⅷw q)：--Il B—q旷一Ⅵ (2．9)

AW和PW两种布局算法只是在节点距离定义上不同，导致生成的可视效果不相同。

由图2-ll可知，AW算法的布局效果更加美观。但是由于其边界是曲线的．其计算结果

不便于保存，更适合于表达层次数据的静态信息。本文需要结合Vomnoi树图的计算结果，

利用动态Vomnoi树图表现数据的时变特性，所以选择易于存储结果的PW算法。同时，

PW算法的直线边界，在交互与外轮廓选择和设计方面更适合本文的要求。

2、基于重心的Voronoi布局

基于权重的Voronoi布局主要是定义了节点的权重，不同的定义方法可生成不同的布

局。然而，节点的区域初始面积可能不会与节点权重呈相同比例，这便需要对节点区域调

整计算，直至区域面积与节点权重的比例吻合。而这个节点计算的方法之一是基于重心的

Voronoi区域计算，计算生成的布局便是基于重心的Voronoi布局。

在欧式距离的Voronoi区域中，每个Voronoi区域都有一个重心点c，。一个基于重心

的沃罗诺伊布局(celItroidd Voronoi Tessellations)，简称CVTl711391．它是一种特殊的Voronoi

布局：从初始坐标点布局到稳定的CVT，Voronoi区域的重心点。是不断移动的，这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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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轨迹也是与初始点位置相关的。所以，给定一组坐标点，会有多种不同的CVT。

CVT的数学计算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它与能量函数的关系上，如公式(2-10)

所示：

K(P，y(p))2∑¨I x-p，l|2 dx (2-1 o)

经证明，当区域喇是一个CVT时，能量函数K(P，矿(p))的值最小。利用NP完

全算法，便可找到一个CVT使得能量函数K(P，y(p))为全局最小。相似CVT可以用来

求取能量函数K(P，矿(P))的局部最小。CVT可以引用Lloyd的迭代方法求取：首先在有

限空间S中定义一组初始坐标点P，在每一步的迭代中，将每个P，都移到对应区域的中心

点c，上；当每个坐标点P，与对应区域的中心点c．之间的误差小于预先设定的可接受误差

值s时，迭代停止。图2—13是一个权重相等的20个节点经过CVT计算后，显示的结果。

(a)20个节点的初值 (b)CVT计算后生成的布局

凹2-13 20个随机点生成的cvT及点的移动轨迹

综上对Voronoi布局的介绍，为了实现Voronoi树图的可视化，本文选择PW算法实

现基于权重的Voronoi布局．选择CVT算法完成对Voronoi布局的调整，从而生成直线边

界效果的Voronoi数据。

2．3图集可视化

在2 1 3中，本文讲述了选取PhotomosMc技术对图集可视化的由来。下面，本节主

要介绍PhotomosoJc的原理与发展过程。Photomosaic是一种将图集变成瓦片集，并参照

一张图像将这些瓦片集拼接生成马赛克图的方法。B删砒。对Photomosaic技术方法的发

展过程做了一个较完整的总结㈣。在早期运用的多是黑白图像在没有计算机的条件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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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效果。如Harmon[4tl利用黑白网格拼接生成马赛克图，效果如图2-14(a)所示。

Photomosaic真正由计算机计算实现最早是在1997年Silvers[41实现的，他提出：将图

像的一块瓦片用图片代替，根据瓦片与图片件的颜色和大小做匹配，生成mosaic图，效

果如图2-14(b)所示。1998年，Hum[叫将Silvers的算法改进：可以拼接不同大小的图片效

果如图2-14(c)所示。Kleinll9]将Silvers的算法用在了视频上，使得一个视频由许多小的视

频组成，生成的视频马赛克图效果如图2-14(d)所示。Finkelstein则提出了一种对Silvers

方法的衍生，作者首先匹配瓦片，然后再根据目标图调整瓦片的颜色，作者称这种方法为

“Image Mosaics”1431，效果如图2-14(e)所示。

紧辞弹
d o

图2-14各种不同的Photomosaie方法生成的马赛克幽效果

基本的Photomosaie方法主要包括：日标图和源图集处理、瓦片匹配计算、结果绘制

等步骤。其中目标图是指生成马赛克图时参照的图片，源图集是指用于生成马赛克图中瓦

片的来源图集；瓦片匹配计算则主要是指根据某种标准以目标图的瓦片块为目标，与源瓦

片集匹配比较，选择最接近的一个瓦片替代目标瓦片的过程；结果绘制是指将匹配的结果

即一堆的替代瓦片集拼接绘制生成马赛克图。其大概流程是：

(1)将目标图和源图集处理生成目标瓦片集合源瓦片集。目标图主要是通过切割成

预定大小的瓦片集，源图集则通过图像分解将源图集中图像转换成瓦片，生成源瓦片集：

(2)日标瓦片集与源瓦片集计算匹配。将日标瓦片集中每个目标瓦片都从源瓦片集

计算选择一个最接近的瓦片作为替代瓦片；

(3)绘制结果。将替代瓦片集拼接并绘制成马赛克图。

对整个Photomosaic过程，主要在瓦片匹配计算方面有较多的改进。删BI器i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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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pole机制H41将瓦片聚类：每个瓦片视作一个空问点，点问的距离用瓦片问的RGB差

值表示，最后将瓦片群建立成一个二叉树，通过遍历比较二叉树得到最终目标瓦片，从而

加速瓦片的搜索比较过程，缩短photomosaic的瓦片匹配时f．-jtl3】。后来Blasi又利用四叉

树的方法[451进一步加快瓦片匹配过程【461。

上述这些不同的Photomosaic技术主要是从马赛克图效果和生成效率考虑的。这些技

术生成的马赛克图，具有一定的美观性。但还有很多研究点有待展开研究，如对同类图集

的可视化效果研究、对大规模图集的适应性、针对不同图集目标图的选取策略等等。对这

些因素，本文将在第4章详述。

2．4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数据可视化的相关技术背景，并介绍了大规模层次图集数据相关的可

视方法：Voronoi树图和Photomosaic技术。从大致上了解了这两种可视化方法的特点和

较具体的应用或可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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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支持稳定布局的动态Vorono i树图

经过第2章对数据时变特性的介绍，了解到层次数据除了层次信息这一重要信息外，

数据的变化也很重要。所以对层次数据可视化时，也需要表达数据的动态变化。因此，本

文选择动态Voronoi树图来表达数据的层次信息和时变性。然而，V0ronoi树图的计算比

较复杂。为了提高计算的速度与精度，本文对核心CVT算法进行了改进。同时，制定了

一套外观布局设计方法提高voronoi树图的可视效果。下面，这一章将从V0ronoi树图的

实现、voronoi树图的算法优化和动态voronoi树图等方面解释本文对层次数据可视化的

设计与实现。

3．1 Voronoi树图的实现

Voronoi树图的实现的整个流程如图3．1所示。其中重点是：Voronoi树图的节点结构

定义和Vomnoi树图的计算。

图3-l V0ronoi树图的实现流程

数据文件是通过定义XML层次格式，将实际层次文件的部分相关信息抽取出来然后

根据XML的层次格式生成的；节点构建及初始化是对层次文件进行内容解析，生成对应

结构和对应大小的数据节点：节点区域计算是指节点的子节点根据大小关系计算各子节点

区域；节点队列内的节点区域计算完成后，会生成相应的Voronoi树图；最后可以通过绘

制将结果呈现出来，呈现结果可供用户交互。

本章提到的节点区域是指节点的Voronoi区域，它是通过计算后得到的多边形，多边

形的面积表示的是该节点的权重。

特别指出，本文对Voronoi树图的实现是在Noc旬提出的改进的CVT算法基础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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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所以本节讲解Voronoi树图的实现过程时，会基于Nocaj的方法讲述实现过程的关

键点与难点。

Voronoi树图的实现过程主要包括节点构建及初始化、建立节点队列、节点区域计算

和生成Voronoi树图。每个步骤的具体解释如下：

(1)节点构建及初始化：根据导入的数据文件，可以构建带有相应层次关系的节点，

并通过公式(3．1)计算得到节点的权重。然后给每个节点计算前的初始位置随机赋值，

以供节点区域计算使用。根节点的区域是Voronoi树图的外轮廓，需要初始设定；

(2)节点队列的建立：将节点根据树形结构广度遍历存入节点队列，确保节点区域

计算时是按照节点的树形结构自项向下计算的；

(3)节点区域计算：节点区域计算是指利用CVT布局方法计算节点的子节点在PW

布局中的新位置。计算结束后，该节点从队列中出列。该步骤根据节点的区域和子节点的

权重关系，计算子节点的Voronoi区域：

(4)判断节点队列是否为空，如果不是，重复(3)，如果是，说明整棵树形结构数

据节点的节点区域计算结束，进入(5)；

(5)生成Voronoi树图：生成的Voronoi树图不仅带有原来的层次信息，而且每个节

点都有对应的Voronoi区域。

weight。出=∑weight幽耐 (3—1)
child∈node

其中节点的权重计算是由叶子节点开始，自底向上计算所得的。即只有叶子节点才有

初始的权重，叶子节点的父节点权重是其所有叶子节点权重的和。

节点区域计算时，节点间的距离是根据PW算法定义的，而节点间的边界是根据节点

的权重关系确定的，节点位置的调整则是利用CVT算法实现的。所以整个过程是根据CVT

算法迭代计算调整节点位置达到PW布局的目标，直至区域误差在误差阀值内。节点的误

差计算采用公式(3-2)计算得到。

enode
2 —anod_e--adesireda如Jwd

(3-2)

其中a。础表示节点对应区域的当前面积，‰。d表示节点对应区域的期望面积。节点

的期望面积计算如公式(3-3)所示，weightpare州表示该节点的父节点的权重。

desiredade=警．a删 (3-3)2——}』型生。pⅢ小 ( )
welgm口"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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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过程的关键点在于：l、Voronoi树图的节点结构定义。Voronoi树图的计算时基

于节点的计算，所以如果节点的数据结构不完善，会直接导致计算出错等情况。而对节点

结构修改或重新定义，甚至可能会导致计算也需要重新修改。而Voronoi树图的计算时很

复杂的，所以应减少因节点结构定义不完善而对其修改的可能性。因此，对节点结构的合

理定义可以保证整个过程的完整性与正确性；2、PW布局下，利用CVT算法对节点的迭

代计算。PW算法用于定义节点问的距离，CVT算法用于调整节点的区域与位置。CVT

算法很复杂，它对节点的计算调整包括节点区域计算等多个步骤。如何根据CVT算法的

原理准确地计算节点区域是一个难点。同时，应如何将PW算法对节点距离定义和CVT

算法结合通过迭代计算的方式完成节点PW布局的Voronoi区域计算。下面本文也从这两

方面讲解Voronoi树图的实现。

3．1．1 Voronoi树图的节点结构定义

第2章介绍Voronoi图与Voronoi树图时，主要是介绍其算法原理与实际应用。本节

将先解释Voronoi树图的数据节点的定义方法。

Voronoi图主要包括：数据点S、分割线e和交点v。因为单层的Voronoi图中的节点

不具有权重和层次特性，所以其生成时只需节点的位置信息与临界节点的关系，然后产生

对应的分割线e与交点v。所以定义出Voronoi图的节点结构：节点名称name，用于表示

节点的唯一性标识：节点与临界点的分割线lines；分割线的交点vecto，'s。

基于Voronoi图的节点结构，在对其树图化时，要表达的新信息有两部分：

1、节点的层次信息和兄弟节点问的权重比例关系。节点的层次关系可以通过定义父

子节点关系来表示，其中节点的父节点只有一个，子节点可以有多个，所以子节点用不定

长的向量表示。兄弟节点问的区域关系则可以通过节点的权重来确定其Voronoi区域，然

后利用节点区域布局表达节点问的大小关系；

2、节点区域计算时的节点信息。节点信息主要包括节点的区域和子节点的初始位置。

节点的区域用于限定子节点计算的总区域范围，可以通过定义多边形实现节点的区域表

达。子节点的初始位置是用于计算cVT时节点的位置映射关系，可以随机赋值一个相对

初始位置。

所以，节点信息的定义主要有：节点名称name、节点权重weight、节点位置positoin、

父节点parent、子节点信息children、节点多边形区域polygon等。

初始化时，节点只有名称、权重和对应的数据层次关系，并未计算得到节点的区域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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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形。由上述的Voronoi树图的计算过程可知，子节点的区域计算是基于父节点的计算结

果。所以，在节点区域计算时，只需初始定义根节点Root对应的多边形，其子节点的多

边形可通过计算后动态得到。以此类推，直至层次数据的所有节点定义完成。

为了将实际数据的权重和层次关系等信息准确地用Voronoi树图表达，本文设计并实

现了一种层次文件格式，并根据该格式处理生成层次数据文件夹对应的XML文件。该

XML文件含有数据的名称、大小和对应层次信息。具体实现将在本文第5章讲述。

以植物分类图集数据【2】为例，由于其数据节点较多，表达复杂，这里只选取其中一个子树

“柏科”为根节点，并以其子树“刺柏属”展开，结构如图3-2所示。其中节点的百分值

为该节点权重所占父节点权重的比例。该数据的节点构建和初始化后，节点的信息如表

3—1所示，其中“weight”表示节点的实际文件大小，表中只显示了“刺柏属”及其子节

点的初始信息。由于数据节点初始信息的节点区域为空，该信息不在表格中呈现。

图3-2 “柏科”图集的树形结构

表3-1 “柏科”对应的数据节点信息

Name Weight Position Height Pnrent C^ildren

(植物名) (节点权重) (初始位置) (节点层次) (父节点) (子节点)

0 848671 2272 侧柏属刺柏属圆柏属崖柏
Root 927688 0

0 87561 02831 属扁柏属福建柏属

0．4895930398
刺柏属 200612 1 Root 刺柏杜松西伯利弧刺柏

0．4230231 564

刺柏 24997 0．6873692768 2 刺柏属 11943 11944 11945 1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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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22870593

0，4601 6751 31
17996 17997 18002 18003

杜松 68592 2 刺柏属 18004 18005 18006 315397
0．37591 68591

315398 315399

40280 1 402802 402803

两伯利亚
107023

0 0583627926
402889 402890 402891

2 刺柏属 402892 402893 402894
刺柏 0 3273724814

403534 403535 403536

403537 403538 403539

3．1．2 Voronoi树图的计算

在定义好节点的结构信息后，接下来的是节点区域计算。这个计算过程也是Voronoi

树图的主要计算部分。

Voronoi树图的计算是对整个层次数据树形结构的自顶向下计算，本文利用队列将节

点宽度遍历计算节点区域。队列处理节点的过程如算法3—1所示。由于队列内兄弟节点的

区域计算只与各自节点的区域和子节点信息相关，所以这些节点的计算可视作是相互独立

不影响的。可以利用多线程的方式对兄弟节点的计算同时进行，以提高计算速度。

算法3．1节点队列区域计算过程
∥⋯⋯⋯⋯⋯⋯⋯⋯⋯⋯⋯⋯⋯⋯⋯⋯⋯⋯⋯⋯⋯⋯⋯⋯⋯⋯⋯⋯⋯⋯⋯⋯⋯⋯⋯⋯⋯⋯⋯⋯⋯⋯⋯⋯⋯⋯⋯⋯⋯⋯⋯⋯“j

i算法3一l：节点队列计算 l
|．．．-⋯⋯⋯⋯⋯⋯⋯⋯⋯⋯⋯⋯⋯⋯⋯⋯⋯⋯⋯⋯⋯⋯⋯⋯⋯⋯⋯⋯⋯⋯⋯⋯⋯⋯⋯⋯⋯⋯⋯⋯⋯⋯⋯⋯⋯⋯j
{输入：根节点

l输出：Voronoi树图

l

l 7．
i
i
i 8．
1

l 9．
i

l 10．
i

Initialize(root)

root 4--defaultPolygon

children七一defaultPositions

addQueue(root)

While Queue 12null do

node七一Queue．pop

iterateNode(node)

lchildren卜node．children

addQueue(children)

drawTreemap(root)

l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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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3．1中，主要是利用队列控制节点的区域计算：将待计算的节点出队列并计算其

子节点Voronoi区域，然后将其子节点压入队列。这样保证了节点计算的能自顶向下进行。

其中子节点区域计算是～个可并行计算的部分，本文对该部分计算利用了多线程的方式缩

短其计算时间。

对队列中每个节点的区域计算都是一个基于PW布局、利用CVT算法【58】迭代计算子

节点区域的过程。所以这个计算过程其实是对节点的子节点区域计算，这些子节点即兄弟

节点。第2．2．2节中已经介绍了PW布局节点的距离定义，如公式(2—9)。CVT算法中，

需要通过动态调整兄弟节点的权重，然后根据新的权重移动节点的位置至区域中心，以达

到节点调整的目的。所以根据CVT算法调整兄弟节点时，需要根据PW的距离定义重新

设计权值作为此次迭代计算的节点权重。具体权重重设方法如公式(3．4)所示。

distance。。(B，W，，q)：=||P。一q 112一Wi (2—9)

w驴㈠，+警巾⋯M ㈦4，w‰．2 1 日k。d
““”。

(3．)

【 Wi 口‰M≤ai

其中f表示第i个兄弟节点，∞表示该节点当前区域面积，吧一表示该节点的理想区

域面积，即理论占有面积。由公式(3—4)可知，w～是一个大于等于J『的权重值，这也

保证了整个调整过程中，优先调整区域增大的节点，对区域需要减小的节点直接通过压缩

方式处理，从而简化节点区域调整的操作。

兄弟节点间的调整是利用CVT算法实现的，CVT算法主要通过调整兄弟节点权重和

位置达到节点调整的目的。一次迭代计算结束后，如果节点的权重即区域面积仍然不等于

该节点的理想权重，则会调整节点的权重以供下次迭代计算使用。CVT算法首先会根据

上次迭代设定的权重，调整节点的位置，并根据新的位置计算出此时的权重，具体计算方

法如公式(3．5)所示。计算得到的新权重可能仍然不等于节点的理想权重，这时则需要

根据当前权重重新调整至较接近理想权重的值，具体调整方法如公式(3．6)所示，其中

“NN,”是指节点的最邻近的邻居节点。

wj=min(wf，(rain巧[]x-c,II)2) (3．5)

‰。。=min(w,·@如sired／a，)2||C，一川怖 (3．6)

对CVT的计算是一个复杂的计算过程，因为它要进行多次节点的双遍历，如节点权

重调整时，会遍历子节点，并对每个子节点遍历求取其邻近兄弟节点。而且计算节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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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时，区域是不规则多边形，所以计算面积也变得比较麻烦。这些都使得CVT计算复

杂而且较耗时。

Nocaj提出了对CVT中的节点位置与权重调整前，添加一个节点能量图计算的方法

【91，从而加快CVT的计算。这种能量图的计算方法是由Aurenhammer提出的一种利用d+l

维空间计算并生成d维能量图的方法‘4引。

Nocaj利用这种方法计算二维的节点区域面积，其主要原理是：在二维平面中，节点

的区域面积表示节点的权重。节点区域计算前，其区域用圆表示，圆心为节点的中心，圆

的面积表示节点权重。然后根据能量图的计算方法将圆的面积转化成节点对应的多边形区

域。能量图的计算方法主要分为三步：将二维圆内的点映射成三维空间的平面、求取节点

的三维空问平面的相交平面块、将平面块投影映射成二维的多边形区域。下面将分步讲解

这三个步骤的原理和作用。

第一步：将二维圆的点映射成三维空间的一个平面。首先将二维的中，tl,节点结合权重

转化为三维节点，转化方法如公式(3—7)所示，其中n表示圆的半径，该圆是以节点区

域中心位置为圆一tl,，记作cf，权重平方根为半径定义的。

z，=bq2+虼2)+‘2 (3_7)

将公式(3．7)推导成一般坐标点满足的公式，则可以得出表示节点权重的二维圆可

以转化为三维空间的平面，坐标点转化计算如公式(3．8)，效果如图3-3(a)所示；

lq(s，)：z=2(x y)‘(羹)一Gt 2+少q 2)+12 c3．8，

第二步：求取节点的3维空间平面的相交平面块。这些节点对应的空间平面是相互相

交的，形成一个封闭的凸包，取这个凸包的下半部分。为了将节点对应的空问平面块转换

成二维的节点区域，需要将公式(3—7)中的空问中心节点转换成一个极坐标点，从而确

定平面块的系数，转换方法如公式(3—9)所示，再从公式(3—8)中取出3个3维坐标点，

便可确定该平块的具体平面函数；

△(兀(sm=(xcJ，％，K2+咒2一匕)(3-9)
≥

第三步：将平面块投影映射成2维的多边形区域。将这个相互连接的3维平面块投影

回2维空间，得到一个2维的兄弟节点区域分割结果，效果如图3-3(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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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2维圆映射成3维平面 (b)3维平面块转化成2维节点区域

幽3-3节点能量图计算示意图H

节点区域计算是一个迭代的过程，所以如何停止迭代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最简单的

方法是设定一个误差阐值用于作为判定停止迭代的条件。当通过CVT计算并调整后，子

节点误差计算方法如公式(3．10)所示。每个子节点的误差各有不同，节点的误差则选择

最大的子节点区域误差，如公式(3．11)所示。

㈣r=max{el，P2，⋯，e)

(3-10)

(3．11)

3．2算法优化与外观布局设计

上一节主要讲述了基于Nocaj方法的CVT算法【“1实现Voronoi树图的过程。实验表

明，这种改进的方法较大地降低了每次迭代计算的时耗，大大缩减了Voronoi树图的生成

时间[91。在此基础上，本文又做了如下改进：对CVT算法的节点位置调整后节点权重重

设定和节点权重调整做了改进。使得计算节点的CVT时，其误差能更快地降低至较低值，

并且减小了节点误差因迭代计算而产生震荡的幅度。

同时，为了更好地体现Voronoi树图的布局自由性，本文设计了一个外观布局设计策

略，使得生成的Voronoi树图外观更多样。下面本文将主要讲述迭代计算优化与外观多样

性两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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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0VT算法优化

Nocaj的CVT计算方法，虽然利用能量图计算方法加快了节点区域调整，但是节点

因区域调整后对节点的权重调整效果仍然不佳，如节点的误差较大，或节点权重调整震荡。

本文对算法中节点位置调整后权重重新设定的方法和节点权重调整方法进行了改进。这些

改进可以迅速降低节点的误差，并使得误差的震荡幅度也缩小了。

1、节点位置调整后权重重设定

在节点位置调整后，Nocaj方法节点权重重设定如公式(3．5)所示，即从当前权重和

因位置移动后新的节点最短边界值的平方二者的较小值作为重设权值。本文提出如公式

(3．12)的方法选定重设权值。本文将这种方法称为均值调整法。

min域llX--c#㈩J，一ⅣⅣ，忆
W，=min(w，，(——————■———一)2) (3—12)

Z

这种权重设定的方法是参考公式(3．6)中节点与最邻近节点的距离作为节点权重的

思想得到的。本文将节点与最近边界的距离和节点与最邻近节点的距离的平均值作为重设

节点权重的参数。这种设定方法优点是：在子节点权重调整后，同时参照新的最短边界值

和最近邻节点的位置对子节点的权重做相对设定，在迭代计算过程中，会使得子节点的误

差迅速降低，同时也能降低区域误差值。因节点区域误差减小从而减少了迭代的次数，也

提高了CVT计算的准确度。

以“柏科”数据为例，其树形结构如图3—2。本文改进的方法与Nocaj的方法计算结

果的总对IzB女n图3．4、图3．5所示。其中图3．4、3—5是1000次的计算结果显示的，可以

看出Nocaj方法的结果在225次左右节点误差普遍趋于稳定，而本文的均值调整法的结果

在150次左右节点误差普遍趋于稳定。这说明了改进后的方法能迅速降低误差值，达到快

速稳定的效果。值得提出的是，对误差趋于稳定的节点，均值调整法仍然能够将大部分的

误差降低，使最终结果达到一个很小的值。

为了体现改进方法和原方法在最后误差值上的差别，本文将迭代次数上限定为1000

次，由于计算中前几次的误差较大，影响结果显示比例，这里呈现6．1000次的误差结果，

同时，选取“root”和“福建柏”两个节点的结果做对比，其对比结果如图3-6所示。可

以看到，改进后的的计算结果在误差上有明显的降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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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No洲方法的1000次迭代结果

⋯∞⋯∞⋯∞⋯∞⋯∞⋯∞6∞⋯∞8∞⋯∞⋯0
图3-5均值调整法的1000次迭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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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节点误差

Nocaj 均值调整法

Root 0 40033448413498 2 66E-5

福建柏 0 0552592094109776 1 71E．12

l j +襁啪帅。”

]‘：、-．．．．．．．．．————．————————————————．—．．．．．．．．．．．．．．．．．．．．．．．．．．．．．．．———————————————．．．．．．．．．一

焱b
图3-6 “root”和“福建柏”两个节点改进前后的计算结果

№4柏_均值

2、节点权重调整方法

Nocaj对节点权重的调整是参照公式(3-6)计算调整的。由于节点权重调整后，是供

下次迭代计算使用的，所以可能会出现当次子节点区域面积小于理想面积，而通过节点权

重调整，下次的子节点区域面积又大干理想面积。如此重复便形成了节点区域计算的比例

震荡情况。为了减少震荡出现，本文对节点权重调整比例做了个预处理，确保该比例不

会扩大，而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调整。具体处理方法如公式(3-13)所示。

厶删：min(1+Bma)【(!!丝，1一p)) (3．13)
a

如果当前子节点区域面积小于理想面积时，那么工出4大于1，即需要扩大区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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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选取1+9和五却，中较小的一个作为新的调整比例，使得节点区域扩大幅度比公式

(3．16)的小：如果当前子节点区域面积大干理想面积时，那么工却孙于，，即需要缩小

区域面积，这时选取^枷和1_P中较大的一个作为新的调整比例，使得节点区域缩小幅

度比公式(3—16)小。所以这个节点权重调整比例预处理方法可以有效减少和减小子节点

的区域比例震荡。设置p=0 08，“柏科”数据结果如图3-7所示。

、沁———＼≮⋯ ∞ 色Dl∞12⋯D】⋯¨oo 2∞2∞2∞∞0∞口

图3—7方法改变后的震荡对比

疆4杷一$

日{花n

然而因权重调整，节点误差震荡的情形也受其它因素影响，如数据节点本身的权重比

例关系。所以以固定的p值控制误差震荡并不适合每个数据。而且P值也影响节点权重调

整的比例，从而影响权重权调整的幅度。这两点是减小震荡的难点。基于这点考虑，本文

将植物数据作为实验数据，多次试验，认为p值在0 05—0I之间较为合适-本文选定P值

为0 08。

将这两种改进方法结合，作为对CVT算法的优化，最后优化的结果如图3-8所示。

与图3-7相比，Nocaj方法的数据误差变化幅度较大，本文的方法对原来误差较大的节点

处理地更好，能降低大部分这类节点的误差，且最后误差值较小，结果更精确。其中图中

数据点的具体误差值如表3-3所示。由表3-3可知，节点的误差大部分都有所降低，如“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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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柏”，从0 055降低到7 06E．4，精确度提高的三个指数级：对部分误差增加的节点

其误差也在o 003以内，即准确率达到99 7％以上，是可以接受的。

表3-3 CVT算法改进后的节点误差

⋯ ⋯∞ ⋯ ⋯∞ ⋯∞ ⋯∞ 9∞ ⋯∞0 t^★●

幽3-8 CVT算法计算A法优化的计算结果

。m

m"黔一：一一一m

万方数据



浙江：I：业火学硕士学位论文

3．2．2迭代计算优化

Nocaj提出迭代计算停止的条件有两种：节点区域误差小于预设定的误差阈值、迭代

次数超过预设定的允许最大迭代计算次数。这两种条件都是以绝对误差值为衡量标准的。

然而Voronoi树图中CVT的计算误差往往与很多因素有关，如数据特性等。因为不同的

数据对应生成的节点权重比例不一样，这会导致数据节点的区域误差不同；或者节点的多

边形形状不固定，也会导致其子节点的区域计算误差无法预测。所以不同数据绝对误差相

差较大，单纯地以固定的误差阀值作为迭代计算停止的判定条件往往会不合理。针对这方

面，本文综合考虑误差的范围不固定性和误差阈值两个条件，制定出一个迭代停止条件。

受节点的误差定义启发，如公式(3—11)，本文将区域误差的变化率之间定义一个变

化率误差，如公式(3．17)所示，其中地"00就是误差变化率，计算方法如公式(3．18)

所示。由公式(3．17)可知，当误差变化率误差越小，说明误差变化越小，即区域变化越

趋于稳定，这是作为判定迭代停止的标准之一。为了给误差变化率有一个界定，定义一个

变化率误差阈值thresholdc，当变化率误差小于阈值时，则停止迭代计算。

erroraerror一2l警l (3．17)

Aerrorj 2{errora—eⅣD0一lI (3一18)

其中上述两个公式中，／表示第／次迭代，P肿，：『表示第，次迭代计算中的区域误差，

其计算方法参照公式3—12。

在实际计算中，也会遇到区域的误差变化率较大，而区域本身的误差已经很小的情况。

对于这种情况，利用公式(3—15)去判定是否停止迭代反而会影响计算效率，可以直接通

过定义误差阀值threshold,的方法判定迭代停止。

在比较恶劣的计算条件下，可能会出现上述两种都不满足的情况，这时只能通过定义

迭代次数阀值maxlterateTime来停止迭代。

综合上述三种情况，本文总结出迭代停止条件，如公式(3—19)所示，公式值为0表

示继续迭代，为1表示满足误差变化率条件停止迭代，为2表示满足误差阈值条件停止迭

代，为3表示满足迭代次数停止迭代。

f 1 errOraerr∽<thresholdc

2 errorf<thresholdP
s卸J 2

1 3 ，≥m。axlterateTime
(3-19)叫

3 ，≥
u叫州

o 都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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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柏科”的所有节点计算结果为例，其节点区域计算的停止结果如图3-9所示，其

中1表示停止计算第一种条件误差的变化率误差：2表示停止计算第二种条件误差阀值；

3表示第三种条件迭代次数。

表3-4不同方法计算结果对比

thresholdc thresholde 平均迭代次数 结果(耗时)

Nocq 2 776s

改进 l 875s

图3-9选代停止条件统计柱状图

为了探宄对CVT算法优化后，对Voronoi树图计算的效率提升比例。本文选取了以

“植物库”为例的几个不同规模数据量的数据进行Ⅵoronoi树图计算。并主要以迭代次数、

误差、时间效率等项对比方法改进前后的效果。具体如图3．10所示。

1¨¨⋯
(a)迭代次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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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误差对比

r

?9 t3 56 7％ ∞ Ⅲm—li m *“

(c)时间效率对比

图3 lO计算优化前后的对比图

由图3-11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改进方法不仅能降低CVT计算的误差．提高计算精

度，同时也减少了CVT迭代计算的次数．提高了时间效率，真正从计算的准确性与快速性

对CVT算法进行了改进。

3 2 3外观多样性

从可视化角度看，可视化效果直接决定了可视化方法的合理性。Voronoi树图是一种

表达层次数据信息的有效方法之一，在表达数据的层次信息的同时，其布局上轮廓的自由

性是相较其他可视方法的很好的优势。

为了表现Voronoi树图布局的自由性，本文在轮廓布局上设计了一些直接且效果较好

的方法。具体可以分为三类：基于模板的轮廓选取、用户自定义和基于轮廓交互的轮廓设

计。其中基于模板的轮廓选取是指可供用户选择的己成熟的轮廓布局，例如矩形、六边形

等。用户也可以将喜欢的布局扩展设计成固定的轮廓，方便选择重利用；自由设计的轮廓

■ⅢI懈
I
m_∞●_¨■●■_Ⅱ●■■_"

∞∞5∞％m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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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则是指用户可以通过交互的方式自由设计轮廓的形状与太小，从而得到相应的可视效

果；用户也可以基于图像设计轮廓，达到与图像在形状与大小方面较为相似的轮廓布局。

以“柏科”数据为例，基于模板的轮廓选取生成的Voronoi树图效果如图3．11所示。

(a)矩形 (b)^边形 (c)八边形

图3-lI各种形状的固定布局生成Voronoi树图的效果图

采用图3-12(a)设计的外轮廓后，生成的效果如图3-12(b)所示。

0)用户自定义 (b)生成对应轮廓的Voronoi树图

图3-12自定义轮廓生成的Voronol树图

基于轮廓交互的轮廓设计时，本文选择图3-13(a)做蒙版背景，设计外轮廓后，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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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如图3-13(b)所示

㈣蒙版 (b)生成对应的Voronoi树幽

幽3-1 3根据蒙版生成的Voronoi树幽

由于本文对Voronoi树图的计算结果保存和交互，所以选用Voronoi树图中PW算法。

PW算法是基于『rLl多边形的计算方法，所以在设计轮廓时，要求生成的轮廓也必须是凸多

边形。

3．3动态Voronoi树图

在利用Voronoi树图表示数据的层次信息的同时，也需要对数据的时变性有所表现．

这便有动态Voronoi树图的实际意义了。本文研究的层次图集数据具有时变性特点，根据

数据变化类型可以将这种时变性主要体现为：数据中底层文件夹的图像的改变和图像文件

夹的增删等。这分别对应第2 1节中已经介绍了层次数据变化的“类型三”和“类型五”，

“类型三”是数据的结构不变，权重改变，“类型五”是数据的结构改变，权重也改变。

图集的这两种变化是比较普遍的，也是本文要研究的两种数据变化类型。

衡量动态Voronoi树图效果的标准，最主要的就是数据变化前后对应节点的布局的稳

定性⋯】。本文从两种变化类型讲解本文设计的动态Voronoi树图方法。

3．3 1结构不变、权重改变的布局稳定性

本文主要是针对层次图集数据的可视化，这类数据在结构较稳定的情况下，改变多表

现在图像的增加。以“中国植物图像库”的植物分类的圈像集为例，每个种属的植物有多

张图像。当新添加图像时．可视作添加叶子节点，其叶子节点以上的节点拓扑结构是不变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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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会改变节点的权重值。

本文采用保留上次计算结果中节点的位置，然后将这些位置赋给新权重的节点。权重

改变的数据节点计算Voronoi树图时，会基于上次的计算结果，继续计算Voronoi树图直

至节布局稳定。以⋯P类植物图集为例，初始数据对应的Voronoi树图如图3-14(a)所示，
对“地锦属”中的“地锦”增添新的图像后，其整个数据的树形结构保持不变，节点权重

改变，对新的数据重新计算生成的Voronoi树图如图3-14(b)所示，采用稳定布局的方法生

成的Voronoi树图如图3-14(c)所示。

曲初始数据的Voronoi树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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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l增添数据重新计算生成的Voronoi树图

c、增添数据稳定布局生成的VoronoJ树图

幽3-14结构不变、权重改变的稳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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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3—15的可视效果可以看出，将上次计算结果作为当前的节点初始位置继续计算，

计算结果具有稳定性：对这类结构不变，权重改变的数据变化类型，最重要的是变化前后

Voronoi树图的视觉效果能有连续性，即布局中节点个数不会发生改变。这更要求节点因

权重改变而重新调整时节点的位置尽量不要跳跃，而是发生位移，这便减小了用户对

Voronoi树图动态性的观察压力，增强可视效果。

3．3．2结构改变、权重改变的布局稳定性

层次数据的结构和权重都发生改变的情况是层次数据经常发生的。如硬盘中文件夹数

据，书籍的版本更新等。所以这种数据变化类型也是最复杂的。以这种类型为标准，David

提出了一种支持数据增删的Voronoi树图的动态生成方法[13】。根据David的原理，本文针

对数据的添加和删除情况运用了David对节点的处理方法，提出了对新旧节点不同处理机

制的具有稳定布局的节点处理方法。

1、节点增加

在对节点的子节点Voronoi多边形区域初次计算时，每个子节点都会有一个初始位置

赋值，系统通常是随机制定节点的初始位置，然后在根据这些初始值迭代计算子节点的

Voronoi多边形区域。当某一节点增加子节点时，需要对节点区域重计算。对“旧”节点

仍然采用上次结算结果赋值的方法，对新增的子节点，采取固定的区域角落位置赋值。对

子节点的初始位置赋值，通常分为两种方法：随机赋值和总区域固定位置赋值。随机赋值

会使得新生成的Voronoi树图中对应的部分区域很难辨识，所以从数据变化生成Voronoi

树图结果的连续性考虑，固定位置赋值更合适。

2、节点删除

节点删除时，处理方法相对容易理解。David将待删除节点的权重赋值为0，然后通

过多次迭代计算后，该节点的Voronoi多边形区域会逐渐变小，最后直至没有，实现节点

的删除。这种方法节点的其他信息还是会被保留，会存在数据冗余。本文处理删除的节点

时，直接对新结构的数据赋值，然后计算节点区域，从而计算结果没有删除的节点的信息。

以节点添加为例，为了能具体表现新增节点的调整结果，仍选择上述的“P”类植物

图集数据。这里，对“地锦”增添了图片。其初始数据对应的Voronoi树图如图3—15(a)

所示；采用固定位置赋值方法生成Voronoi树图如图3—15(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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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初始数据的Voronoi树图

(坼同定位置添加节点后对应的Voronoi树幽

幽3-1 5吲定位置添加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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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提出的Voronoi树图的动态生成方法主要是考虑底层数据节点变化而设计的。

数据的拓扑结构发生改变时，没有涉及对结构变化的信息表达。所以如果只考虑对发生变

化的节点调整，并不能保证Voronoi树图变化的稳定性。为此，结合本文研究的数据变化

特性，本文设计了兼顾结构和权重改变的动态数据稳定性算法，下面将讲解算法的设计原

理和过程。

3．3．3改进的数据稳定-l生算法

在针对数据变化而利用Voronoi树图可视化时，David虽然提出了动态的计算方法，

但该方法仍具有空间布局的不稳定这一不足。因为节点的CVT布局是不唯一的，所以在

数据增量的情况下保持布局稳定性就变得更加困难。不仅需要保证节点区域计算后节点位

置固定，同时也要保证新增数据节点后节点位置的变化也要连续。

Sebastian介绍了一种利用Voronoi树图稳定性布局对时变数据可视化【14】。Sebastian

基于Nocaj提出的Voronoi树图的原理与方法，结合数据节点稳定性布局的方法，使得

Voronoi树图在生成时结构固定，对时变性数据的可视化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其稳定性布

局方法原理为：对应一个树形结构的数据，每个节点的ID是唯一的。这个ID与节点在

树形结构中的位置相关。因为节点在树形结构中位置是唯一的，这个位置即是节点的路径

P，然后一系列计算将路径P换算得到数据节点的初始位置。因为整个计算过程是公式固

定，只有P一个变量，所以最后得到的初始位置也是固定的。

综合上述的方法，为设计一个有效的Voronoi树图的数据增量算法，本文提出了以下

几点设计思路：

拓扑结构的稳定性：Sebastian通过节点的固定路径转化成固定初始位置来保证节点

拓扑结构稳定的方法，是忽略计算结果的，即上次Voronoi树图的计算结果只是做了可视

呈现，新的Voronoi树图仍是从相同的初始位置到稳定的计算过程。所以Sebastian的布

局连续性可视作是对节点初始布局的连续性，不是对上次计算结果的布局连续性。基于这

种思想，本文结合上次Voronoi树图的计算结果，调整权重而发生变化的节点位置，而不

是从初始位置重计算。

新增节点的影响：这个在上一小节中已经讲述了，考虑到要提高因添加节点而重计算

的效率，本文选择从区域固定的角落添加节点。同时，这种添加节点的方法对其他兄弟节

点的影响也较小：因为它对整个兄弟节点的布局中，对临近的几个节点区域挤压较大，较

远的节点调整的幅度较小。

具体设计思想是：对新增数据后的层次数据，如果节点是原有的，保留原有节点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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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这些信息主要有节点位置、节点多边形区域等。如果节点是新增的，给其一个区域角

落位置初值。具体节点位置处理如公式(3．20)。

position。掰 if node exist

position．ode 2=1一post⋯tlon。。，。。，i7”new noa’e (3．．9．fl、，)⋯⋯ z， ，气． 、

对数据增量后生成的数据节点，计算其Voronoi树图时，节点的多边形区域会因计算

后发生改变。由于Voronoi树图的计算时自顶向下的，且父节点的多边形区域会影响子节

点的区域计算。所以父节点的多边形因计算发生的改变可能会导致子节点原来的位置超出

了父节点的区域。为了保证予节点位置不因父节点区域重计算而影响，本文利用极坐标方

法将子节点的位置转换成相对位置，具体转换方法如公式(3—21)所示。

删埘眠吖篙Y Y，一] 海2。，ie— d坫砌，2cP，

其中孙M表示予节点的坐标，distance。是区域中心点与子节点连线方向上中心点到父节

点区域边界的距离。得到的相对位置第一个元素表示方向tan 0，第二个因素表示子节点

与中心点的相对距离，这里用P表示。

根据上述的算法设计思路，本文设计出的数据变化后的稳定布局算法过程如图3．16

她)

’—————_

图3．1 6数据变化后节点动态调整过程

图3-16中，(a)步骤为根据该节点区域的重心计算其子节点重心的相对位置，具体为作父

节点区域重心到子节点重心的延长线，交于区域边界，利用公式(3．21)计算得到子节点的

～

～

pT≈。嗥!|^

，

m

＼～

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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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位置。(b)步骤表示得到了新增数据子节点后该父节点的对应区域，将原有子节点根

据与重心的相对位置映射到新的父节点区域中，对新增的数据节点赋值在区域的角落。最

后通过(c)计算得到节点的新的位置。其中过程(b)节点位置转换参照的公式如(3—22)所

示。

Absoluteposition，=旧ta，2cP：·∥cos O+x，'distanc8：·p·sin O+y1)(3．22)

其中distance，是父节点新区域的中心节点沿原来方向与边界的距离，x、Y。是新的中心点的位

置，由于父节点重新计算后，多边形可能会发生改变，所以中心点也会发生改变。

具体算法过程如算法3．2所示。

算法3．2改进的数据增量算法
r⋯⋯⋯⋯⋯⋯⋯⋯⋯⋯⋯⋯⋯⋯⋯⋯⋯⋯⋯⋯⋯⋯⋯⋯⋯⋯⋯⋯⋯⋯⋯⋯⋯⋯⋯⋯⋯⋯⋯⋯⋯⋯⋯⋯⋯⋯⋯⋯⋯⋯⋯⋯⋯⋯⋯“⋯⋯⋯⋯⋯⋯⋯⋯⋯⋯⋯⋯⋯一；

l数据增量算法
卜⋯⋯⋯⋯⋯⋯⋯⋯⋯⋯⋯⋯⋯⋯⋯⋯⋯⋯⋯⋯⋯⋯⋯⋯⋯⋯⋯⋯⋯⋯⋯⋯⋯⋯⋯⋯⋯⋯⋯⋯⋯⋯⋯⋯-⋯⋯⋯⋯⋯⋯⋯⋯⋯⋯⋯⋯⋯⋯⋯j
l输入：新根节点root．。，旧根节点root。肼，根节点多边形区域Q

l输出：新Voronoi树图

1． Initialize(root．。。)

2． Fornode∈root．Pwdo

；3． ifnode rOOtold

}4． node卜positionD肼
{

；5． else node卜cornerpa，Ⅲ

6． addQueue(root．。0

7． While Queue!=null do

8． node卜Queue．pop

9． iterateNode(node)

10． Ifnode∈rOotold

11．Preprocess(node)

1 2． computePowerDiagram(Q，S叨
13． forfto‘，。do

1 4． AdaptPositionWeights(p，嘲，S聊 l

1 5． v(s)卜computePowerDiagram(Q，S，W) l

l 6． AdaptWeights(p,焖，S聊 l
i l 7． y(s)÷-computePowerDiagram(f1，S，W) i

i

18． error i

i 19． iferror<占then rentum v(s) i

l 20． returnV(s) i

l 2 1． children卜node．children {

l 22． addQueue(children) i

i 23．drawTreemap(root) l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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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分析：

I、算法的稳定性对比：本文算法是以上次计算结果为此次的数据初值，可视作在数

据变化后对原有Voronoi树图的继续计算，直至结果稳定。实例证明，这种方法不仅能使

结果保持稳定性，同时也能减少Voronoi树图计算中的迭代次数。相比Sebastian提出的

稳定性布局，它是一种以节点路径为唯一性标识，对应生成唯一且固定的节点位置，然后

在计算Vomnoi树图。所以在数据增补后，Sebastian的布局方法会重新完成从固定初始位

置到稳定Voronoi树图的计算过程；

2、新增节点的实现：在新增节点的处理上，本文引用了David提出的节点在总区域

固定位置赋值的方法，实验证明，这种方法不仅能尽量保持原有节点布局上位置的相对稳

定性，也使得同级区域前后两次结果在辨识上更容易。

选用采集的植物类别图集数据中的“柏科”图集为例，初始数据是2013年7月采集

的，2014年7月采集变化后的数据。初始数据生成的Voronoi树图如图3-17(a)所示，对

变化后的数据重新计算生成的Voronoi树图如图3-17(b)所示，使用数据增量算法对变化后

数据生成的Voronoi树图如图3-17(c)所示。

a1初始数据的Vomnoi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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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对新数据直接生成的Voronoi树图

(c)采用稳定性算法生成的Votonoi树图

例3．17对增补前后的“柏科”数据不采用币I采用数据增量算法的Voronoi树幽可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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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13年7月采集的“柏科”图集相比，2014年7月采集的图集主要是添加了“圆

柏属”中的数据。其中变化有“圆柏属”与其子属“圆柏”添加了图集较为明显。与原

Voronoi树图相比，直接对新数据重新生成的Voronoi树图(图3—17(b))布局有较大变化，

尤其是发生主要变化的“圆柏属”数据对应的Voronoi树图部分，数据的空间布局不稳定，

造成可视结果不连续。而本文采用改进的数据增量算法生成的Voronoi树图(图3．17(c1)

不仅对“圆柏属”数据的Voronoi树图部分尽量保持节点的空问稳定，同时对其它数据本

身不变的节点，因空问受挤压而发生变化，也尽量保证期字问位置的相对稳定。所以这种

改进的数据增量算法是布局稳定的。

3．4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讲述了Voronoi树图的可视化方法，包括Voronoi树图的构建：从节点的定

义到底层具体的CVT计算方法；然后结合植物类别的层次图集数据的特点，基于多篇论

文提出的理论与方法，设计出了一个合适的增补算法；最后对Voronoi树图的外观与计算

等做了优化，使系统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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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Photomosa i c技术的图集可视化

查看图集或图像的技术或应用有很多：百度图片、google搜图以及海量图集呈现等。

大规模层次图集不仅数据量大，且分类明确广泛，这边对图集可视化有着较高要求。第2

章已经解释了本文为何选择Photomosaic技术队图集可视化：对图集量大可适应，具有艺

术效果的马赛克图可是效果好等。基于第2章对图集可视化方法的介绍，本文将从

Photomosaic的构建、瓦片匹配方法、对大规模图集的适应性三部分讲述图集可视化的方

法与原理。

4．1图集Photomosa i c的构建

图集Photomosaic的构建主要包括三个功能部分：Photomosaic的实现、目标图准确

选取策略和图像信息显示。其中Photomosaic的实现是根据瓦片匹配方法与绘制方法将图

集处理生成马赛克图完成对图集的可视化，目标图准确选取策略则是针对马赛克图的效果

而制定的目标选择方案，同时为了表达图集中图像的其他信息，本文利用一些交互方式呈

现这些信息。

为了利用Photomosaic技术实现图集的可视化，本文将Photomosaic的构建从流程化

角度分成了几个步骤：数据预处理、瓦片匹配计算、马赛克图绘制和马赛克图交互。其中

数据预处理是对用户选择的源图集与目标图处理，将源图集的每张图像生成相应的瓦片，

组成源瓦片集，目标图则根据瓦片大小切割成若干瓦片；瓦片匹配计算是对目标图中每个

瓦片遍历源瓦片集，找到对应条件下最匹配的瓦片；马赛克图绘制是指将找到的合适的瓦

片拼接组成一张类似目标图的马赛克图；马赛克图交互则是为了让用户查看图像的信息，

可对瓦片交互，查看瓦片对应图像的具体信息。

Photomosaic的构建过程如下：

(1)数据导入与处理：根据选择的源图集和目标图，导入图像，并对图像处理，获

得相应的瓦片；

(2)瓦片匹配：遍历目标瓦片集，对每一个目标瓦片做(3)处理：

(3)选择合适瓦片：根据提供的目标瓦片，遍历源瓦片集，找出最合适的一个源瓦

片作为替代瓦片：

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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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判定目标瓦片匹配是否结束，如果没有，重复2)，有，进行(5)：

(5)绘制：根据选择的替代瓦片集，拼接并绘制出马赛克图。

Photomosaic的构建流程图如图4．1所示。

瓦

是

图4-l Photomosaic的构建流程图

从给定的图集，到动态选择合适的目标图，然后运用Photomosaic技术生成马赛克图，

鹋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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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确定的流程实现Photomosaic，仍需注意几点：一、目标图选取。不同的源图集会影

响马赛克图的效果，而不同的源图集对目标图的要求也会不同。所以应该有一个目标图选

取策略，以支持不同类型的源图集；二、瓦片匹配方法。不同的瓦片匹配方法会影响瓦片

的使用情况，从而使生成的马赛克图效果不同。所以应该考虑瓦片使用率、马赛克图效果

等因素，设计良好的瓦片匹配方法；三、Photomosaic的效率。从第2章可知，Photomosaic

的计算是比较耗时的，对数据量较大的源图集来说，一个有效的改进算法以缩短计算时问

是很有必要的。

4．1．1 PhotomosaiC的实现

本章前面已经介绍了Photomosaic的实现流程：从数据的导入与处理，生成瓦片后，

到最后瓦片拼接绘制，生成马赛克图。针对这些流程步骤，本文将其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内

容详述具体的实现过程。

l、瓦片定义

瓦片其实是一个由许多像素点组成的小图像。在整个过程中，被用作匹配比较、拼接

绘制和交互等用途，是贯穿整个流程的“部件”。从功能角度来讲，瓦片的定义直接决定

了整个Photomosaic的功能是否完善。本文对瓦片参数定义做了以下考虑，其中具体的参

数使用情况如图4—2所示。

图4-2瓦片参数使用方法

1)名称：名称是对瓦片唯一性的标识，计算、拼接、交互都需要名称来确定瓦片的

来源：

2)大小：瓦片大小不仅决定马赛克图生成的效果，也决定了瓦片匹配速度的快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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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颜色：瓦片匹配主要是瓦片的颜色相似度匹配，主要匹配瓦片问的RGB值，选

择最小差值的瓦片做最佳瓦片；

4)瓦片利用次数限定：以有限的源瓦片集通过计算生成一张马赛克图时，难免会有

瓦片重复利用的情况，从图的效果考虑，不限定瓦片利用的次数，会达到图的最佳效果。

从瓦片利用率考虑，则希望所有的瓦片都能被利用，但可能会造成马赛克图的效果降低。

以源图集为例，源图集经处理后，生成一一堆的源瓦片集，这些瓦片集的名称是固定的，

大小设定后，对应的瓦片颜色也就固定了。为了能有不同的马赛克图生成效果，可以调整

瓦片大小。根据新大小的瓦片，匹配时会有不同的计算结果，最终导致生成的马赛克图效

果也不同。同时，瓦片利用次数的限定对生成效率影响不大，但会影响生成效果，本文将

在4．2．2节具体讲述该影响。

2、瓦片生成

瓦片生成时将图像利用一定的方法缩减生成某种大小的瓦片。这是对图像预处理的一

个重要步骤，瓦片生成的好坏也影响着马赛克生成的效果。瓦片生成主要包括两个步骤：

图像分解和图像切割。

1)图像分解

图像分解是指将图像等比例分解，以瓦片大小为分解目标，最后分解成与大小最接近

的比例的图像，然后再图像切割。图像的高斯金字塔分解方法‘50]【511是图像处理的方法之

一。这种方法的具体原理如下。

高斯金字塔的生成包含低通滤波和下采样的过程，设原图像为GO(m,n)(肼≤M，订≤Ⅳ)

M，Ⅳ为图像的行、列数，原图G0为高斯金字塔的最底层即第0层，则第．『层高斯金字塔
由式(4．1)生成：

G，=门三一2，。三2一：w(，”，玎)G。2i+m,2j+m)i≤鲁，，≤等 c4-，，

其中w(m，圳称为生成核是一个低通滤波器，是一个5*5的窗口函数，w似圳，w(m，砂满足

如下条件：

a)可分离性

b)归一性

c)对称性

d)奇偶项等贡献

这些条件是为了既保证低通的性质，又能保持图像缩扩后的亮度平滑，不出现接缝效应。

公式(4．1)是由公式(4．2)转换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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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q(f，，)=∑∑’F(脚，n)Gj。I(2i+m．2j+")，0<，≤N，0蔓i≤C1．，0蔓J≤RI (4—2)

其中N是高斯盒宁塔顶层的层号，o，胄，足第，层的行数和列数。可见⋯幅图像的高斯金

字塔是对下一层进行低通滤波然后作隔行和踊列的降l下采样而生成的。这一系列上一级

比下一级缩小册倍的图像从低到岛排列就形成了图像的高斯金宁塔。定义罔像尺度减少算

了Reduce，则式(4．2)变成公式(4—3)：

Gt=Reduce(q—I) (4—3)

以图4．3(a)为原图像为例，经图像分解后，牛成的各级蹦像分别如后而几张所示。

雪 圉 _ 一 -

(b)48+64 (c)24+32 (d)12+16 (0 6*8 【f)3*4 Cg)1+2

削4-3 以(a)为原幽像分解后的各级结粜

2)图像切割

将图像等比例分解后生成小图像的大小尺寸不一定会与预设的瓦片大小尺寸符合，为

了得到大小符合的瓦片，需要对分解后的图像切割。考虑到原始图像被分解成很小的图像

后，基本变成了一个色块，内容重要性会被降低，甚至没有了实质意义。所以虽然是对图

像的切割，但在内容方面影响H；太。部分特殊的图像，如颜色变化大，层次多的图像．在

做金字塔式图像分解时，颜色失真较大，对这类图像切割更足会丢失一部分的颜色信息，

所以这类图像在对其瓦片生成后，结果可能有较大误差。

仍以图4—3中的原始图像为例，各级图像切割后可以生成对应大小范围的瓦片。以各

级图像可切割的最小瓦片为例，各级图像切割生成的瓦片如图4-4所示。

量 一 一

(a)25+25(b)13+13(c)7*7(d)4*4(e)2*2(f)1+1

11日4-4稃级图像Ⅵ切割的昂小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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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瓦片匹配

对图集预处理，生成目标瓦片集和源瓦片集后，接F来就是瓦片旺配计算了。瓦片匹

配是整个Phofomo豫ic中的核心部分，它主要是通过目标瓦片与源瓦片问的计算，以动态

选择适合瓦片为目标，最后生成最优解的过程。瓦片匹配算法的好坏在于两点；时间复杂

度和全局最优解的误差值。时间复杂度是指瓦片匹配时，利用该算法得到最优解的时间效

率，它直接决定了算法的可行性：误差值是指瓦片匹配完成后，生成的全局最优解与原目

标瓦片集问的误差总值，理想的最优解是瓦片匹配时对瓦片的使用次数没有限制，每个目

标瓦片与最优瓦片间的误差值都是最小的，那么总误差值也是最小的，这种方案便是最优

解。具体的瓦片匹配方法本文将在后面小节中细述。

4、马赛克图的生成

马赛克图的生成是实现整个Photomosaic过程的最后一个步骤。在瓦片匹配后生成最

优解后，系统将最优解中的瓦片拼接并绘制成马赛克图。以一个本地的汽车图集为例，选

取图4-5(a)为目标图，源图集为汽车图集．生成的马赛克图如图4-5(b)所示。

(a)目标图

万方数据



浙江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b)马赛克图

图4 5基于目标图生成的汽车图集马赛克图

从整个Photomosaic的构建过程可知：影响最终马赛克图的效果和生成效率的因素有

很多，如目标图的图像内容、瓦片大小等等。除了上述的因素，源图集的数据量、源瓦片

的使用次数限定等也会对马赛克图的效果与生成效率产生影响。这些因素中，有些是与数

据有关的固定因素，有些是可以设置的可改变参数。而这些可变因素便是需要研究的地方。

41 2目标图准确选取策略

目标图是马赛克图的“原囤”：马赛克圄越接近目标图，则效果越好。所以目标图的

选择直接影响着马赛克图的效果。源图集对马赛克图的影响则表现在：图集的数量、源图

集的内容等。这两种对目标图和源图集的图像质量的衡量标准都是从马赛克图的效果制定

的。然而即使目标图和源图集选取合适，生成的马赛克图效果也可能会不好，它还与瓦片

间匹配计算方法等因素有关。

目标图与源图集的关系也是影响马赛克图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目标图与源图集

间的主要颜色相似度、颜色变化范围、图像的明亮度等。如果目标图与源图集间的这些因

素相差较大，那么生成的马赛克图效果会较差。特别是像“中国植物图像库”的植物类别

图集，这些图像分类明确、相似度高．如果对这种图集瓦片匹配时，往往最优匹配的瓦片

被多次重复利用。一张有针对性的目标图可能会改善这种情况，那么目标图与源图集间的

关系该如何衡量呢?

考虑到本文选用的瓦片匹配方法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参数是瓦片的RGB值(在本文4 2

节中详细讲述)，所以在选取目标圈时，对目标图和源图集进行一个预比较。这种预比较

是一种基于视觉的目标图筛选方法，例如：对植物图集中同种属植物有很多图像的情况，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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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颜色较单一、相似度较高，事宜优先选取亮度较低，颜色跨度小的图像作目标图。

以采集的“虎耳草科”图集作源图集为例，选择不同的图像做目标图，对应成的生成

马赛克图如图4_6。其中“左”为目标图，对应的“右”为相应的马赛克图。有各个效果

可知，《a)中目标囤亮度较大，而源图集总体亮度较小，导致生成的马赛克图偏暗；(b)目

标图与源图集的前景色偏差较大，导致结果在前景色显示部分偏差较大；(c冲目标图的

颜色变化范围较大，而选择的源图集颜色单一，导致生成的马赛克图颜色相差较大：(d)

中的马赛克图与目标图是最接近的。所以可以确定“虎耳草科”图集亮度较暗，没有偏红

亮颜色的图像，颜色范围较小。

(a)亮度失真的马春克图效果 (b)前景色失真的马赛克图效果

瓠盏
c1颜色变化范围先真的马赛克图效果

(d1效果较好的马赛克图效果

图4-6不同目标图和源图集生成的马赛克图效果

从目标图与源图集的关系考虑，本文总结了以下几点目标图选取策略：

1、图像明暗相似。选择和源图集亮度相似的目标图，可以让生成的马赛克阻i生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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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明暗程度上与目标图接近，效果更好。

2、图像前景色相似。前景色是指图像中较艳亮，能在视觉上首先吸引注意的颜色。

在瓦片的RGB比较时，对颜色相似度的要求较高。目标图与源图集的主颜色相似时，匹

配计算后的马赛克图与目标图间的颜色偏差才会较小，可视效果更好。

3、颜色变化范围相似。源图集图像较多时，颜色变化范围也可能会较大。对这种图

集，适宜选取颜色多，RGB跨度较大的图像作目标图，凸显源图集的颜色变化特征。

4．1．3马赛克图的交互

交互是可视化中展现数据信息的一个重要方法，由于数据有许多信息，一个可视化方

法只能表示一个或多个方面的信息，仍然不能全部展示，合适的交互手段则可以更好地表

达数据的信息。本文的图集可视化方法是Photomosaic，原始的方法可以将适量的图集结

合起来，以一种统一的、静态的方法表达这些图集的信息。然而图集中具体图像的信息以

及图像对应的文本信息则是无法直接呈现的。

第2章中介绍了图集可视化中的交互方法，以英国海岸图集窿83为例，它是表达海量图

集的一种可视化方法，以鼠标缩放为基本交互操作，其缩放方法是采用高斯金字塔图像分

解的逆过程：拉普拉斯金字塔图像还原方法，将最初以小瓦片拼接呈现方式的海量图集，

逐步放大至最后的具体图像，以便用户查看，效果如图2—8所示。本文提出的问题与解决

方案与这个可视化方法的交互手段特别类似。然而如图2—8中的图像呈现效果，其最大的

图像仍然是很小的一张，内容不清晰。

而且英国海岸图集㈣是预处理过的大小相同且标准的图集。这种预处理方式并不适

合所有的大规模图集。以“中国植物库”中的植物类别图集为例，个人用户收集或者网站

式集体管理的图集，其图像的大小不定，内容繁多，不太实用尺寸裁剪。而且植物图像库

中图像的缩略图呈现方式利于分辨植物种属，不适宜将所有图像以一张马赛克图呈现。

本文采用直接呈现原始图像的方式来表达图集中的图像信息，相较于“英国海岸图集”

中的缩放方式，可以保证图像的内容不变，这一点对植物图像是很重要的。至于图像对应

的文本信息，系统可以采用标签的形式简单而快速的呈现。

4．2瓦片匹配方法

瓦片匹配是整个过程的核心部分，也是最耗时的部分，所以对瓦片匹配优化主要方向

是提高时问效率。同时，也需要兼顾匹配效。然而找到一个时间效率、生成马赛克图效果

都合适的方法则是比较难的。下面本文将通过讲解基本的瓦片匹配原理来具体分析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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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准则。

4．2．1 基本的瓦片匹配原理

瓦片匹配原理是指将目标图切割成目标瓦片集、源图集处理成源瓦片集，然后对每个

目标瓦片从源瓦片集中挑选最接近的瓦片来替代，最后将所有替代瓦片按照目标瓦片集的

位置拼接并绘制成马赛克图。最基本的瓦片匹配原理则是针对目标瓦片集，以每个目标瓦

片作为参考，遍历源瓦片集挑选预制RGB值最相似的源瓦片作为最优替代瓦片，最后得

到与目标瓦片集相似的替代瓦片集。其整个匹配过程如下：

(1)获取数据源：获取处理后的源瓦片集s和目标瓦片集J；

(2)遍历目标瓦片集：遍历目标瓦片集，，选取待匹配的目标瓦片，设定初始最优

瓦片误差值为MAX；

(3)最优源瓦片选取：遍历源瓦片集S，比较当前瓦片误差值与前最优瓦片的误差

值，如果当前瓦片误差值小于前最优瓦片误差值，替代前最优瓦片，设置当前瓦片误差值

为最优瓦片误差值，得到当前最优瓦片。如果当前瓦片误差值大于前最优瓦片误差值则不

替代；

(4)判定源瓦片集是否遍历结束，否则重复(3)步，是则得到当前目标瓦片对应的

最优替代瓦片；

(5)判定目标瓦片集是否遍历结束，否则重复(2)步，是则得到目标瓦片集对应的

最优替代瓦片集，即最优解。

其中步骤(3)中目标瓦片与源瓦片问的比较是颜色RGB值比较，具体比较方法是：

遍历目标瓦片与源瓦片的径向像素，然后遍历目标瓦片与源瓦片的横向像素，将目标瓦片

与源瓦片问的相同位置的像素RGB求差值绝对值和作为像素间的误差，如公式(4—4)所

示，将瓦片大小的像素误差的和作为瓦片误差，如公式(4—5)所示。

E(i，／)=∑∑∑(彳。(f，／)一A：(f，脚2 (4—4)
只 G 曰

E。，=∑∑E(f，J) (4．5)
l-l j=t

基本的瓦片匹配原理对应的算法总流程图与图4—2中“瓦片匹配”表示的一致，瓦片

问比较的算法流程图如图4．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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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的基本瓦片匹配过程可以看出，这种双遍历方式的瓦片匹配方法有以下几个特

点：

(a)时问复杂度为D(甩2)：将目标瓦片集好源兀片集看做两个集合数据，对于两个

集合式数据寻找最优解的方法，最复杂的时问复杂度为O(n2)，时问效率比较低：

(b)最优解值误差最小：这种遍历式的寻找最优解方法，在没有限制时每个瓦片最

优解的误差都是最小的，这也使得整体最优解误差最小，生成的马赛克图效果最好。

4。2．2带约束的瓦片匹配方法

对于基本的瓦片匹配方法，瓦片的使用没有次数限制的，该方法达到的效果也是最好

的。然而在有些情况下，瓦片的使用往往有次数限制，这一限制主要是为确保源瓦片集s

中的瓦片备选项能尽可能被利用，从而达到最好的源瓦片利用率。限制的瓦片匹配虽然能

达到好的利用率，但是会牺牲马赛克图的效果，从而限制的瓦片匹配方法就成了条件式的

全局最优解求解方法。

在全局最优解求解问题上，以限制瓦片只能使用一次为例：每次瓦片匹配比较选择最

好的当前匹配瓦片，可能导致一个效果差的全局匹配结果。因此，每次瓦片匹配时，可以

选择一个较高匹配的瓦片集各选项，而不仅仅只是选择误差最小的瓦片。

特别地，假设目标瓦片集，为目标区域集为R(I)={尺l’．．．，Rm)，希望找到一个目标

区域到源瓦片集s的映射关系m：尺(，)—}S，满足公式(4．6)的值是最小的：

， S

bestSolution=∑∑附／) (4．6)
i=l j=l

其中，公式(4．6)的瓦片匹配仍以公式(4—5)的误差值为匹配标准。如上述得，关系映

射m是～个局部匹配问题。然而，假设限制映射m满足公式(4．7)，那么这个问题便成

了全局最优解问题。

渐(置)=m(R，)j扛J (4—7)

对于这个问题的求解，最直接的方法是贪心算法：首先，瓦片间RGB误差仍然作为

瓦片间比较误差。如果源瓦片集s中瓦片允许重复使用，那么瓦片使用策略很容易定义。

然而，以限制的瓦片使用为前提，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是：“处罚”被使用过的瓦片，在

瓦片被使用后，降低其匹配系数，这样便强制保证源瓦片集s有更高的使用率。公式(4·5)

的方法便是最简单限制方法，瓦片被使用后，直接将其匹配系数设为“0”。然而，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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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也使得找到个全局最优解变得非常团难，大大增加了其时间复杂性

4．2 3基于FFT的瓦片匹配方法

为了使比较匹配方法在时间效率f：有所提高，本文选择了利用快速傅里叶变换FFT

方法对瓦片集预处理，然后再根据处理结果比较目标瓦片和源瓦片。F面本文主要讲解

FFT方法和本文利用FFT方法的过程和效果。

FFT方法主要通过对输入数据序列进行倒位序变换、蝶形循环运算、浮点到定点转换、

计算过程中溢出处理等步骤对DFT方法快速计算。

在瓦片比较匹配时，先计算待匹配目标瓦片的FFT值，然后对源瓦片集的每个瓦片

做FFT计算预处理，并排序。最后选择频度接近的几个待选瓦片与目标瓦片比较，得到

替代瓦片。

以汽车图集为例，将图4-8“)中的瓦片作为目标瓦片，其FFT值为．1066570387。对

源瓦片集FFT处理后，得到有序瓦片集如图4-8(b1所示，取前lo个瓦片，其FFT值，与

目标瓦片的FFT差Y与ROB差如表4-1所示。最后选定RGB差值最小的瓦片作为替代

瓦片，其结果如图4-8(c)所示。

一jj女大■=

吁U’!’!

“)FFr排序后进掸的最接j丘瓦片

图4-8瓦片匹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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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F竹排序后的前10瓦片FFT值

TargetTile FFT=-1066570387

N锄e FFT Absolute RGB

diflorence dl疵崩lcc

I Lamborghini82 l 5910

Lamborgluni40

Lamborghini51

Lamborghinil67

Lamborghinil53

L锄borghinil35

L釉borghinil7

Laraborghinil87 ．1064070253 2500134

L锄borghinill4

以图4-9(a)为目标图为倒，未利用FFT算法排序，直接计算生成的马赛克图如图

4-9(b)，耗时21 8秒。利用FFT算法优化后，计算结果如图4-9(c)所示，耗时9．46秒。由

马赛克图的结果可知，对源瓦片集FFT预处理后，生成的效果与未预处理的结果效果相

似，而时间上由原来的21 8秒减小到9．46秒，提高了时间效率。

(a)目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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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不使用FFr的马赛克图

(c)使用F丌的马赛克图

图4-9不使用FFT和使用FFT生成的马赛克图对比

4．3对大规模图集的适应性

本文的Photomosaic技术主要是对图集的可视化。所以为了适应大规模图集数据，需

要对Photomosaic的扩展性进行研宄。上一节本文已经介绍了瓦片计算方法和改进方法的

思想与实现，本节将主要从数据量的角度研究Photomosaic的适应性。

以“中国植物图像库”的分类囤集为例，选取图4-1 o(曲作为目标图，目标图大小为

400*300。选择大小相同的图像作为源图集，瓦片大小统一定为10"10。以不同类型．不

同数据量的圈集数据生成的马赛克图如图4．】o其他子图所示，计算结果如表4-4所示。
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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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I=1标图 O)“虎耳草科”图集 犯)“C”类图集

q)“r类图集 (e)“B、D、r类图集 (O当前总图集

图4-10以(a)为目标图选取不同图集生成的马赛克图

表44不同图集计算生成马赛克图的结果

图集名称 图像数量 耗时(s) 效果

虎耳草科 9187 fbl

c类 (c)

J类 5303 96 228 Ⅱ)

B、D、J类 0)

总植物圈集 (O

由表4-4可知，本文的Photomosa／c技术对图像数量的适应性方面，可以容纳计算目

前的33576张的植物图集，计算耗时近10min：而在可视效粜方面，从图4—10可以看出

数据量大的图集，备选项较多，马赛克囤效果更佳。然而从计算结果的耗时可以看出本文

的Photomosaic计算的时间效率较低。是有待改进的。后期可以对瓦片匹配加速计算来提

高时间效率。

4．4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讲述了Photomosaic图集可视化的方法。包括从瓦片定义到最后的瓦片拼接

与绘制的Photomosaie构建过程。并从目标图与源图集关系角度制定r⋯个目标圜选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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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以使得马赛克图效果尽量好。同时以植物数据为例分析了Photomosaic对大规模图集

的适应性。为了提高瓦片匹配的时间效率，本文提出了利用FFT源瓦片集排序的瓦片匹

配方法。同时也设计了对马赛克图的合适的交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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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可视化原型系统设计与实现

5．1系统层次架构

本文是针对大规模层次图集的可视化研究，采用Voronoi树图表示圈集数据的类别信

息，Photomosaic技术呈现图集的图像信息。本文的可视化原型系统主要是表达植物的类

别、图像等重要信息，系统主要针对：数据处理、Voronoi树图、Photomosaic二块的服务

功能，同时结合数据问的传输使得数据与多视图间具有联动功能，而不是单纯的单一功能

展示，这也更方便用户多维度观察数据信息。系统采用的层次框架如图5-1所示。

数据处理服务

原’p系统

Voronoi树团

可视服务

吸务层

层次文件

数据资源层

软硬件

Photomosalc可

视服务

，，一、
立奉数据

j＼ ／

支撑环境 二|

图5-l系统层次框架

原型系统体系结构分为二层：服务层、数据资源层、软硬件支撑环境。其中以服务层

和数据资源层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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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源层：数据资源层建立在软硬件环境上，主要包括图集数据，图像文本信息。

图集数据是根据植物类别存储的，所以不仅包括图像集，也含有类别信息，图像文本信息

主要表达的是图像对应的～些文字信息，如对图像中植物注解等。

服务层：服务层主要包括数据处理服务、Voronoi树图服务和Photomosaic服务。每

个服务在功能任务上是独立的，后台服务运算中数据时相互传输的，这也使得三个服务通

过数据接口连接，完善整个系统的功能联动性。

整个系统的首要考虑的是数据的采集选取的维度，它决定了可视化呈现的内容和可视

化方法的使用性。以及如何利用相应的可视化方法很好地表达这些维度的数据信息，在保

证结果正确性的前提下，提供好的可视化结果。系统的三个服务对应三个功能模块，这些

模块之间的关系如图5—2所示。

匿》匪嚣r
r～⋯⋯一1

睡蛩≮

匿蜜交翊
l。．。，，兰!，，，l

7
。

弛据节点传递

√

掣 ，’臣兰≥咂三习r t L————————一L—————————o
l苎竺竺!兰苎，I

图5-2不同模块服务间的集成图

数据处理服务通过对图集数据处理，可以生成对应的层次文件提供给Voronoi树图，

Voronoi树图服务通过的层次文件处理，可以得到节点数据，并根据节点数据生成Voronoi

树图，同时结合交互功能，选择相应的节点，然后后通过服务间的数据接口传输节点信息

给Photomosaic，Photomosaic服务根据节点信息生成马赛克图，从而实现图集的可视化。

5．2系统模块设计

根据前面章节讲述的各服务模块的功能，设计的原型系统的模块图如图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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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大规模层次图集可视化原型系统模块图

Photomosaic可视化

大规模层次图集可视化原型系统包括三个模块：数据处理模块、Voronoi树图可视化模

块和Photomosaic可视化模块，下面将分为介绍各个模块的设计。

5．2．1数据处理模块设计

数据处理模块是整个系统设计的重点，它不仅为其他功能模块提供了必要的数据，也

从数据的维度等确定了其他功能与方法的设计与实现。该模块主要包括三个子功能模块：

图集数据采集子模块、Voronoi树图层次数据处理子模块和Photomosaic图集处理子模块。

下面主要讲述这三个子模块的功能和设计。

图集采集子模块：图集处理主要是指确定数据信息的维度后，采集需要的数据。本文

的图集数据以图像为主，同时采集了这些图集的类别信息，同时为了进一步描述这些图像

的其它信息，本文选取了描述图像内容的Tag信息。并将采集的数据处理得到带有图集的

植物类别层次文件，图像对应的Tag信息作为图像的文本数据。

Voronoi树图层次数据处理子模块：对Voronoi树图层次数据处理主要分为层次文件

生成和层次文件导入与预处理。为了将采集的图集数据的层次信息准确表达出来，本文设

计XML格式的层次数据格式定义，系统可以根据用户提供的带有图集的植物类别层次文

件生成对应层次关系和数据信息的XML层次文件，同时，系统也可以导入XML层次文

件并对文件预处理，得到与Voronoi树图相关的层次节点信息，这些节点信息可供Voronoi

树图模块调用和处理。

Photomosaic图集处理子模块：对图集的Photomosaic可视化，用户需要对源图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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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图做预处理，系统可根据用户选择的目标图预处理生成目标瓦片集，同时根据用户在

Voronoi树图中选择的想做Photomosaic可是化的节点信息导入节点对应源图集并对源图

集预处理生成源瓦片集。

数据处理模块对应的整个数据的结构图如图5—4所示。

纛蓊黍纛淞 ，．步k50‘Z I}}{{警糍{；!瓣；，}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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篱””蕊鬻鬻iii岁 ≮；j；妻警蘩蓥岁

∥誓》
／《l鬻藕蘩≥

≮遂鬻罗∥黪》、／，熟
《謦舔鬻i》 @蝴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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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图集数据结构图

5．2．2 Voronoi树图模块设计

Voronoi树图模块主要是利用V：oronoi树图对层次数据的可视化，模块包括三个子功

能模块：Voronoi树图构建、交互和数据增补。本文第3章已经对Voronoi树图的构建的

流程及流程中每个步骤的功能与原理做了详细的解释，和也详细讲述了数据增补的设计思

想与算法的流程。在这本文将讲解Voronoi树图中的交互的功能与设计。

Voronoi树图模块的功能流程图如图5．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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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j
＼

。『¨
。

文件生成

f 结束 j

＼一／图5—5 Voronoi树图模块的功能流程图

Voronoi树图的交互主要分为：数据节点交互、外观轮廓交互式定制两种。Voronoi

树图的交互有以下功能特点：

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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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图集数据的选择到层次文件的生成和从文件的导入到数据节点的生成都是数

据处理的功能，系统可以通过交互决定生成的层次文件的内容，从而影响生成的节点的信

息；

二、系统可以对Voronoi树图的结果交互，主要是数据节点的交互，通过这种交互方

式系统不仅能呈现节点的信息，也可以对节点的区域缩小／放大，查看节点的子节点信息；

三、通过外观轮廓的交互系统则可以提供更多样的Voronoi树图外观，用户也可以自

己定义外观，系统会根据用户定义的外观生成对应轮廓的Voronoi树图。

5．2．3 Photomosaic模块设计

Photomosaic可视模块是对图集的可视化模块。Photomosaic模块可以根据用户选择的

目标图和源图集，生成目标瓦片集和源瓦片集，然后利用瓦片匹配方法计算，并绘制计算

结果生成马赛克图。为了得到图像的信息，模块支持用户对马赛克图交互。

同时为了对不同类别的图集动态生成马赛克图，系统将Photomosaic模块与Voronoi

树图模块的交互功能联动。在Voronoi树图图交互中，用户选取交互节点，不仅可以呈现

该节点对应的Voronoi树图，也可以对节点对应的图集做Photomosaic处理。具体的处理

方法是：获取节点信息，并解析节点的结构从而找到节点对应的所有图集。用户选择目标

图后，系统对节点对应的图集处理并计算，构建马赛克图，绘制结果。最后用户可以对结

果交互，系统呈现相应的交互结果。

Photomosaic模块的总流程图如图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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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Photomosaic可视模块总流程图

5．3系统实现

本文的原型系统使用的数据是“中国植物库”植物类别图集数据。采用Voronoi树图

和Photomosaic技术作为可视化的技术方法。本系统是在Eclipse环境下，使用Java语言

开发的原型系统。具体各个模块的系统实现如下所述。

5．3．1 大规模层次图集数据的采集

本文选用的主要层次图集是“中国植物库”的植物类别图集，其中对图像的信息描述

有很多，包括：图像ID、图像、图像拍摄地、图像说明、植物名称、植物类别、图像GPS

位置等，如图5．7所示。系统主要选择几个重要维度的信息采集，如图像ID、图像、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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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类别等，植物类别如图5-8所示。最后存储的植物类别图集如图5-9所示

隅●印鼍
，7 ，

-7。f

r ～' t，≯．’，

、≯，．．～／
-、X、|-+影’。’

· 7。，_渣} ，

’．”I’
_

／

豳—■■■—圈—圈
#^e L～272251"z29{⋯q蝴 F_^

叠豳_魁

鞲||童

“■■·

一■一·

。■一·

嚼j’鬻
坐t睽

圈5．7 “中国植物库”的图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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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Voronoi树图

Voronoi树图可视模块使用的数据是系统根据真实数据生成XML层次文件。本文设

计了XML文件的格式，如图5．10所示，根节点可以包含分支节点和叶子节点，分支节

点只有名称和子节点，叶子节点包含名称和权重。并设计了图集数据自动生成XML文件

的函数方法，将数据分为文件夹和文件两种类型处理，如表5-】所示。

Voronoi树图模块导入XML文件后，会对文件内容解析，生成对应结构的数据节点，

然后根据这些数据节点计算并绘制Voronoi树图。

<1eaf>

<root><branch><label>撼<／label>
<label>Root<／label><label>a<／label> _(weight>12315<／weight>

<branch><leaf> 1<value>一1<／value>

<／root><／branch><／leaf>

图5．10 XML文件内容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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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汽车图集为例，生成对应的XML后，系统导入该文件，解析后生成并绘制Voronoi

树图后，Voronoi树图效果如图5一ll所示。系统也可以由用户自定义轮廓，如以图5-120)

中的点组成的外观轮廓，系统计算并绘制的Voronoi树图如图5-12(b)所示。

Vomnoi树图可视化中系统还支持用户的交互，图5-13(0是以标签形式显示节点的信

息，图5-13(c)是根据图5-13(b)中的数据树形结构，点击“玛莎拉蒂”后，放大显示的结

果。

(吣四边形 (砷六边形

图5-11不同外观轮廓生成的Vomnoi树图

曲八边形

门■J
a)定义的外轮廓 (b)生成对应轮廓的Voronoi树图

图5-12用户自定义，}轮廓生成Voronoi树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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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标签信息

]酬

；愁
“口■一1

曲)树形节点交互 托)节点对应的区域放大

图5．13交互中标签显示

5 3 3 Photomosaic技术

在Photomosaic技术中系统需要几个重要信息：目标图、源图集和瓦片参数信息等。

仍以本地汽车图集为例．选择如图5-14(a)中的图像为目标图，瓦片的大小设置为5’5，最

后生成的马赛克图如图5-14(b)所示。

(a)目标图 (b)生成的马赛克图

以植物图集为例，选取图6一15(a)为目标图，选取“虎耳草科”图集为源图集，生成

的马赛克图效果如图6-15(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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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标图 (b)生成的马赛克图

图6-15 “虎耳草科”图集马赛克图效果

系统中马赛克图支持用户的交互．交互内容主要是针对马赛克图中瓦片对应的图像的

信息为主，当鼠标移至图中的某一瓦片时，会显示该瓦片的对应的图像名称，如图5-16(a1

所示，点击该瓦片后，回呈现原图像，以实现查看原图像的功能，具体如图5-16(b)所示，

同时，用户可以针对原图像进行缩放，其对应的效果如图5-1“c)和(d)所示。

(a)标签信息

叵亟面酉
(b)原圈 (c)放大图 (d)缩小图

图5．16马春克图的交互信息

5．4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从模块设计原理与具体功能实现两个方面介绍了层次图集可视化原型系统

的设计与实现。不仅介绍了本文采用的数据的来源和采集的数据新，也以一个汽车图集为

例展现了整个系统的操作过程和具体的可视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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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实验分析

本文以“中国植物库”的植物类别图集数据为测试案例数据，从层次信息可视化和图

集可视化两方面分析可视结果。其中层次信息可视化即为Voronoi树图，主要从CVT算

法优化和动态Voronoi树图分析实验结果；图集可视化即为Photomosaic技术，主要从马

赛克图效果和与Voronoi树图联动两部分分析结果。

6．1数据采集与处理

以本文采集的“中国植物库”的植物部分类别图集数据为样例，截止2013年7月14

日，采集的图集数据具体信息如下：该数据以植物的“科属”为划分类别的依据，划分结

果有：按字母将科分类有20个字母类别；每个字母类别里含有字母对应的科级分类别，

共有257个科级类别；每个科技类别含有对应的属类别，共有1648个属类别；每个属类

别里含有确切的植物名或者属对应的植物图像，共有3930植物；所有的图像总是有33610

张。每张图像都有相应的文本说明，标明图像中植物的植株部分，如花、茎、叶等。

将植物的信息整理并处理生成带有层次信息的XML文件，文件内容从根节点root

开始，依次层次性建立上面所述的植物类别结构，并将图像文件创建为叶子节点，名称为

图像的ID，权重为图像的大小，本文将该XML文件定名为“Treemap．Plants．xml”。

XML文件为Voronoi树图提供了数据节点信息，同时为Photomosaic提供了源图集信

息。Voronoi树图解析XML文件的内容，计算后生成Voronoi树图。Photomosaic则根据

源图集和用户提供的目标图计算生成马赛克图。

6．2基于Vorono i树图的层次布局

对Voronoi树图模块的各个功能，本节主要分析CVT算法优化和动态Voronoi树图两

个重要的功能。为了能更好的体现这两块工作的效果，本节将先讲解利用原方法对

“Treemap—Pants．xml”计算生成Voronoi树图的结果，然后分析本文对算法优化后的可视

结果。最后，在利用动态Voronoi树图表现数据变化性方面，本节将对“Treemap—Plants。xml”

文件和新采集的数据进行Voronoi树图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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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1 CVT算法优化分析

将“Treemap-Plants xml”文件导入系统并生成Voronoi树图的节点后，Voronoi树E

模块对节点计算并绘制计算结果，生成Voronoi树图，其结果如图6-1 Ca)所示，图中绘#

了初始根节点下的两层节点的计算结果。对Voronoi树图中CVT算法优化后，}

“Treemap—Plants xml”文件导入系统并计算生成Voronoi树图，其结果如图6-I(b)所示。

由图可知，算法优化后，因CVT迭代计算停止的条件不同，导致计算生成的节点区域t

有差异。根据图中的几个节点的标记，可以看出，节点区域虽然发生变化，但是其位置i

本保持稳定，这也说明本文对CVT算法的改进并不影响Voronoi树图的稳定性。

a1 CVT算法优化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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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VT算法优化后的结果

图6-1 “Treemap-PLants xml”文件导^系统后通过计算生成的Voronoi树幽

对“Treemap·Plants xml”文件的的前三层数据节点计算中，总共包括260个节点训

算，其中100个节点是单子节点，只需赋值计算。所以本文视作共有160个节点参与计算

计算时．各个参数设置是：p=O．08，threshold,=0．001，thresholdc=O．0001。算法优化前丘

Voronoi树图计算的信息如表6-1所示。

表6-1算法优化前后的计算信息

迭代停止条件
平均迭代次数 节点平均误差 耗时

0 l 2

优化前 0 32 135

优化后 120 30 10

万方数据



浙江【：业人学硕十学位论文

6．2 2动态Voronoi树图效果

动态Voronoi树图主要针对“结构不变、节点权重改变”和“结构改变、节点权重改

变”的两种数据变化类型设计的。其中前一种变化类型较为简单，在第3章也有实例分析。

下面本小节将主要针对“结构改变、节点权重改变”的数据变化分析其动态Voronoi树图

的结果。

对整个“Treemap-Plants xml”文件进行增补时．其上层的兄弟节点关系基本保持不

变，包括之问权重比例，因为部分植物类别的图像增加时，对整个植物类别的顶层类别关

系影响较小，所以这里选取一个较小类别的植物：文件中⋯B类的“柏科”类别为例，
其生成的Voronoi树图如图6-2(a)所示，该图对应的“柏科“图像是本文作者在2013年7

月份所采集的。对“柏科”类的植物图像采集更新后，生成数据增补后的Voronoi树图．

如图6-20)所示，该图对应的“柏科”图像数据是在2014年7月对“中国植物图像库”

中的图像重新采集得到的。

(曲2013,7采集的数据 (b)2014 7采集的数据

I!I『6-2不同时间采集的鼓据对应生成的Voronoi树图

图6-2(a)和(b)只是在结果上反映了动态Voronoi树图的效果，对数据增量算法整个处

理过程的部分中间结果是无法体现的。其中，主要有原有节点的信息保存和增补的数据节

点的参数初始化。原始节点保留的信息主要有：节点的site、对应的多边形等。节点site

是节点多边形的中心位置，它还包含节点迭代计算所需的信息。节点多边形表示的节点的

区域，可以将多边形信息用多边形的顶点表示，这也使得保存结果更加容易。数据变化后，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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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节点计算的参数主要有：层级关系、权重、节点site等。而其中权重是与变化相关的，

节点site则是节点稳定布局的依据，所以这里主要输出节点权重与site信息。具体的节点

信息如表6-2所示，这里只显示了与图6．2对应的前两层节点信息。

数据变化前后，节点的位置如表6—2所示。本文以绝对位移量表示节点位移变化的程

度。相较于较低层的节点，较高层节点的位移在视觉上更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所以为了

数值化地表达Voronoi树图整体变化的大小，本文采用同层节点位移的平均值作为每层的

Voronoi树图的变化量。其结果如表6。3所示。

表6．2数据变化时保存的原始节点信息

初始位置 计算后位置
节点名称

X y X y

侧柏属 416．80867 482．197491 470．51 8597 494．733569

侧柏 474．370771 537．423459 500．731 797 524．318636

刺柏属 463．908424 1 93．233092 514 276103 167．158567

刺柏 411．627269 300，482471 548．873662 274．628204

杜松 522．564919 249．757676 544．719386 209．580124

西伯利亚

刺柏 438．621216 131．817766 486．693691 1 14．955899

圆柏属 208．821 106 223．35259 259．729142 274，909492

580523 107．735716 230．61 0088 106．303698 288．337699

580524 265．093059 51．61724 298．559467 40．01 0794

580525 346．01 8257 201．170885 439．98993 217．984086

581959 56．559023 208．137026 40．659505 240．455783

581960 164．931483 1 12．407255 208．552534 95．175623

581961 1 09．56991 1 05．867738 90．660715 1 80．609865

581962 166．390701 374．072805 158．919103 483．440337

581981 62．631913 151 871547 42．132269 1 57．844954

581982 21 3．942678 70．992369 240．71 3207 1 50．446325

581983 305．6901 63 381．718622 375．292897 493．980678

581984 301．382271 31 8．317531 41 9．444954 401．604314

581985 1 28．247406 295．198199 149．850636 334．631 708

581986 158．274184 58，232287 106．09291 95．291915

581987 353．769848 339．349401 448．351 065 417．916618

581988 114．98819 166．122802 1 02．25261 209．226137

581989 274 191361 101．611801 275．792889 142．569909

581990 330．082568 1 32．214979 467．486229 206．276731

581991 1 18．733653 352．639775 80．272976 448．298424

581992 61．277448 338．888521 1 32．664534 41 0．588762

581993 177 324601 319 400594 214．345041 278．467092

北美圆柏 346．252098 271 85719 488．293587 344．64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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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子圆柏 229．31 9995 214 782159 1 62．838835 1 56．896404

圆柏 234．199684 361．800275 272．299967 402．708645

垂枝香柏 322．847387 64 008922 356．979389 1 04．756401

新疆方枝

柏 1 58．504956 338．894738 86．473516 360 340733

铺地柏 63．97209 276．51 9366 79．379244 243．059467

高山柏 178．848048 347．25861 5 271 780435 216．381408

崖柏属 151．249757 471．414158 1 66．435284 533．760845

北美香柏 190．108818 498．032645 204 019769 552．909382

闩本香柏 93．398262 431．774684 110 477002 505．251 23

扃柏属 517．172654 398．612597 549．95051 1 367．814354

日本花柏 575．433294 439．172938 581 990102 388．578473

福建柏属 303．737271 513．861 069 336．869253 556．854345

福建柏 343．002693 574．777695 353．183229 583．370869

表6．3层级节点位移变化

节点名称 节点误差 层级误差

侧柏属 55．1 5350859

刺柏属 56．71 669897

圆柏属 72．4551 0523

第一层 57．95833721
崖柏属 64．16938219

扁柏属 44．97687941

福建柏属 54．27844888

侧柏 29．438751 29

刺柏 1 39．6603577

杜松 45．88089028

西伯利亚束0柏 50．94394381

圆柏 55．90282909

垂枝香柏 53．15402718

新疆方枝柏 75，1 5623095

铺地柏 36．83673758

高山柏 1 60．51 56437

580523 57．74536992
第二层 73．71 891 344

580524 35．42 1 88664

580525 95．46391493

581959 36．01 800559

581960 46，90122847

581983 77．09697273

581984 1 09．622451 3

581985 21．35221289

581986 83．84266424

581987 1 32．0882652

581988 144．4835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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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989 44 96333149

581990 64 00235452

581991 122 9569607

581992 44 94543899

581993 『40 9894072

北美圆柏

叉子圆柏

北美香柏

日本香柏

日本花柏

福建柏

6．3基于Photomosa i c的图集可视化

Photomos撕c可视模块主要是对图集的可视化，该模块可以结合Voronoi树图中的类

别信息，将该类别对应的图集通过马赛克图的形式表达出来。本节将从马赛克图生成效果

和Photomosaic与Voron嘶树图的联动表达图集信息两方面分析Photomos面c的可视结果。

631图集可视化效果

马赛克图的生成是需要提供源图集和目标图的，源图集可以结合Voronoi树图的交互，

用户可动态选择想做图集可视化的图集作为源图集。在目标图选取方面，考虑到在源图集

中找一个合适的目标图难度较大，其数据量大，图像效果不可预知，所以系统提供了几个

比较合适的图像作为目标图，用户可从目标图集中选择张合适的做可视化条件。选取‘‘中

国植物图像库”图集作为源图集，目前共采集33610张图集。选择图6-3(a)所示的“目标

图1”和(b)所示的“目标图2”为目标图。生成的马赛克图效果如图6_4(a)和(b)所示。

fa)目标图

圈6-3多个目标图

m1目标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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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目标图1对应的马赛克图效果 啦)目标图2对一个的马赛克图效果

囤6-4以“target3”和“la”gct4”为目标图生成的马赛克图

针对现已采集的植物图集，其颜色变化范围较广，对目标图颜色要求较低。所以作为

实验对比，这里选择了“target3”和“target4”目标图。在计算生成马赛克图时，未使用

FFT算法和使用FFT算法的结果表6_4所示。

表6-4对植物图集的目标图选取策略和计算结果

目标图选 未使用FFr算法 使用F丌算法

目标圈
取策略 总误差 平均误差 耗时(s) 总误差 平均误差 耗时($)

绿、白亮度适中 3533184

target3

颜色变化小

浅黄、绿、白偏 526383．6

target4

亮颜色变化小

6．3 2可视化方法的联动性

为了将对数据的层次信息可视化和图集可视化结合起来，本文选择节点作为两种可视

化方法的连接参数。当用户选择节点后，对呈现相应的Voronoi树图，也会对该节点的图

集可视化，生成对应的马赛克图。

选择“虎耳草科”图集作为源图集，共有509张图像，图集以绿色、浅黄色、深灰色

为主。选取“目标图l”和“目标图2”作为目标图时，生成的马赛克图效果如图6-5所

示。选取的策略和计算的结果如表6-5所示。其中瓦片大小选择为5*5，“目标图1”分

辨率为329*246，得到待计算匹配瓦片3185个，“目标圈2”分辨率为408*297，得到待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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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匹配瓦片4779个

(a)目标图1对应的马赛克图效果 啦)目标图2对应的马赛克图效果

图B 5 “虎耳草科”图集在不同目标图下生成的马赛克图

表6-5对“虎耳草科”的目标圈选取策略和计算结果

目标囤选 未使用FPr算法 使用FFT算法

目标图
取策略 总误差 平均误差 耗时(S) 总误差 平均误差 耗时(s)

绿、白亮度适中
target3

颜色变化小

浅黄、绿、白偏
t耵get4

亮颜色变化小

根据节点信息，将Voronoi树图和Photomosaic可视化结合。图6-“a)是选择“虎耳

草科”下的子类“茶蔗子属”和“target5”目标图生成的马赛克图效果。图6-6(b)是选择

“虎耳草科”下的子类“茶蔗子属”和“targd4”目标图生成的马赛克图效果。其中target4

目标图原图如图6-3f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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隰匿譬秽基

O)target4

图6-6选择“虎耳草科”下的子类“茶穗子属”和不同目标图生成的马赛克图

针对“中国植物图像库”，目前已经采集33610张植物图像。对这些图像数据的可视

化结果分析如本章所述。然而在大数据的今天，这个数量级的图集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算作

大规模图集。本文是对大规模的图集的可视化研究，所以在图集的数量级方面，本文还可

以继续扩展，以满足大数据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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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通过系统对“中国植物图像库”的植物类别图集数据的整个功能的运行过程

来展示数据的可视化结果，其中包括一些可视化结果中无法看到，但是在算法设计与运行

方面产生的中间数据结果是比较重要的，本文通过将这些数据输出以验证算法的合理性和

有效性。部分结果的效果可能不太理想，仍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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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结论与展望

7．1结论

本文介绍了一种针对大规模层次图集数据的可视化方法。该方法将图集数据的可视化

分为层次数据可视化和图集可视化两部分，并根据数据节点产生联动的可视化效果。层次

图集数据中，除了类别信息，其时变性也需要很好地体现。为此，本文利用Voronoi树图

表达数据类别信息时，不仅对CVT算法优化提高计算的精度与速度，而且设计兼顾数据结

构域权重变化的算法，稳定地表达数据的变化过程。并以此达到利用动态Voronoi树图表

达数据的变化特性的目标。

在图集可视化方面，本文选用Photomosaic技术将图像处理成瓦片的形式呈现。本文

将静态马赛克图扩展到可交互的动态图，并支持层次图集的可视化。考虑到Photomosaic

中瓦片匹配时问复杂度较高，本文利用FFT算法对源瓦片集排序处理，然后根据排序的源

瓦片集匹配计算得到马赛克图，提高了时间效率。为了得到一个具有较好可视效果的马赛

克图，本文对目标图与源图集关系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目标图准确选取策略。

可视化主要过程：通过对XML文件进行内容解析生成数据节点，并对节点计算得到

Voronoi树图和Photomosaic结果，得到对应的可视化结果。主要内容包括：

(1)改进CVT算法的动态Voronoi树图表达数据层次信息与变化性

利用Voronoi树图表达数据的层次信息后，将结果优化和数据的时变性作为主要研

究点。为了提高Voronoi树图的计算精度和时间效率，本文对CVT算法进行了改进。在表

达数据时变特性时，本文利用稳定布局的动态Voronoi树图对“新旧节点”采用不同的处

理机制以表现数据的变化过程。

(2)PhotomosaiC技术表达图集的图像信息

利用Photomosaic对图集可视化时，主要对Photomosaic进行了扩展和改进。本文

利用FFT算法对源瓦片集排序以提高瓦片匹配计算的速度，从而加快马赛克图的生成。同

时提出了一个目标图准确选取策略来保证目标图与源图集尽量接近，从而令生成的马赛克

图效果尽量良好。通过实验分析并保证了Photomosaic对大规模图集的适应性。

(3)数据采集与处理

本文以“中国植物图像库”的分类图像数据为例，采集了近40000张的图像，并根

据类别建立了数据的层次关系。同时将对图像描述的文本信息采集下来用于完善对图像的
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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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描述。为了利用Voronoi树图和Photomosaic技术对这些数据可视化，本文将这些数

据处理成XML文件，以供层次信息可视化模块与图集可视化模块使用。

(4)联动表达数据多维信息的原型系统

对于大规模层次图集数据，单一地表达数据的某一维信息是不够的。本文通过建立一

个原型系统将Voronoi树图和Photomosaic结合起来，联动地表达数据的多维信息。从层

次信息可视化和图集可视化两方面对大规模层次图集实现了可视化。

7．2展望

由于时间和技术的限制，本文的工作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未来的工作可以在本文

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扩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拓展到Voronoi树图的多种布局。利用Voronoi树图可视化数据的层次信息时，

本文只选取了Pw方法直线边界布局的布局方法。未来可以将这种布局方法拓展成边界凹

多边形或者是Aw方法曲线边界布局的方法，使可视化效果更好。

(2)提高Photomosaic图集可视化的时问效率。在对图集可视化时，本文选用了基

本的计算方法计算瓦片匹配。从时问效率角度考虑，可以改进匹配方法，如利用Antipole

机制对瓦片分类；也可以对瓦片使用加次数限制，提高瓦片使用率。

(3)多组件表达数据的多维信息。本文主要表达了图集数据的层次信息和图像及图

像的文本信息。对于数据的其他信息，如GPS信息，可以利用其它可视方法联动地更具体

地表达数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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