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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 Big Data Visualization



提纲

p可视化概述
p可视化工具
p可视化典型案例
p可视化工具实践



什么是数据可视化

p数据可视化是指将大型数据集中的数据以图形图像
形式表示，并利用数据分析和开发工具发现其中未
知信息的处理过程
p数据可视化技术的基本思想是将数据库中每一个数

据项作为单个图元素表示，大量的数据集构成数据
图像，同时将数据的各个属性值以多维数据的形式
表示，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观察数据，从而对数据进
行更深入的观察和分析



可视化的发展历程

图 反映霍乱患者分布与水井分布的地图

1854年，John Snow采用数据可
视化的方法研究伦敦西部西敏市
苏活区霍乱——John Snow的鬼
地图（Ghost Map）
霍乱地图分析了霍乱患者分布与
水井分布之间的关系，发现在有
一口井的供水范围内患者明显偏
多，据此找到了霍乱爆发的根源
是一个被污染的水泵 

可视化能够帮助人们提高理解
与处理数据的效率



可视化的发展历程

数据可视化历史上的另一个
经典之作是1857年“提灯女
神”南丁格尔设计的“鸡冠
花图”(又称玫瑰图)，它以
图形的方式直观地呈现了英
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牺牲的
战士数量和死亡原因，有力
地说明了改善军队医院的医
疗条件对于减少战争伤亡的
重要性



可视化的发展历程
p 20世纪50年代，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和计算机图形学的发展，人们可以利用

计算机技术在电脑屏幕上绘制出各种图形图表，可视化技术开启了全新的
发展阶段。

p最初，可视化技术被大量应用于统计学领域，用来绘制统计图表，比如圆
环图、柱状图和饼图、直方图、时间序列图、等高线图、散点图等，后来，
又逐步应用于地理信息系统、数据挖掘分析、商务智能工具等，有效促进
了人类对不同类型数据的分析与理解

p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每时每刻都有海量数据在不断生成，需要我们对
数据进行及时、全面、快速、准确的分析，呈现数据背后的价值，这就更
需要可视化技术协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数据，可视化成为大数据分析
最后的一环和对用户而言最重要的一环。



数据可视化在DS中的重要地位

视觉是人类获得信息的最主
要途径

统计学与数据可视化之间的
不替代性

可视化处理结果的解读对用
户知识水平的要求较低

可视化能够帮助人们提高理
解与处理数据的效率



可视化的重要作用

p大数据时代，可视化技术支持实现多种不同的目标：
n（1）观测、跟踪数据

图 百度地图显示的北京市实时交通路况信息



可视化的重要作用

p大数据时代，可视化技术支持实现多种不同的目标：
n（1）观测、跟踪数据

Summarization of Airlines in United States



可视化的重要作用

n（2）分析数据

图  用户参与的可视化分析过程

 



可视化的重要作用
p可以洞察统计分析无法发现的结构和细节
Anscombe的四组数据（Anscombe’s Quartet）

I II III IV
x y x y x y x y

10.0 8.04 10.0 9.14 10.0 7.46 8.0 6.58
8.0 6.95 8.0 8.14 8.0 6.77 8.0 76
13.0 7.58 13.0 8.74 13.0 12.74 8.0 7.71
9.0 8.81 9.0 8.77 9.0 7.11 8.0 8.84
11.0 8.33 11.0 9.26 11.0 7.81 8.0 8.47
14.0 9.96 14.0 8.10 14.0 8.84 8.0 7.04
6.0 7.24 6.0 6.13 6.0 6.08 8.0 25
4.0 4.26 4.0 3.10 4.0 39 19.0 12.50
12.0 10.84 12.0 9.13 12.0 8.15 8.0 56
7.0 4.82 7.0 7.26 7.0 6.42 8.0 7.91
0 68 0 4.74 0 73 8.0 6.89

Anscombe F J. Graphs in statistical 
analysis[J]. The American 
Statistician, 1973, 27(1): 17-21.



可视化的重要作用
p可以洞察统计分析无法发现的结构和细节
Anscombe的四组数据（Anscombe’s Quartet）



可视化的重要作用

n（3）辅助理解数据

图 微软“人立方”展示的人物关系图



可视化的重要作用

n（4）增强数据吸引力

图 一个可视化的图表新闻实例



数据可视化的类型

数据可视化

时空数据可视化

地理、时变..

数据库及数据仓
库的可视化

视图、数据仓库…

文本信息的可视
化

新闻地图、标签
云…

多媒体或富媒体
数据的可视化

动画、VR…



数据可视化的方法体系



可视化工具

p入门级工具
p信息图表工具
p地图工具
p时间线工具
p高级分析工具



入门级工具

p Excel是微软公司的办公软件Office家族的系列软件
之一，可以进行各种数据的处理、统计分析和辅助
决策操作，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管理、统计、金融等
领域



信息图表工具

p 信息图表是信息、数据、知识等的视觉化表达，它
利用人脑对于图形信息相对于文字信息更容易理解
的特点，更高效、直观、清晰地传递信息，在计算
机科学、数学以及统计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统计图表

饼图（Pie Chart）

等值线（Contour Map）

散点图（Scatter Diagram）

维恩图（Venn Diagram）

热地图（Heat Map）

箱线（Box-plot）图

雷达图（Radar Chart）



饼图（Pie Chart）
1.主要表示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
2.饼图显示是各数据之间的相对比例关系，而不是绝对值

    某班级生源比例示意图

1789土耳其帝国在亚洲、欧洲
和非洲疆土比例（William 

Playfair,1801 ）

William playfair， 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统计图形法的奠基人
(饼图、条状图、折线图)



William Playfair
• 5.数据可视化

William Playfair：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统计图形法的奠基人(饼图、条状
图、折线图)

Playfair's trade-balance time-series chart, published 
in his 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Atlas, 1786

In this bar chart Scotland's imports and exports from and 
to 17 countries in 1781 are represented.



等值线（Contour Map）

思路
• 多维空间 二维平面

特点
• 无相交
• 无分支
• 无中断

应用
• 地理：等高线等
• 气象：等温线、等压线、等降水量
• 物理：等磁线、等势线 某海平面的等压线



散点图（Scatter Diagram）
p功能
n显示数据点在笛卡尔坐标系中的分布

情况

n每个点所对应的纵/横坐标代表的是该
数据在对应维度上的属性值

p散点图矩阵
n高维数据的分布特征

散点图的示例 散点矩阵图



维恩图（Venn Diagram）

提出者
• John Venn，1880
• Venn J. I. On the diagrammatic and mechanical 

representation of propositions and reasonings[J]. 
Philosophical Magazine and Journal of Science, 
1880, 10(59): 1-18. 

功能
• 集合运算的可视化
• 逻辑运算的可视化

Drew Conway的数据科学韦
恩图（2010）

来源：
Schutt R, O'Neil C. Doing data science: Straight talk from the frontline[M]. O'Reilly Media, Inc., 2013:7.



热力图（Heat Map）
p特点
n以地图为基础
n采用不同色彩（如颜色、亮度、透明度

等）表示数据值的大小

CouponShack.com网站的访问量的热点图



热力图（Heat Map）

CNN对奥巴马赢得2012年美国大选结果的可视化

p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s）
n推动了包括热点图在内的基于地图的数据可视化方法的应用



箱线（Box-plot）图

提出者
• John W. Tukey

功能
• 用于可视化数据分布

含义
• 箱（长方形盒子）：表示数据的大致

范围，一般为数据取值范围的
25%~75%

• 线（盒子中的横线）：表示中位数的
位置。



雷达图（Radar Chart）

1.将圆形（或多个同心圆）等分成若干个扇形
区，分别表示同一个数据的不同维度；

2.在每个扇形区中，从圆心开始，分别以放射
线形式画出若干条指标线，并标明指标名次
及标度；

3.将实际发生数据标注在相应指标之上。

4.以线段依次连结相邻点，形成折线闭环，构
成雷达图



图论方法
p优点
n图论+矩阵计算
n直接支持复杂算法
n善于处理社会关系类数据，如

邻接矩阵（Adjacency 
Matrix）、关联矩阵
（Incidence Matrix）、距离矩
阵(Distance Matrix)等

Lothar Krempel 和Thomas Plumper对1994年世
界国际贸易数据的可视化视图



信息图表工具

1. Google Chart API
p谷歌公司的制图服务接口Google Chart API，可以

用来为统计数据并自动生成图片，该工具使用非常
简单，不需要安装任何软件，可以通过浏览器在线
查看统计图表。

图 通过浏览器在线查看Google Chart统计图表



信息图表工具

2. D3是最流行的可视化库之一，是一个用于网页作图、生成互动图
形的JavaScript函数库，提供了一个D3对象，所有方法都通过这个对
象调用。
D3能够提供大量线性图和条形图之外的复杂图表样式，例如Voronoi
图、树形图、圆形集群和单词云等

图 通过浏览器在线查看D3统计图表



信息图表工具
3. Visual.ly

pVisual.ly是一款非常流行的信息图制作工具，非常好用，不需要任何设计相关
的知识，就可以用它来快速创建自定义的、样式美观且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
信息图表。

4. Tableau

pTableau是桌面系统中最简单的商业智能工具软件，更适合企业和部门进行日
常数据报表和数据可视化分析工作。Tableau实现了数据运算与美观的图表的
完美结合，用户只要将大量数据拖放到数字“画布”上，转眼间就能创建好各
种图表。

5. 大数据魔镜

p大数据魔镜是一款优秀的国产数据分析软件，它丰富的数据公式和算法可以让
用户真正理解探索分析数据，用户只要通过一个直观的拖放界面就可创造交互
式的图表和数据挖掘模型。



地图工具

p地图工具在数据可视化中较为常
见，它在展现数据基于空间或地
理分布上有很强的表现力，可以
直观地展现各分析指标的分布、
区域等特征。
p当指标数据要表达的主题跟地域

有关联时，就可以选择以地图作
为大背景，从而帮助用户更加直
观地了解整体的数据情况，同时
也可以根据地理位置快速地定位
到某一地区来查看详细数据。 图 2008年世界各国GDP数据地图 



地图工具
1. Google Fusion Tables
pGoogle Fusion Tables让一般使用者也可以轻松制作出专

业的统计地图。该工具可以让数据表呈现为图表、图形和
地图，从而帮助发现一些隐藏在数据背后的模式和趋势。 
2. Modest Maps
pModest Maps是一个小型、可扩展、交互式的免费库，提

供了一套查看卫星地图的API，只有10KB大小，是目前最
小的可用地图库，它也是一个开源项目，有强大的社区支
持，是在网站中整合地图应用的理想选择。

3. Leaflet
pLeaflet是一个小型化的地图框架，通过小型化和轻量化来

满足移动网页的需要。



时间线工具
p时间线是表现数据在时间维度的演变的有效方式，它通过互联网技术，依据时间顺序，把一方

面或多方面的事件串联起来，形成相对完整的记录体系，再运用图文的形式呈现给用户。

p时间线可以运用于不同领域，最大的作用就是把过去的事物系统化、完整化、精确化。自2012
年Facebook在F8大会上发布了以时间线格式组织内容的功能后，时间线工具在国内外社交网
站中开始大面积流行。

p 我国户籍制度在1994年到2014年间随时间的演变情况，它采用了时间线表示方法。



时间线工具
1. Timetoast

pTimetoast是在线创作基于时间轴事件记载服务的网站，提供个性化的时间
线服务，可以用不同的时间线来记录你某个方面的发展历程、心理路程、
进度过程等等。Timetoast基于 flash 平台，可以在类似 flash时间轴上任意
加入事件，定义每个事件的时间、名称、图像、描述，最终在时间轴上显
示事件在时间序列上的发展，事件显示和切换十分流畅，随着鼠标点击可
显示相关事件，操作简单。

2. Xtimeline

pXtimeline 是一个免费的绘制时间线的在线工具网站，操作简便，用户通过
添加事件日志的形式构建时间表，同时也可给日志配上相应的图表。不同
于Timetoast的是，Xtimeline是一个社区类型的时间轴网站，其中加入了组
群功能和更多的社会化因素，除了可以分享和评论时间轴外，还可以建立
组群讨论所制作的时间轴。



高级分析工具
1. R

pR是属于GNU系统的一个自由、免费、源代码开放的软件，它是一个用于统计计算和
统计制图的优秀工具，使用难度较高。R的功能包括数据存储和处理系统、数组运算
工具（具有强大的向量、矩阵运算功能）、完整连贯的统计分析工具、优秀的统计制
图功能、简便而强大的编程语言，可操纵数据的输入和输出，实现分支、循环以及用
户可自定义功能等，通常用于大数据集的统计与分析。

2. Weka

pWeka是一款免费的、基于Java环境的、开源的机器学习以及数据挖掘软件，不但可
以进行数据分析，还可以生成一些简单图表。

3. Gephi

pGephi是一款比较特殊也很复杂的软件，主要用于社交图谱数据可视化分析，可以生
成非常酷炫的可视化图形。



可视化典型案例
p全球黑客活动

p互联网地图

p编程语言之间的影响力关系图

p百度迁徙

p世界国家健康与财富之间的关系

p3D可视化互联网地图APP



全球黑客活动
p安全供应商Norse打造了一张能够反映全球范围内黑客攻击频率的地图

（http://map.ipviking.com），它利用Norse 的“蜜罐”攻击陷阱显示出所有实
时渗透攻击活动。地图中的每一条线代表的都是一次攻击活动，借此可以了解
每一天、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世界上发生了多少次恶意渗透。

图 一张能够反映全球范围内黑客攻击频率的地图



互联网地图
p为了探究互联网这个庞大的宇宙，俄罗斯工程师 Ruslan Enikeev 根据 2011 年底的数据，将

全球 196 个国家的 35 万个网站数据整合起来，并根据 200 多万个网站链接将这些“星球”
通过关系链联系起来，每一个“星球”的大小根据其网站流量来决定，而“星球”之间的距离
远近则根据链接出现的频率、强度和用户跳转时创建的链接来确定，由此绘制得到了“互联网
地图”（http://internet-map.net）。

图    俄罗斯工程师绘制的“互联网地图”



编程语言之间的影响力关系图
pRamio Gómez利用来自Freebase上的编程语言维护表里的数据，绘制了编程语言之间的影响

力关系图，图中的每个节点代表一种编程语言，之间的连线代表该编程语言对其他语言有影响，
有影响力的语言会连线多个语言，相应的节点也会越大。

图    编程语言之间的影响力关系图



百度迁徙
p2014年1月25日晚间，央视与百度合作，启用百度地图定位可视化大数据播报

春节期间全国人口迁徙情况，引起广泛关注。

图   百度迁徙展示的全国8小时迁徙图



世界国家健康与财富之间的关系
p“世界国家健康与财富之间的关系”利用可视化技术，把世界上200个国家，从1810年到2010

年历时200年其各国国民的健康、财富变化数据（收集了1千多万个数据）制作成三维动画进行
了直观展示（http://www.moojnn.com/Index/whn）。

图   世界国家健康与财富之间的关系图



可视化互联网地图APP
p3D可视化是描绘和理解数据的一种手段，是数据的一种表征形式，并非模拟

技术。3D可视化以一种独特的立体视角为用户呈现数据，可以帮助用户发现
一些在2D模式下无法察觉的内容。Peer 1开发了一个称为“互联网地图”的
APP（如图10-16所示），这是一个建立在小盒子形式上的3D地图。

图   Peer 1开发的“互联网地图”



pECharts
pD3

可视化工具实践



数据可视化之ECharts

pEcharts简介
pEcharts开发环境
pEcharts例子讲解



数据可视化之ECharts
phttps://echarts.apache.org/zh/index.html
pECharts是由百度商业前端数据可视化团队研发的图表库，

可以流畅的运行在 PC 和移动设备上，兼容当前绝大部分
浏览器，底层依赖轻量级的 Canvas 类库 ZRender，提供直
观，生动，可交互，可高度个性化定制的数据可视化图表

pECharts 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图表类型，常规的折线图，柱
状图，散点图，饼图，K线图，用于统计的盒形图，用于地
理数据可视化的地图，热力图，线图，用于关系数据可视
化的关系图，treemap，多维数据可视化的平行坐标，还有
用于 BI 的漏斗图，仪表盘，并且支持图与图之间的混搭，
满足用户绝大部分用户分析数据时的图表制作需求



数据可视化之ECharts



数据可视化之ECharts

pEcharts开发环境
nECharts是一款可视化开发库，底层用的是javascript封装，所以可以在网

页HTML中嵌入ECharts代码显示数据图表。在网页中嵌入ECharts步骤如
下：
n1.下载ECharts
n2.HTML引入 ECharts
n因为ECharts底层是javascript，所以可以像javascript一样，直接嵌入到
HTML中，如下：
<!DOCTYPE html>
<html>
<header>
    <meta charset="utf-8">
    <!-- 引入 ECharts 文件 -->
    <script src="echarts.js"></script>
</header>
</html>



数据可视化之ECharts

pEcharts开发环境
p3.绘制一个简单的图表
(1)在绘图前我们需要为 ECharts 准备一个具备高宽的 dom 
容器。
<body>
    <!-- 为 ECharts 准备一个具备大小（宽高）的Dom -->
    <div id="main" style="width: 600px;height:400px;"></div>
</body>

p(2)然后就可以通过 echarts.init 方法初始化一个 echarts 
实例并通过 setOption 方法生成一个简单的柱状图，下面
是完整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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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 为ECharts准备一个具备大小（宽高）的Dom -->
    <div id="main" style="width: 600px;height:400px;"></div>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 基于准备好的dom，初始化echarts实例
        var myChart = echarts.init(document.getElementById('main'));

        // 指定图表的配置项和数据
        var option = {
            title: {
                text: 'ECharts 入门示例'
            },
            tooltip: {},
            legend: {
                data:['销量']
            },
            xAxis: {
                data: ["衬衫","羊毛衫","雪纺衫","裤子","高跟鞋","袜子"]
            },
            yAxis: {},
            series: [{
                name: '销量',
                type: 'bar',
                data: [5, 20, 36, 10, 10, 20]
            }]
        };

        // 使用刚指定的配置项和数据显示图表。
        myChart.setOption(option);
    </script>
</body>
</html>

备注：左边和右边代码是一段完
整的代码，垂直放不下，所以分
开左右两段写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ECharts</title>
    <!-- 引入 echarts.js -->
    <script src="echarts.js"></script>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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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简单示例，显示一个柱状图。

p在官网下载echarts.js文件，然后在echarts.js同一个文件夹下面新建一个html
文件（注意改后缀为.html），将上述示例代码复制进去，然后双击html文件即
可在浏览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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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片导出
ECharts可以很方便的导出制作的图表只要在代码中加入如下代码，
即可显示上图右上角的工具栏，其中最右边蓝框中的图标即为导出
图表。

toolbox: {
        show : true,
        feature : {
            dataZoom: {},
            dataView: {readOnly: false},
            magicType: {type: ['line', 'bar']},
            restore: {},
            saveAsImag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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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如果只是简单的制作图表，而不是用于网页中，最
简单的办法是打开ECharts提供的一个示例，将示例
代码清除，直接在示例的编辑器编辑即可，而且不
会出现乱码，图片导出操作和上述所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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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3可视化库介绍
pD3可视化库的安装
p预备知识
p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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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的全称是（Data-Driven Documents），顾名思
义，它是一个被数据驱动的文档。听名字有点抽象，
说简单一点，其实就是一个 JavaScript 的函数库，
使用它主要是用来做数据可视化
•学习 D3 最好的地方是：http://d3j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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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3可视化库的安装
nD3 是一个 JavaScript 函数库，并不需要通常所说的“安装”。

它只有一个文件，在 HTML 中引用即可。有两种方法：
n方法一：下载 D3.js 的文件，解压后，在 HTML 文件中包含相关

的 js 文件即可。
n方法二：可以直接包含网络的链接，这种方法较简单：

n但使用的时候要保持网络连接有效，不能在断网的情况下使用。

<script src="http://d3js.org/d3.v3.min.js" charset="utf-8"></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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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预备知识
n学习D3可视化库需要的一些基础知识如下：
n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用于设定网页的内容，比如<body>

和<p>标签
nCSS：层叠样式表，用于设定网页的样式
nJavaScript：一种直译式脚本语言，用于设定网页的行为
nDOM：文档对象模型，用于修改文档的内容和结构
nSVG：可缩放矢量图形，用于绘制可视化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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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数据绑定

n D3可以处理哪些类型的数据？
n它会接受几乎任何数值数组，字符串，或对象（本身包含其他数组或键/值对）。它可以处理JSON

和Geo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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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语法说明

pd3.select(“body”)
查找DOM中的body。

pselectAll(“p”)
选择DOM中的所有段落。由于没有存在，这将返回一个空的选择。

pdata(dataset)
计数和分析我们的数据值。有五个值，之后我们的数据集执行了5次，每个值一次。

penter()
绑定数据和DOM元素。这个方法将数据传递到DOM中。如果数据值比相应的DOM元素多，就用enter()
创建一个新元素的占位符。

pappend(“p”)
通过enter()创建的占位符 在DOM中插入一个p元素。

p text(“New paragraph!”)
为新创建的p标签插入一个文本值。

运行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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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代码

运行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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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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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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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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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效果图



D3可视化库使用指南

运行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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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3: Use Color
• Col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