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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onte Carlo方法的不确定性

地理现象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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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 Monte Carlo方法伪随机数模拟表达随机过程现象的数学方法 , 并结合粒子系统模型提出了一种

地理现象空间分布不确定性特征的动画可视化方法。通过栅格单元的随机运动 , 从视觉上表达现象分布在空

间定位 、属性特征上的不确定性 、模糊性 ,同时由 Monte Carlo 方法控制随机过程中现象分布的统计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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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环境下的空间数据可视化与传统的地图

可视化方法相比 ,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扩展 ,数字

地图不仅要对数据“是什么”作可视化 ,还要对数

据“怎么样”作可视化 。后者是关于数据本身的信

息 ,属于元数据的可视化范畴。空间数据质量是

元数据的一种 ,它描述空间数据不确定性特征 ,是

“关于数据的数据” ,揭示对空间定位 、分布 、属性

特征信息的可信赖程度 ,从而指导后续数据应用

中的正确决策。美国空间数据转换标准对数据质

量定义了定位精度 、属性精度 、逻辑一致性 、完备

性 、数据处理历程
[ 1]
等 5个内容 。随着数字化空

间数据爆炸式增长及网络环境推动下空间数据的

广泛应用 ,用户越来越关心所使用数据的质量问

题 ,尤其是多比例尺 、多源途 、多分辨率数据在

GIS中的集成 , 质量描述 、分析与可视化表达显得

尤为重要。传统的纸张地图通过图廓整饰 、图外

说明的方式对图内的诸如表达精度 、数据加工方

式 、坐标参考系作简单描述 ,显然 ,这种表达元数

据的能力十分有限。集成化的数字地图往往基于

多种比例尺 ,各层的定位精度也有很大差别 ,表现

为不同位置 、不同层次下的数据有不同的质量特

征
[ 2]
。

在空间数据分析决策中 ,信息可视化是一种

认知工具 。传统地图可视化技术主要表达地理现

象的空间分布与空间定位问题 ,在数字条件下的

可视化技术更主要地在于揭示深层次地理现象的

发生规律和内在的物理机制。这一深层次的可视

化不仅是用符号简单地“装饰”地理数据的过程 ,

还在于探究 、挖掘隐藏的信息内容。地理数据的

不确定性特征便属于这种需深层次可视化的信息

内容。由于数据采集处理过程中误差引入 、复杂

地理现象分布的模糊特性 、地理本体难以精确描

述等原因 ,产生了空间数据的不确定性
[ 3]
。如土

壤类型 、植被分布的边界 ,是无法用一条曲线准确

表达的 , 人为划分的城市的分布范围在实际空间

中并不存在与郊区确定的分界线 ,土地利用类型

多边形内往往有多种类型混杂 。这些带有不确定

性特征的地理现象在地图/GIS 中均被表达为确

定的线 、多边形 。

如何采用可视化将不确定性特征揭示出来 ,

让用户在决策分析时清楚何处数据有质量问题及

其严重程度 ,是数字环境下地图设计应关注的问

题。传统方法中对面状分布地理现象采用分区质

底法 、点数法 、分级统计图表法等方法可视化 ,这

些方法均基于 Bertin符号化体系 ,在空间定位 、属

性分布表达上是确定的 ,无法揭示现象的不确定

性特征 。为适应数字地图可视化的需求 ,有关学

者研究并设计了新的地图符号及可视化方法。

Buttenfield[ 4]提出采用动画技术来可视化地理特

征分布及定位中的不确定性 ,设计了“烟雾状”地

图符号;Fisher
[ 5～ 7]

将随机过程引入到多边形填充

可视化中 ,对土地利用类型通过多颜色随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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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栅格来传递分布的混杂性。

对于像土地用地类型这类分布现象 ,无法精

确识别某位置 x 的真实类型值 ,但能够获取一定

区域范围内有哪几种类型值(质上的识别)及其统

计分布规律(统计意义上量的认识),在不确定现

象认知中把握确定的规律 。地图上所表达的地理

现象的认知可以分为质的识别 、量的统计规律 、量

的精确值三个层次 ,按该顺序对现象的认识越来

越深入。上述不确定性现象的认知表达已进入到

第二层次 。对具有某种统计分布规律的随机过程

的模拟 、表达 ,在概率论中有一种 Monte Carlo 方

法 ,通过计算机伪随机数生成模拟表达随机过程

现象 ,并由函数控制使该随机过程符合特定的统

计规律。本文试图将这一方法引入到地理现象不

确定性可视化中 ,通过栅格随机运动产生地图动

画来刻画现象分布的不确定性 。

1　粒子系统模型

粒子系统模型是 Reeves于 1983 年提出的 ,

其基本思想是利用许多形状简单 (如点 、正方形 、

小立方体 、小球体等)的微小粒子作为基本元素 ,

通过随机发生过程来模拟不规则的模糊地物 ,引

入多个随机数控制该过程的一系列参量 。在计算

机图形学中 ,该模型在焰火 、天气现象等模糊物体

的模拟可视化中获得了逼真的效果。基于粒子系

统的符号模型由粒子的诞生 、活动和死亡三个阶

段来描述 ,这三个阶段具有随机性 ,在某一时刻所

有存活粒子的总合就构成了符号模型。

1.1　粒子的诞生

设第 fi帧新诞生粒子数目为:

P i =M(fi)+Random()＊V(fi) (1)

式中 ,Random()是[ -1 , 1] 上均匀分布的随机函

数;M(f i)和 V(f i)是第 fi帧新诞生粒子数目的平

均值和方差 ,可定义为常数或变量 。

对新诞生的粒子要赋予初始属性 ,结合地图

符号设计中的视觉参量 ,属性状态可采用下列元

组表示:

S(f 0)=(p0 , d0 , v0 , h0 , b0 , s0 , t 0) (2)

式中 ,p0表示粒子的初始位置 ,由粒子的诞生区域

决定 ,对于面状地图符号 ,由多边形区域所控制;

对于不确定性点状 、线状地图符号 ,由地理现象发

生的缓冲区范围控制;d0表示粒子的初始运动方

向 ,可定义为:d0 =粒子的平均运动方向 Md +

Random()＊粒子的方向方差 Vd;v0表示粒子的初

始速度 , v0=粒子的平均速度 Mv +Random()＊

粒子的速度方差 Vv;h0表示粒子的初始色彩的色

相 ,可基于减色法CMYK 、加色法 RGB和贝塞尔法

色度表示的圆盘来表达定义 , h0 =平均色相 Mh

+Random()＊色相方差 Vh ;b0表示粒子的亮度

(灰度), b0=平均亮度 Mb +Random()＊亮度方

差 Vb;s0表示粒子的大小 , s0 =平均大小 Ms +

Random()＊大小的方差 Vs;t0表示粒子的生成

期 , t0=粒子的平均生成期Mt+Random()＊粒子

生成期方差 Vt。在计算上述属性时 ,平均值和方

差都是用户给定的常数 ,由特定地理现象在某属

性方面所表现出的特征给定 ,一般应通过认知实

验决定 。式(2)为粒子状态最一般性的表达 , 对

于具体地理现象可视化 ,元组的某些参量可以用

常量代替表达特定数的质量特征 ,不具有随机性 ,

或者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随机发生 ,如色相 h 与

用地类型对应 ,不随粒子的运动而变化 。

1.2　粒子的活动

粒子在诞生时被赋予了初始属性 ,此后 ,粒子

在初始属性的基础上进行活动直至死亡 ,粒子的

活动是一个递推的过程。已知 f i-1帧时粒子的属

性值 ,则 fi帧时粒子的属性值的计算式为:

S(fi)= f(S i-1) (3)

具体地 , pi =pi-1+vi-1＊(fi-fi-1);vi=vi-1+a

＊(fi -fi-1)=Mv +Random()＊Vv +a ＊(fi -

fi-1), a 为粒子的加速度;d i =di-1 +Δd ＊(f i -

fi-1)=Md +Random()＊Vd +Δd ＊(fi -fi-1), Δd

为方向变化率;hi=hi-1+Δh＊(fi-fi-1)=Mh +

Random()＊Vh +Δh＊(f i-fi-1), Δh 为色相变化

率;bi=bi-1+Δh＊(fi -f i-1)=Mb +Random()＊

Vb+Δb＊(f i-fi-1),Δb为亮度变化率;si=si-1+

Δs＊(f i-f i-1)=Ms +Random()＊Vs+Δs＊(fi -

fi-1), Δs 为尺寸变化率;ti=ti-1-1。

1.3　粒子的死亡

粒子诞生时赋予了生存期 t0 ,生存期随着一

帧一帧的过去而递减 ,当递减为零时 ,说明粒子到

了死亡时刻 ,要从粒子系统中删除掉。

粒子状态模型中包含大量的随机变量 ,为

Monte Carlo模拟方法提供了数据处理对象 。当已

知可视化数据在统计上的分布概率时 ,通过Monte

Carlo 控制让这些状态参量的演变在随机过程中

体现出统计规律 ,这便是本研究算法的基本思想。

2　区域内属性分布不确定性现象可
视化

　　以土壤类型分布中主次类型混杂产生的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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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可视化为例 ,讨论Monte Carlo 法动画技术的

应用。土壤类型 、植被类型多边形在实际地理空

间中是不确定的 ,多边形内某位置处的属性表示

与实际可能不相符 ,存在着属性误差 。对于土壤

类型多边形不确定性可视化 ,Fisher[ 6]建立了一个

算法 ,通过随机函数对区域内的栅格进行动画闪

烁显示 ,并顾及区域内土壤主类型与其他类型的

统计分布规律 ,栅格闪烁激活后无限期生成下去 ,

直到再次激活从而覆盖原来的颜色 。这种随机出

现的栅格显示表明 ,多边形内的土壤类型是混杂

的 ,但不同颜色的栅格数量比符合统计分布规律。

该算法中栅格的大小和位置是固定的 ,对随机性

表达还不够强 ,不确定性视觉效果不明显 ,尤其是

经过一段时间后 ,画面近似静态。这里应用粒子

系统模型对算法加以改进 ,增加栅格(正方形粒

子)的随机性 ,并使栅格粒子具有生成期和运动特

征。改进后的算法除了反映区域内土壤类型是随

机的 ,还表达出主类型所占百分比的统计规律 。

假定区域内主类型所占的面积比为 S 0%, 非

主类型所占的面积百分比依次为 S1%、S2%、…、

Sm%(该统计数一般可通过抽样和土壤分析获

得), 则任一栅格单元为类型 i 的判断事件是离

散型分布。在Monte Carlo 方法中 ,对这种离散型

分布事件的模拟表达由舍选抽样法实现[ 8] :对任

一栅格 x ,产生任一随机数 R ∈[ 0 ,1] ,当

∑
n-1

i=1
pi <R ≤∑

n

i =1
pi (4)

则判断 x 类型为n(式(4)中 , pi为概率 ,即 S i%)。

这样 ,区域内任意栅格的类型值可由产生的伪随

机数来确定 ,并保证该抽样得到的各类型下的栅

格数百分比符合上述分布规律 。

多边形区域基于栅格数据结构按二维行程编

码 RLC 组织 ,每一行包含多个列对 ,对应的数据

结构为 RASTER_POLY ,土壤类型定义为如下的数

据结构:
typedef structure

　　　{int　class;// 土壤类型代码 , 设主类型为 0

float rate;// 该类型所占百分比

int color;// 该类型对应的可视化颜色

}CLASS_TYPE

栅格对应粒子系统模型中的粒子 ,其状态描述中

大小 、色相 、灰度规定为非随机量 ,其中色相与类

型代码相对应 。这样 ,栅格的状态描述元组简化

为:

S(fi)=(pi , d i , vi , ti) (5)

位置 pi的初值在所有栅格中随机产生 ,以后由运

动方向 、速度决定;方向 di在八方向上定义为[ 0 ,

7]的随机变量 ,每个方向的意义如图 1所示;速度

vi定义为[ 0 , V]上的随机变量 , V为由用户预先设

定的速度上限值;生长期 ti定义为[ 0 , T ]上的随

机变量 , T 为由用户预先设定的生长期上限值 。

图 1　粒子运动的八邻域方向

Fig.1　Eight Neighbor Movement

Directions of One Particle

多边形区域的动画可视化包括栅格粒子的初

始化过程 Init_Poly()和运动过程 Particle_Movement

()。初始化过程 Init_Poly()的算法描述为:
Init_Poly(CLASS_TYPE classes , RASTER_POLY grid)

所有栅格的颜色初始化为主类型颜色 classes[ 0] .

color;

成活粒子数目参量 N 初始化为 , N→0;

For(i=1;i≤rows of grid;i++)

For(j=begin column in RLC i;j≤end column in RLC i;j+

+)

{　产生随机数 R1∈[ 0 , 1] ;

计数器 s赋初值 0 , s→0;

For(k=0;k ≤element number of array classes;k+

+)

{　s=s+classes[ k] .rate;

If　R1>s　break;

}∥在 Monte Carlo 方法控制下找到了对应

的土壤类型 k

If(k==0)continue;∥为主类型 , 栅格颜色

与背景一致 ,不需修改颜色

Else ∥对非主类型 , 诞生一新的粒子 , 对其初

始化

{　particle[ N] .p→[ i , j] ;∥位置

particle[ N] .h → classes[ k] .color;∥

颜色

particle[ N] .d →random number R2 ∈

[ 0 , 7] ;∥随机运动方向

particle[ N] .s →random number R3 ∈

[ 0 , S] ;∥随机运动速度

particle[ N] .b →random number R4 ∈

[ 0 , 255] ;∥随机灰度

particle[ N] .t → random number R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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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T] ;∥随机生长期

用颜色 particle[ N] .h 对栅格[ I , j] 着

色;

N=N+1;∥成活粒子数增 1

}

}

运动过程 Paricle_Movement()的算法描述为:
Paricle_Movement(int N)

Repeat

{　For(i=0;i<number of particles N;i++)

If(particle [ i] .t≠0)　∥生长期大于 0 , 表明粒子还

活着

{根据粒子运动参量计算新位置;

If(新位置未被其他成活粒子占用)

　　　将粒子 particle[ i]移动到该新位置;

particle[ i] .t=particle [ i] .t-1;∥ 粒子生长期

减 1

}

Else∥生长期为 0 ,表明粒子已死亡

{　栅格 particle[ i]所在处颜色还原为背景色;

Repeat

产生两随机数 , R6∈[ 1 , ROWS] ,

R7 ∈ [ begin COLUNM , end

COLUMN] ;

Until 栅格[ R6 , R7] 没有被其他粒子所占有;

particle[ i] .p→[ R6 , R7] ;　∥诞生一新的粒

子 ,对其初始化

particle[ i] .d→random number R8∈[ 0 , 7] ;

particle[ i] .s→random number R9∈[ 0 , S] ;

particle[ i] .b→random number R10∈[ 0 , 255] ;

particle[ i] .f →random number R11∈[ 0 , F] ;

}

对栅格[ R6 , R7] 用颜色 particle [ i] .h 着色。

}

Until用户强行停止。

过程 Init_Poly()在多边形区域内的主类型背

景色上产生一批异质类型粒子 ,Monte Carlo 方法

体现在计数器 s的控制上 ,保证各类型粒子数目

符合统计百分比 ,新诞生粒子的状态描述由一系

列随机变量 Ri控制 。对所有栅格扫描一遍后 ,确

定了粒子的初始状态 ,以后粒子处于运动状态中 ,

包括某一粒子死亡后在该处产生的新粒子继承其

特征 ,该循环过程直到用户强行终止退出。

执行 Particle_Movement()算法时 ,异质类型粒

子的运动要判断是否与其他异质类型的粒子重

合 ,它只能移动到主类型所在的位置 。随着时间

的推移 ,粒子的生长期逐渐减少至 0 ,一旦粒子死

亡 ,即刻在其他随机位置诞生一个与其有相同类

型的新粒子 ,这些策略在于使各类型粒子数目百

分比满足统计规律。

本研究的实验假定多边形区域内主类型占

75%,其他三种杂质类型依次占 12%、8%、5%,主

类型用白色显示 ,其他用不同色相颜色显示 。图

2(a)为多边形初始化显示结果 ,图 2(b)为运动过

程中任意截取的一个片断。根据统计 ,任意截取

的片断中 ,不同色相栅格数目保持上述固定的百

分比 。栅格的随机运动使得视觉上产生捉摸不定

的感觉 ,由于动感的加入和随机参量的扩展 ,该动

画效应与 Fisher 的算法相比 ,在不确定性可视化

效果上有明显增强。

图 2　多边形动画普染初始

状态及截取的任一状态

Fig.2　Initial and Snap Scenery of Polygon Filling by

Means of Randomization Animation

3　结　语

通过地理分析可以获得不确定性地理现象的

空间分布统计规律 ,通常用概率 、均值 、方差 、概率

密度等数学统计参量描述 ,这种描述往往只是一

个数字。如何采用视觉化的感性认知工具向视觉

感受传递统计信息是深层次空间信息可视化研究

的问题。Monte Carlo技术是对不确定性过程模拟

表达的一种数值分析方法 ,其实质是对概率分布

反函数的求解 ,即已知概率分布规律 ,要构造一批

随机变量 ,使其刚好满足统计规律。作为 Monte

Carlo 技术的依托模型 ———粒子系统模型 ,是蕴涵

了大量随机过程的视觉化表达模型 ,通过大量粒

子的随机运动传递不确定的视觉感受。Monte

Carlo 方法与粒子系统模型的结合是一种较好的

不确定性可视化方法 ,这种方法在诸如高能物理

中子随机扩散现象模拟中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

地理现象不确定性特征的可视化表达中也应当有

其贡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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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可以加入 Fax 的处理卡等 ,使系统具备传真的

处理;而且在本系统的基础上 , 可以考虑结合

VoIP 技术 ,在后台的处理中大幅度地降低企业的

运营成本。同时还可以结合 Internet技术 ,使系统

具有WWW的访问能力等。本系统可以与可视电

话技术相结合 ,从而构成多媒体的呼叫中心 ,使本

系统向最新的大型综合性呼叫中心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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