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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统计数据的时空特性，扩展了动态空间可视化的动态视觉参量，设计了３种用于多时相统计信

息动态空间可视化的“动态统计图表”。采用时间地图动画技术及关键帧插值动画技术来设计与构建动态统

计图表，并将此方法应用于相应系统，实现了统计数据随时间变化动态特性的可视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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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关于单时相统计数据

空间可视化（地图可视化）的研究和应用［１３］，然

而，在多时相统计数据的空间可视化表达方面，相

关研究正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当前统计数据的可

视化理论、模型和表达手段还不能以形象、动态、

空间可视化的方式将随时间变化的统计信息连续

动态地显示出来。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以动态

统计图表为显示手段的多时相统计数据动态空间

可视化方法。通过分析多时相统计数据的时空特

性，将其视为一种含有属性信息的多时相地理信

息［２］，以多时相空间数据动态可视化观点，采用地

图动画和关键帧插值技术［４］设计了一种动态统计

图表实现原理和方法，以实现多时相统计数据随

时间动态变化特征的可视化表达。

１　统计数据空间动态可视化基础

１．１　多时相统计数据时空特性

时空数据具有空间、属性、时间和综合度４个

维度［５］，而多时相统计数据也天然拥有空间信息、

时间信息、指标信息等固有属性。其中，空间信息

即统计单元，是统计数据所反映的客观现象的地

理空间实体，本文将其视为时空数据的空间维；时

间信息既体现在指标所反映的时间跨度上，也表

现在不同的时间区间内统计指标具有不同的特征

值而表现出的时间序列特点，本文将其视为时空

数据的时间维；指标信息是统计描述对象的分类，

可以是单一数量指标或具备若干分量，分量也可

以通过组分的形式表现出来，本文将其视为时空

数据的属性维和综合度维。因此，可以将多时相

统计数据视为一类特殊的含有属性信息的多时相

空间数据，通过采用多时相空间数据的动态可视

化方法来实现多时相统计信息的空间动态可

视化。

１．２　动态视觉变量

动态统计图表是在地图上表述多时相统计信

息动态变化过程的主要元素，是一种特殊的动态

地图符号。地图符号视觉变量是构成不同统计图

表和传输不同视觉感受的基础，Ｊ．Ｂｅｒｔｉｎ提出了８

个基本视觉变量———形状、尺寸、方向、明度、密

度、结构、颜色和位置，为适用动态统计图表的动

态特性，需要对基本的视觉变量进行扩展，形成适

用于动态表达的动态视觉变量体系，目前已有大

量相关的成熟研究［６１０］。本文引入文献［７］中提

出的４个借助基本视觉变量变换组合形成的动态

视觉变量：发生时长、变化速率、变化次序、变化节

奏，用于动态统计图表的构建。

２　动态统计图表设计与实现

２．１　动态统计图表类型设计

文献［１１，１２］中总结提出了常规统计图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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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基本类型，在此基础上，本文设计了动态简单

统计图表、动态复合统计图表和动态组合统计图

表３种动态统计图表类型。

１）动态简单统计图表通常为单一要素、一维

数量指标，由简单几何图形或象形符号等组成，常

用形式为动态单柱状图或动态圆形等，将高度、宽

度、半径、面积等与数据关联，以表现要素的总量

特点，如产量、人口规模等。不同统计单元统计图

形的对比，可以反映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和数量

上的差异；不同时间统计图形的变化对比，可以反

映要素随时间变化的数量差异。

２）动态复合统计图表具有两个以上的数量

指标，由分割几何体和多元几何体构成，含多重组

分，常用形式为动态多柱状图或动态饼图等，动态

饼图是表示总量和构成随时间变化的最常用方

法，如一段时间内地区人口总数和性别构成变化。

动态复合统计图形更详细地表述了研究区域同类

对象的特征及其随时间的动态变化。

３）动态组合统计图表是多个统计图形的组

合，表现两个以上有相互关联的要素、多种数量指

标，其中可能共用一个数量指标。如用两个复合

饼图反映区域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差异，用金

字塔图形反映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等。

２．２　动态统计图表可视化设计

借鉴Ｆｌａｓｈ中逐帧动画和形状补间的设计思

想，将多个时间点或时间段的针对同一统计对象

的统计数据绘制成统计图表，分别作为动态统计

图表的“关键帧”。为使动态可视化达到流畅的动

画效果，需要在单位时间内具有足够的帧，为此在

关键帧之间施加一定的运算来插补生成所需中间

时刻的预测统计结果，并绘制成统计图表，称之为

“中间帧”。为控制动画运行速度及中间帧的生成

频率和数量，可以设置一个合适的时间比例尺（即

数据采集分辨率除以可视化表达分辨率，其中，数

据采集分辨率描述了单位时间内动态统计图表

“关键帧”的数量，可视化表达分辨率控制动态演

示过程的快慢）以确定动态可视化表达时间和实

际发生时态现象在时间上的对应关系及动态显示

所需的动画帧数，以控制中间帧的生成频率［１３］。

最后将关键帧和中间帧按时间顺序依次“放置”在

地图中相应的空间位置上，模拟持续时间内统计

信息的动态连续渐变过程，如图１所示，这就建立

了动态统计图表动态可视化的逻辑模型。

２．３　动态统计图表中间帧插补函数模型

中间帧的插补生成是动态统计图表实现的关

键。将相邻两关键帧按时间先后顺序分别作为起

图１　动态统计图表逻辑模型

Ｆｉｇ．１　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ｔｓ

始统计值（时间狋＝０）犞犫和结束统计值（不失一般

性，可设狋＝１）犞犲，则任一时刻狋对应的中间帧

犞（狋）是起始统计值犞犫、结束统计值犞犲以及参数狋

的函数：

犞（狋）＝犉（犞犫，犞犲，狋），０≤狋≤１ （１）

且满足：

犞（０）＝犉（犞犫，犞犲，０）＝犞犫 （２）

犞（１）＝犉（犞犫，犞犲，１）＝犞犲 （３）

其中，犉为生成中间帧的插补函数，式（１）可具体

化表示为：

犞（狋）＝ （１－犳（狋））×犞犫＋犳（狋）×犞犲 ＝

犞犫＋犳（狋）×（犞犲－犞犫），０≤狋≤１ （４）

式中，犳（狋）为控制中间帧变化程度的函数，影响从

犞犫到犞犲的变换速度及中间帧与犞犫和犞犲相似的程

度。为使中间帧不会出现大的变形，犳（狋）需满足

以下性质：

犳（０）＝０；犳（１）＝１；０≤犳（狋）≤１，０＜狋＜１

（５）

将符合条件（５）的插值函数作用于中间帧生成式

（４），显然有犞（０）＝犞犫和犞（１）＝犞犲，满足式（２）、

（３）。

文献［１４］列举了满足性质（５）的几种简单实

用的插值模型，分别对应不同的变化效果和变化

速率：① 直线插补模型（犳（狋）＝犪×狋＋犫，０≤狋≤

１，犪、犫为常数），生成的中间帧将从开始关键帧

犞犫线性而稳定地变换到终结关键帧犞犲，在变化过

程中，中间帧将均匀地改变特征。② 抛物线插补

模型（犳（狋）＝犪×狋
－２＋犫，０≤狋≤１，犪、犫为常数），

生成的中间帧将从开始关键帧犞犫稳定地变换到

终结关键帧犞犲，但在变化过程中，中间帧将较快

地呈现出终结关键帧犞犲的特征。③ 反抛物线插

补模型（犳（狋）＝犪×狋
２＋犫×狋＋犮，０≤狋≤１，犪、犫、犮

为常数），生成的中间帧将从开始关键帧犞犫稳定

地变换到终结关键帧犞犲，但是在变化过程中，中

间帧将较长时间地保留开始关键帧犞犫的特征。

１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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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动态统计图表中间帧生成

根据上述函数模型，生成时刻犜ｃｕｒ的动态统

计图表中间帧，具体设计流程如下：

１）通过犜关键帧犻≤ 犜ｃｕｒ≤ 犜关键帧犻＋１（犜关键帧犻和

犜关键帧犻＋１为关键帧犻和犻＋１的数据统计时间，犻＝

１，２，…，狀）查找离犜ｃｕｒ最近的相邻前后两关键帧

犓起始 和 犓结束，获 取 其 统 计 指 标 数 值 集 Ｔａｒ

ｇｅｔｓ起始关键帧和Ｔａｒｇｅｔｓ结束关键帧。

２）将时间犜当前归一化处理，得犜归一：

犜归一 ＝ （犜当前－犜起始）／（犜结束－犜起始） （６）

式中，犜起始为犓起始的统计时间，犜结束 为犓结束 的统

计时间。

３）根据统计数据特征，选用合适的中间帧变

化程度控制函数犳（狋）后，按照式（４）插值算法，分

别计算中间帧的各个统计指标值，得到时刻犜ｃｕｒ

的各个统计指标的当前值：

Ｔａｒｇｅｔ（狀）＝ （１－犳（犜归一））×Ｔａｒｇｅｔｓ起始关键帧（狀）

＋犳（犜归一）×Ｔａｒｇｅｔｓ结束关键帧（狀） （７）

式中，Ｔａｒｇｅｔｓ起始关键帧（狀）、Ｔａｒｇｅｔｓ结束关键帧（狀）分别

为Ｔａｒｇｅｔｓ起始关键帧和Ｔａｒｇｅｔｓ结束关键帧中的第狀个指

标值，Ｔａｒｇｅｔ（狀）表示插补生成时刻犜ｃｕｒ的第狀个

指标值。

４）将步骤３）中生成的中间帧各个指标值组

合起来，采用统计图表在地图上显示表达。

３　应用实例

在笔者开发的一套抗震救灾应急系统中，采用

本文方法，初步实现了多时相统计数据的动态空间

可视化表达。图２是采用动态直方图实现的汶川

５．１２地震中四川灾区１２个区县在２００８０５１４～

０５１９连续６ｄ的每日受伤人数和死亡人数统计信

息的空间动态可视化效果截图。示例中，５月１４

日和５月１９日两天的数据为真实统计数据，将它们

作为两个关键帧，采用６ｓ演示时间模拟表达６ｄ

内各区县的受伤和死亡人数统计信息变化，可视化

表达分辨率设为２４帧·ｓ－１，则整个动态可视化过

程中共需插入２４帧·ｓ－１×６ｓ＝１４４中间帧。根

据地震灾害伤亡情况统计的一般历史经验，震后开

始几天公布的死伤人数上升较快并呈现近似匀速

线性增长，因此，采用直线插补模型来插补生成５

月１５日至５月１８日每天的受伤人数和死亡人数

（即设式（４）中犳（狋）＝狋，狋为通过式（６）计算的归一

化时间，５月１４日至５月１９日各天的归一化时

间分别为０、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１，则式（４）简化为

犞（狋）＝犞犫＋狋×（犞犲－犞犫），狋＝ ０，０．２，０．４，

０．６，０．８，１），最后将各关键帧和插补的中间帧

分别采用直方图绘制在地图上，形成连续动画渐

变的动态直方图。将插值生成的各天伤亡人数和

各天实际统计数据进行对比，最大误差不超过

１０％，可见，内插的中间帧精度能够基本满足动态

显示的需要。图３为利用类似原理采用动态饼图

可视化表达汶川抗震救灾中５月１３日至５月２１

日某条公路上每天通行车辆类型和数量统计信息

的动态变化，用不同颜色表示车辆类型的构成变

化，饼图大小表示车辆的数量变化。

图２　动态直方图应用

Ｆｉｇ．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图３　动态饼图应用

Ｆｉｇ．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ｉｅＣｈａｒｔ

４　结　语

多时相统计数据并非仅仅是人们传统观念中

的数字与表格，同时还是具有地理空间特征和时

间特征的极其重要的地学时空数据的一部分。因

此，将ＧＩＳ动态可视化技术应用于统计数据的表

达是必然的发展趋势。统计数据动态空间可视化

是在充分认识多时相统计信息具有空间特性和时

间特性的本质的基础上，对统计数据空间特征的

还原和时间特征的再现。本文从时间动画地图的

角度，提出了一类动态统计图表的设计方法，既可

用于多时相统计数据的动态可视化表达，同时也

期望能丰富和拓展动态电子地图的表达内容和动

２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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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展示手段。但是，由于研究的深度有限，有许

多理论、技术与方法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在动态

统计图表类型的划分、可视化表达的美观性、中间

帧插值算法的适用性上都需要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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