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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空间信息可视化对揭示网络空域规律、促进网络空间认知具有重要意义。将网络空间节点与拓

扑关系直接可视化的视图中存在大量的点重合和线交叉，目前已有的网络节点布局算法、集束边技术、骨干网

提取和网络路由拓扑多尺度表达等方法能够优化视图效果，但在网络的微观结构上，对保持网络空间点群要

素的特征信息关注不够。通过分析并量化网络空间点群要素的各类特征信息，提出了一种基于层次聚类的要

素聚合方法和一种基于节点重要性度量的要素选取方法，以自动综合的方式对网络空间点群要素进行综合。

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保持网络空间点群要素的空间特征，为定量表达网络空间特征、加速生成视觉效果

良好的网络空间地图提供基础数据综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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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地图使用形象化的视觉语言描绘

网络空间信息，对揭示网络空域规律，促进网络

空间认知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网络空间节点及

节点间拓扑关系固有的层级性和社团特征［1］，直

接可视化的结果中往往存在大量的点重合和线

交叉，造成严重的视觉混淆，降低图面利用率和

信息传递效率。

目前，解决点重合和线交叉问题的方法和技

术有网络节点布局算法［2］、集束边技术［3］和边融

合及路由技术［4⁃5］等，通过这些方法可以得到符合

美学要求的网络节点及拓扑关系的可视化视图，

但忽略了网络的空间特征。常晓猛等［6］基于融合

重力模型和信息熵技术对个体间、城市间的社交

关系进行聚合和提取，以获取虚拟网络的骨干

网；张龙［7］基于自适应 R⁃TREE 索引与调度方法

和 k ⁃核的地理约束实现了网络路由拓扑多尺度

表达。以上方法关注空间特征，但地理单元的约

束使网络空间自身特征难以充分表达，对网络的

微观结构（网络节点的特征信息）关注不够。李

健霖［1］、张倬［8］基于现有网络可视化技术，面向全

球互联网拓扑布局提出了基于地理信息约束的

改进力导引拓扑布局算法，表达网络结构特征的

同时，顾及与地理空间的联系，但在单一尺度下

图面要素过多，影响了特征信息的传递效率。从

认知的角度出发，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不可

量算性，网络空间地图常被视为一种定性的可视

化表达技术［9］。为了最终能够基于实时更新的网

络空间数据，快速生成经过可视化处理、符合地

图设计规律、具有交互分析功能的网络空间地

图，需要对网络空间要素进行定量的自动综合处

理。本文将地理信息科学和网络科学中的相关

概念与研究方法拓展到网络空间，赋予网络空间

可量算性，以此为基础，研究网络空间点群要素

的自动综合方法。

1 网络空间点群要素

1.1 要素空间特征

网络空间由依附于真实地理世界的网络基

础设施和存在于虚拟网络世界的信息资源组成，

可划分为终端设备、交换设备、传输介质、虚拟主

体和信息数据 5类要素，并依照要素空间特征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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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为实体点要素、实体线要素、虚拟线要素、虚拟

点要素和多维无形态要素。其中，实体点要素

（终端设备和交换设备）和虚拟点要素（虚拟主

体）是网络空间的点状要素，要素间具有较强的

分级拓扑关系，整体上符合点群要素的空间分布

模式，具有微观上的层级性和宏观上的社团性，

反映了不同尺度下点状要素的空间特征。将网

络空间点群要素描绘在网络空间地图上，需要进

行要素的综合处理。为保证综合前后不同尺度

下网络空间特征信息的传播，本文借鉴地理空间

要素特征信息的划分方法［10］，将网络空间点群要

素的空间特征信息划分为统计信息、度量信息、

拓扑信息和专题信息，以便定量研究点群要素空

间特征的尺度依赖性。

1.2 特征信息描述因子

明确网络空间特征信息的含义是选择定量

描述因子的前提，本文引入网络科学中的相关概

念 ，将 地 理 空 间 特 征 信 息 的 内 涵 延 伸 到 网 络

空间。

网 络 拓 扑 图 记 为 G (V，E)，其 中 ，V=
{v1，v2，v3…}为网络节点集合，E= {e1，e2，e3…}
为边的集合［10］。统计信息的含义同地理空间要

素类似，描述网络空间点群要素的数量特征，即

节点集合 V的体积。由于网络空间作为非欧氏

空间不存在类似于地理空间中的距离和方向的

概念，因此，需要重新定义度量信息和拓扑信息

的含义。不同于地理空间要素间基于确定空间

位置的欧氏距离，网络空间的度量信息描述的是

要素在网络中的距离，即节点间最短路径包含的

边数［11］与网络结构密切相关。以任意两节点为

端点构成的边 e (vi，vj)作为网络空间的一条拓扑

关系，边的集合 E即为网络空间的全部拓扑信

息。专题信息除涵盖节点本身属性信息外，主要

包括网络赋予的职责属性，即管控范围。各类特

征信息的含义及定量描述因子如表 1所示。

1.3 要素综合算子

综合算子是最小综合功能的抽象描述，对要

素的某个单独方面以不可再分的方式形成影响，

进而不同程度保持各类特征信息。借鉴地理空

间点群要素的综合方法［12］，本文将聚合算子和选

取算子用于网络空间点群要素的综合，如表 2所
示。它们通过以下方式保持统计信息、度量信

息、拓扑信息和专题信息在不同尺度下的传递。

由于点群要素的聚合应基于网络的各级社团结

构，在此基础上的选取有助于保持网络的真实结

构，因而，本文按照先聚合再选取的顺序研究算

子实现方法并进行相关实验。

2 基于层次聚类的要素聚合方法

网络空间点群要素具有明显的社团性和层

级性，当要素过多无法全部表示在网络空间地图

上时，需要进行综合面向空间特征表达。点群要

素聚合的主要思路为：首先，基于距离度量节点

的相似性并通过层次聚类将网络空间点群要素

聚集为体积适宜的点簇；然后，使用各聚类中心

表 1 点群特征信息含义及其定量描述因子

Tab.1 Definitions and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Factors
of Characteristic Information Combined in Point Clusters

特征信息

类型

统计信息

度量信息

拓扑信息

专题信息

含义

V= {v1,v2,v3…}
A= ( aij ) n× n

E= {e1,e2,e3…}
P= v ( p1,p2,p3… )

定量描述因子

网络节点数

各级社团所含节点的距离关系

边两端的节点

节点属性及其管控范围

表 2 综合中保持各类特征信息的方式

Tab.2 Methods for Maintaining Various Characteristic Information in Generalization

类型

统计信息

度量信息

拓扑信息

专题信息

聚合算子

将待综合点群划分为不大于地图描绘粒度的点簇，用各点簇

聚类中心代表整个点簇

通过距离量算将聚合中心选取在各点簇内的度量中心

删除点簇内部拓扑关系，点簇内节点与外部所有拓扑关系转

移至聚合中心节点

聚合中心节点的专题信息为点簇内部节点专题信息的总和

选取算子

由待综合的节点总数与地图描绘点群要素的空间粒度的比

值确定选取节点的数目

通过距离量算赋予节点介数中心性，作为评价节点结构重要

性的参数之一

选取遵循基于结构重要性的“重要的点先被选取”以及“不同

时删除互为拓扑节点的两个节点”的原则

选取遵循基于专题重要性的“重要的点先被选取”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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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代表点簇集合，将点群要素聚合为点簇中心一

点。使聚合结果既能保持点群要素的度量特征，

又能迅速降低图面的要素过多造成的视觉混淆。

以下通过设计自适应层次模型，选择合适的聚类

方法，研究一种基于层次聚类的网络空间点群要

素聚合方法。

2.1 自适应层次模型

基于自适应层次模型的聚类能够以上层聚

类得到的类簇为新的待聚类点集，逐层细化地划

分网络空间点群并提取聚类中心点。模型的层

次树结构如图 1所示。

每次向下聚类相当于将父节点代表的点簇

划分为若干子点簇，直到所有子点簇体积小于预

设阈值则停止继续向下聚类，阈值的设定主要参

考地图描绘点群要素的空间粒度。该模型能够

在不改变外观算法的前提下，通过阈值的调整，

控制最终聚类结果中类簇的体积，进而使聚合的

结果反映网络空间要素不同详细程度的细节

信息。

2.2 最佳 K⁃means聚类

2.2.1 算法可用性分析

在构建自适应层次模型的基础上，需要选取

适用于各级点簇的点群要素聚类算法。K⁃means
聚类［13］作为一种原理简单、运算迅速的无监督分

类 算 法 ，对 处 理 大 量 数 据 具 有 较 好 的 可 伸 缩

性［14］，是一种常用的社团发现算法。该算法有两

个使用前提：（1）任意两点距离可求且具有交换

性；（2）点群均值中心可求。本文仅研究构成无

向连通网络的点群要素的综合，网络节点的相似

度可使用节点间最短路径长度作为度量依据。

因此，网络拓扑图的距离矩阵对称，具有可交换

性。计算位于复杂网络中心位置的节点，可以利

用节点的接近中心性［11⁃12，15］，该指标定义为节点

到网络中其他所有节点的距离倒数之和，节点 i
的接近中心性 Ci为：

Ci= ∑
j= 1

N 1
dij

（1）

式中，dij表示节点对 ( i，j)最短距离；Ci越大，表示

节点 i越居于复杂网络的中心位置。综合以上分

析，该算法可用于网络空间点群要素的聚类。

2.2.2 关键参数设置

K⁃means聚类算法的基本过程为：（1）确定点

簇的个数 K并为各点簇指定初始中心点；（2）将

待聚类的所有节点划分到距离最近的中心点代

表的点簇中，并重新计算各点簇的中心点；（3）重

复执行步骤（2）,直到各点簇的中心点不再有显著

变动则完成聚类。

聚类时，初始中心点的选取和 K值的确定对

聚类结果有很大的影响［16］。由于网络空间点群

要素具有明显的金字塔形分级结构，上下级节点

的责任关系明确，并且点集体积呈指数级增长，

为避免误选离群点作为初始中心点，影响聚类结

果中各点簇体积的平衡，本文基于节点的接近中

心性，选取位于整个网络上层的 K个中心节点作

为聚类的初始中心点，同时，使用轮廓系数［17］作

为评价聚类结果的指标以确定最佳 K值。节点 i
的轮廓系数 S ( i)表示为：

S ( i) = b ( )i - a ( )i
max ( )a ( )i ,b ( )i

（2）

式中，a ( i)是节点 i和其所在点簇内的所有其他节

点距离的平均值，用于量化簇内凝聚度；b ( i)是节

点 i和与其距离最近的点簇中所有节点的平均距

离，用于量化簇间离散度，所有待聚合节点轮廓

系数的平均值即为聚类结果的整体轮廓系数。

聚类由 K= 2开始，每次增加 1，直到整体轮廓系

数第一次减小，将K- 1作为最佳聚类点簇数，对

应的点簇集合为最佳聚类结果。

3 节点重要性度量的要素选取方法

度量复杂网络中节点的重要性有助于从微

观角度分析复杂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网络空间

作为一种典型的复杂网络，当其中的点群要素经

聚合处理生成的较小点集仍无法全部表达在地

图上时，可按照“越重要的点，越容易被保留”的

原则进行选取。

3.1 网络节点重要性度量方法

网络节点重要性分为稳定结构和区域管控

图 1 层次树结构

Fig.1 Structure of Hierarchical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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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方面。本文基于复杂网络节点重要性评价

指标和节点负责的地理区域范围分别量化网络

节点的结构重要性和管控重要性。

3.1.1 结构重要性量化

度中心性和基于距离度量的介数中心性是

评估复杂网络节点结构重要程度的两个重要指

标，分别反映节点在网络中的局部属性和全局属

性［12，18］。在节点数目为N的网络中，节点 i的度中

心性 Di是节点度数 di与节点可能连接的最大边

数的比率，计算公式为：

Di= di/( N - 1 ) （3）
Di数值越大，表示节点在局部网络中越重要。节

点 i的介数中心性 Bi定义为：网络中所有节点对

间的最短路径中经过节点 i的路径数目占最短路

径总数的比例之和。Bi计算公式为：

Bi=
∑

j≠ i≠ k

( f( )m,n ( i ) /n ( j,k ) )

N ( N - 1 )/2 （4）

式中，n ( j，k )表示节点对 ( j，k )间存在的最短路径数

目，经过节点 i的最短路径数目为 f( )m，n ( i )。式（4）
为节点介数中心性的标准化表示，Bi 占比越大，

表示该节点在网络中的影响力越大。度中心性

和介数中心性均满足Di、Bi ∈[ 0，1 ]。
度中心性和介数中心性分别从不同的角度

量化了节点的重要程度。为了同时发挥两个单

一指标在描述网络空间节点结构重要性时具备

的特点和优势，将两个指标综合，定义了评估节

点结构重要性的指标（结构指数 I）。节点 i的结

构指数 Ii为：

Ii=( Di
2 + Bi

2 )
1
2 （5）

3.1.2 管控重要性量化

管控范围是网络节点的主要专题属性。由

于网络空间节点的管控重要性与其依附的地理

空间密切相关，Voronoi图常用于衡量点要素的

图面几何重要性［10］，故基于网络点群要素的空间

位置进行三角剖分并生成各节点的 Voronoi多边

形，可代表该节点影响的地理空间区域，如各级

路由负责转发的地区范围或无线信号的覆盖范

围等。定义管控指数 R作为量化节点管控重要

性的评估指标，节点数目为 N的网络中节点 i管
控指数 Ri表示为：

Ri=
Si

∑
i= 1

N

Si
（6）

式中，Si是节点 i的Voronoi多边形面积。

3.2 顾及拓扑信息的选取过程

本文将构成拓扑关系的两个节点互称为拓

扑节点，选取网络节点的同时必然关联着拓扑关

系的选取，为保持要素的拓扑特征信息，在选取

过程中尽量遵循“不同时删除互为拓扑节点的两

个节点”的原则。以节点数目为 N的网络为例，

选取NS个节点的过程如下：

1）基于网络节点重要性度量结果，计算待综

合节点的选取概率。由 T个节点聚合而成的新

节点 j的选取概率 Pj表示为：

Pj= ∑
i= 1

T

( α1Ri+ α2Fi ) （7）

式中，α1和 α2分别表示结构指数 Ii (1≤ i≤ T)和
管控指数 Ri在评估节点综合重要性时的权重。

2）使用状态标记的方法辅助节点选取［12］，将

待选取节点的初始状态标记为“自由”。

3）从选取概率最小的自由节点开始遍历，若

其所有拓扑节点都是“自由”的，则将此节点状态

标记为“删除”，并“固定”其拓扑节点。每标记一

次“删除”，当前删除节点数目 Nd增加 1，若 Nd=
N - NS，则停止遍历，直接进入步骤 5）；否则，继

续遍历，直到待选取节点中没有自由节点时，结

束本轮选取。

4）将状态为“固定”的节点更新为“自由”状

态，返回步骤 3）。

5）选取状态为“自由”和“固定”的所有节点，

重新构建选取节点的拓扑关系。

4 实验与分析

本文基于 CAIDA（Center for Applied Inter⁃
net Data Analysis）提供的 IP（internet protocol）定

位数据和互联网拓扑数据，依据网络空间结构特

征将其补充完善为完整性和精度均满足实验需

求的网络空间数据，并用于模拟实验。

4.1 聚合与选取实验

模拟数据集包含的节点数目 nv为 942，边的

数目 nE为 1 016，实验前依据需要确定地图描绘

点群的空间粒度，将其设置为聚类阈值 T，并计算

综合后地图上保留的要素点数NS为：

NS= é
ë
ê
nV
T
ù
û
ú + 1 （8）

实验按照先聚合、后选取的顺序主要分为以

下 4个步骤：（1）基于自适应层次模型对网络空间

点群要素进行最优K⁃means聚类；（2）将聚类得到

的点簇进行聚合处理，并重新构建拓扑关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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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的待综合点群；（3）依据数据实际情况设置

结构重要性和管控重要性的权重，评价节点综合

重要性，经实验，在评价本数据中节点综合重要

性时，结构重要性和管控重要性的权重相等；

（4）基于节点的综合重要性，并顾及点群的拓扑

信息，进行选取处理。模拟数据集可视化效果如

图 2所示。在不同空间粒度下进行多组聚合和选

取实验，结果如图 3所示。

4.2 综合效果分析

不同空间粒度（聚类粒度）下的聚合和选取

结果图 4所示。

聚合点比例为聚合后节点数与实际节点总

数的比值。从图 4可以看出，聚合处理可以大幅

综合原始点群要素，整体上聚类粒度越大，聚合

效率越高。当空间粒度为 90时，达到最高聚合效

率 98.0%。选取点比例为依据式（8）确定的选取

点数目占聚合后节点数目的比例。

由图 4可以看出，聚合后进一步选取的比例最

低仅为 35.2%。虽然基于阈值 T的聚类结果进行

聚合处理已大幅综合了原始点群要素，但聚合后

节点数目相较预设空间粒度下计划保留的节点数

目仍然较多。当空间粒度为 50、100时，聚合后保

留的节点数目甚至超越了较小聚类粒度时的聚合

点数。主要原因是基于自适应层次模型的最佳K⁃
means聚类无法将点群要素均匀划分为体积大小

相当的点簇，这与各级网络本身的统计特征相关。

本文将聚合与选取结果同实验数据集进行

对比，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种情况下的节点在综合

后更容易被保留：（1）位于各级网络社团的中心；

（2）位于网络结构的较高层次；（3）构成关键的网

络拓扑路径；（4）位于节点稀疏区，负责较大的管

控区域。整体上，综合结果能够较好地保持网络

空间点群要素的各类空间特征。

5 结 语

本文借鉴网络科学和地理信息科学的概念

与方法，从微观角度对其网络空间点群要素的各

类特征信息进行分析并量化，提出了一种基于层

图 2 模拟数据集可视化效果

Fig.2 Visualization Effect of Simulative Data Set

图 3 自动综合结果

Fig.3 Automatic Generalization Results

图 4 不同综合粒度下综合结果比较

Fig.4 Comparison of Generalization Results of Various
Gran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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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聚类的要素聚合方法和一种基于节点重要性

度量的要素选取方法，并通过构建模拟数据进行

了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综合方法能

够保持网络空间点群要素的空间特征，为加速从

获取网络空间数据到生成可视化视图的过程，优

化可视化视图视觉效果，定量表达网络空间特

征，提供了基础数据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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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 Generalization Methods of Cyberspace Point Cluster Features

Considering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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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s: The visualization of cyberspace inform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veal the rules
and promote the cognition of cyberspace. Visualizing the nodes and their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s in cyber⁃
space without preprocessing often result in a large number of point coincidences and line crossings. Al⁃
though the visualization result can be optimized by the node layout algorithms, the divided edge bundling
technologies, the backbone extrac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methods of multi ⁃ scale representation of net⁃
work routing,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 information of these nodes as cyberspace point cluster features can⁃
not be maintained on a micro level of network structure. Therefore, by analyzing and quantifying various
types of characteristic information of point cluster features in cyberspace from four aspects of statistical in⁃
formation, metric information, topology information and thematic information, two generalization methods
are proposed.Methods: (1) An aggregation method based on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First, organize the
point cluster features into a hierarchical tree of which every final node community is in an appropriate and
well⁃balanced size through multi⁃layer K⁃means clustering according to their topology information. Then ag⁃
gregate these features by their community.(2)A selection method based on node importance measuring. After
measuring the comprehensive importance of the each feature from the aspects of maintaining the 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its service coverage area, select the more important ones and delete the relatively unimportant
considering the whole network topology.Results: A series of generalization experiments at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were performed on the point cluster features incyberspace of an area in a central part of China through
these two methods of aggregation and selec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se methods can realize the auto⁃
matic generalization of the point cluster features in cyberspace at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while maintaining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features.Conclusions: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data processing
method of quantitatively expres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yberspace and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optimizing
visualization results.
Key words：cyberspace；point cluster features；characteristic information；automatic generalization；hierar⁃
chical clus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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