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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户面对多属性数据时的挑战在于选择合适的属性并创建有意义的可视化. 为了快速地探索更多属性, 并

针对不同分析任务生成合理的可视化推荐, 提出一个框架. 首先定义一组可视化语言规则, 描述数据转换、聚合和可
视化映射的规则; 然后归纳总结数据分析任务及参考可视化分析任务, 生成相关可视化推荐. 为了帮助用户更加灵
活地探索数据, 在分析中生成见解, 实现了一个交互式可视分析系统, 基于可视化语言和分析任务规则, 根据用户指
定的属性及不同分析任务推荐生成有效的可视化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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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facing multi-dimensions data, the challenge for users is to select appropriate attributes and create
insightful visualizations. In order to explore more data attributes quickly and generate reasonable visualizations
recommendations for different analysis tasks, we propose a new framework. Firstly, a set of visualization grammar rules is defined, and the rules of data transformation, aggregation and visual encoding are described. Also, we
summarize the data analysis tasks and referenc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tasks, and construct relevant visualization
recommendations. To help users explore data more flexibly and get insights in analysis, we provide an inter-active
visualiz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visualization language and analysis task rules, the system generates visualization recommendations sets effectively according to users specified attributes and different analysis tasks.
Key words: visual analytics; visualization recommendation; tabular data visualization
随着社会中的组织和个体中产生越来越多的

Bertin[1]和 Tukey[2]将数据分析归纳为展示、验

数据, 使用便捷的工具进行数据分析、管理生产生

证和探索性分析 3 个层次. 后续的大量工作是在这

活及制定决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一些交互式可

3 个层次上展开的. 不同的可视化工具在可视化构

视分析工具应运而生, 如 Tableau, Power BI 等, 用

建时的易用性及提供的表达能力级别不同.

户不需要编程基础及可视化知识即可应用其分析
探索数据, 享受到可视化的便利.

可视化语言工具(如 D3[3])高度灵活, 能够构建
任意功能的可视化, 但需要编程基础且实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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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耗时. 交互式可视化系统创建可视化时不需

化元素的过程, 以及标记的一些属性. 描述性语法

要编程, 但是要求用户提供可视化的详细规范, 阻

Grammar of Graphics[6], ggplot2[5], Vega-lite[12]等可

碍了对数据的快速探索.

以更加快速地生成图表, 但仍需要指定数据及具

一 些 可 视 化 工 具 [4-6] 结 合 可 视 化 自 动 生 成 技

体的可视化形式编码.

术, 利用简单的概览+细节模式支持验证性分析.

除了通过语言构建可视化, 一些工具利用图形

但是, 对于不了解数据或缺乏经验的用户, 应用此

界面通过人为指定详细的设计规范, 交互式生成可

类工具分析数据时会忽视数据集的某些部分, 这

视化[17-18], 与使用声明式可视化语言来生成可视化

种做法有很大的局限性.

相比对用户更加友好. Lyra[18]和 iVisDesigner[17]提供

为数据的探索性分析提供一个起点是很大的

了图形用户界面用于可视化创作. 这些工作基于

挑战. 本文希望对数据进行全局性的探索, 从多个

模板或语法生成可视化, 利用用户界面更改生成

角度生成对数据复杂的见解, 而不仅仅支持琐碎

参数.

[7]

[8]

的问题解答. Voyager , Voyager 2 支持对数据广

还有一些基于图形界面的可视化工具, 不需

度优先的探索, 对指定的可视化或数据属性自动

要用户指定可视化细节, 包括通过逐步查询优化

生成推荐. 一些工作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生成可

来构造多维可视化, 如 Polaris[4] 和 Tableau; 支持

视化推荐 [9].

多角度探索, 帮助用户高效地定位到有意义的可

为了解决分析数据过程中的数据覆盖度、分析

视化, 如 DeepEye[19]和 Voyager[7].

探索方向、可视化生成效率等问题, 本文实现了一

还有一些系统通过用户输入信息而不是指定

个基于表格数据的交互式可视化系统, 面向分析

规则作推荐. Zenvisage[15-16] 利用用户提供的参考

任务快速地生成可视化推荐. 该系统支持用户对

可视化、按照相似性作可视化推荐. APT[20]将用户

数据属性广度优先的探索, 提高数据覆盖率; 保留

感兴趣的数据属性作为可视化目标, 基于关键字

用户的探索路径, 并结合上下文对当前探索路径

生成可视化推荐.
1.2 可视化推荐
枚举数据选择处理与可视化元素生成备选可
视化图表后, 对可视化排序作推荐. 多数早期的可
视化推荐工作基于其预定义规则对可视化备选进
行排序(如 APT[20], SAGE[21], BOZ[22]等), 这些预定
义规则通常是基于人类感知的有效性指标进行度
量. 例如, 当饼图被分割为太多块时, 人们就无法
清晰地捕捉到它想传达的信息.
与已有的工作相比, Voyager[7-8], Show Me[23],
Polaris[4], DIVE[24]和 DeepEye[19]实现了更丰富的感
知规则, 支持更多的数据属性类型, 标记类型, 统
计信息.
最新的一些工作基于机器学习排序. Draco[25]
利用软约束来表达偏好, 并且软约束是由人类感
知指定的. Data2Vis[9] 使用递归神经网络生成可视
化, 根据数据集的描述在 Vega-lite 语法中生成可
视化规范. Foresight[26]提出一种基于 insight 概念的
可视化推荐方法, 将数据分布特性的一种强烈表
现(如 2 个属性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单个属性平均
值的高度偏斜或集中等)定义为 insight. Tang 等 [27]
从计算的层面推荐重要性或趣味性度量最高的 k 个
见解, 即从多维数据中自动提取最合理的 k 个
(top-k)属性组和对应的结果.
部分系统利用用户给出的参考数据或参考可

生成可视化推荐, 包括推荐数据转换、聚合操作、
可视化形式、编码映射方式、进一步提取操作以及
推荐支持数据分析任务、参考可视化分析任务的可
视化.

1

相关工作

1.1

可视化工具
可视化生成工具分为 2 部分: (1) 可视化语言,

用户应用语言规范生成可视化, 基于语言的表达
能力将其分为低级语言和高级语言; (2) 基于图形
用户界面的交互式可视化生成系统, 用户在系统
上的操作通常也会被翻译为可视化语言.
工具的层级与表达能力呈反比. 层级高的工具
定义了更多默认规范及约束来封装一些低级细节.
低级语言包括 D3[3], Vega[10], Reactive Vega[11]
等需要用户指定编码映射关系. D3[3]这类声明式语
言构建复杂, 但表现力高, 非常适用于创建解释性
和高度定制的图形. Vega[10]和 Reactive vega[11]提供
了声明式组合交互语法. Vega 在 D3 之上提供一种
更高层次的可视化规范语言. 相比之下, D3 具有更
多的表现力优势; Vega 可以实现一系列常见但可
定制的可视化图形. 高级语言 [6,12-16] 封装了一些可
视化构建过程中的细节控制, 如数据映射到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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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化进行推荐 [15-16,28]. SeeDB 通过可视化的有趣程

复用, 又便于读取. 利用可视化语言生成可视化的

度进行推荐, 即如果可视化显示出与某个参考的

实例见第 2.4 节.

较大偏差, 那么它很可能是有趣的. Zenvisage

[15-16]

基于用户所需的趋势、模式或见解, 提供有趣的可
视化.

2

可视化构建规则
本文框架无需用户指定可视化映射规范, 即

可针对不同聚合操作或分析任务, 生成有意义的
可视化推荐, 并帮助用户快速地探索数据. 首先定
义一组可视化语言规则, 描述数据转换、聚合及可
视化映射; 然后归纳了极值、趋势、占比、排序、
分布、相关性和聚合值 7 个面向数据分析任务, 以
及 rank, %, Δavg, Δprev, growth 这 5 个面向参考可
视化分析任务. 本文实现了一个交互式可视分析
系统, 应用可视化语言和针对分析任务的可视化
推荐规则, 根据用户指定自动地生成有意义的可
视化集合, 并生成相关可视化推荐; 支持用户快捷
灵活地进行数据探索, 从分析中生成见解.
本节阐述数据操作规则、可视化编码映射规则
和针对分析任务的可视化推荐规则. 为了便于应
用和理解, 本文整合上述规则并将其定义为一组
声明式的高级可视化语言, 以 key-value 的形式基
于 JSON 格式实现, 提供数据用于前端生成可视
化. 利用 JSON 格式的好处是它既利于用户理解及

图1

2.1.2

2.1 数据操作规则
2.1.1 数据转换(Transform)
将数据属性的值按照规则进行转换生成新的
属性(如图 1 中 A 所示). 首先对数据属性分类, 本
文采用 2 个分类标准: (1) 基于属性的比例(Scale)
将数据属性分为类别(Nominal)、数量(Quantitative)、
时间(Temporal)和序数(Ordinal) 4 类 [23], 它们从语
义方面描述了数据属性(如图 1 中 C 所示). Ordinal
属性通过对 Quantitative 属性和 Temporal 属性进行
分段(Binning)操作转换得到(如图 1 中 D 所示). 为
了便于区分, 将对应于 Temporal 属性和 Quantitative
属性的 Binning 操作分别命名为 TIMEUNIT( )和
STAGE( ). TIMEUNIT( )将 Temporal 属性离散为不
同粒度的时间单位, STAGE( )对连续的数值分段.
(2) 基 于 属 性 的 作 用 将 数 据 属 性 分 为 维 度
(Dimensions)和度量(Measures). 例如, 学校和班级
是学生的 Dimensions 属性, 而分数或年龄是学生
的 Measures 属性. 依据 Dimensions 属性将数据分
割为子数据集, 并在 Measures 属性上应用聚合函
数对子数据集进行聚合 [7]. 本文中, Dimensions 属
性指代了 Nominal 属性及 Ordinal 属性, 分别简称
为 D 和 Do, o 代表有序的(order); 其在可视化编码
映射时有所不同, 但数据处理及组合是相同的.
Measures 属性指代数量属性, 简称为 M.

数据转换、聚合规则及可视化编码规则流程图

数据聚合(Aggregate)

应用在 Measures 属性上实现聚合, 这些操作简称

统计图表中展示用户要求的 Aggregate 信息.

为 AGG.M. 例如, 将数据依据国家分割为不同的

将数据依据 Dimensions 属性值分割(GROUP( ))成

数据子集后统计各子集中的累计确诊病例, 可表

不同的数据子集后, 再利用数据聚合操作 AGG =

示为 GROUP(国家)+AGG.SUM(新增确诊病例).

{CNT, SUM, AVG, MIN, MAX, MED}来解释相同

利用未执行聚合操作的数据生成的可视化为

子集的数据. 聚合操作除了 CNT(计数)外, 均需要

基础图表, 能够展示数据概况及异常值等信息,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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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数据项与可视化元素一一映射. 聚合图表中的

码通道被填充. x 和 y 对应的属性类型确定后, 即可

数据经过聚合操作, 展示数据中的统计信息, 原始

确定可视化形式. 不同的属性组合对应着不同的

数据项与可视化元素没有一一映射的关系(通常一

可视化形式及排序, 如表 2 所示. 其余属性的编码

个可视化元素对应多个数据项的聚合).

通道映射需要遵循可视化占据空间尽量小的原则,

如前文所述, Dimensions 属性只可调用 GROUP

保证可视化的易读性. 另外, 经验表明, 时间属性

操作将数据分隔为子数据集; Measures 属性只可调

通常被映射到 x 轴展示时序的信息; 度量值通常被

用除 AGG.CNT 外的聚合操作 AGG.M; 当仅存在维

映射到 y 轴; 以及唯一值较多的属性应尽可能避开

度属性时, 将利用 AGG.CNT 聚合各子数据集. 本

column, row 及 color 通道.

文将对应不同数据属性组合的聚合图表的数据聚

表2

合规则总结为
GROUP( D )  D.length  AGG.M  M .length 
AGG.CNT  if ( M .length  0).
2.1.3

x, y 属性组合可视化形式排序

数据属性组合

数据排序(Order)
Order 常见于统计图表中, 能够更直观地得到

可视化形式

(D/Do)×(D/Do)

Point

D×M

Bar>Point

Do×M

Line>Bar>Point

M×M

Point

数据中某些部分的衍生信息. 例如, 对于疫情数据,

2.3

较为严重的国家; 且过多的信息排在一个统计图表

语言规则
本文建立一套描述性可视化语言, 帮助实现

中, 会造成用户的认知负担. 因此, 可以推荐展示

上述数据处理及可视化规则, 作为系统的后端提

累计新增确诊病例最多的前 n 个国家. 排序操作只

供可视化数据及生成规则.

人们在查看各国累计新增确诊病例时更加关心疫情

能应用于 Measures 属性及对其聚合操作的结果.

2.2

可视化编码及映射
应用文献[4,7-8,12,29]并结合人类对可视化有效
性的认知, 本文定义一组可视化编码映射的规则.
2.2.1 编码通道
已知数据属性组合后, 可以通过枚举各属性
映射的可视化编码通道得到一组数据属性、可视化
编码通道、可视化形式的候选组合. 但是, 不同属
性类型对应的编码通道及其排序不同, 如表 1 所
示, 依据感知有效性排序. 例如, 类别属性就不支
持可视化元素大小通道 size.
表1

属性类型支持的编码通道

数据属性

可视化语言中包含 3 个必选项(粗体的 data,
mark, encoding)和 4 个可选项(context, transform,
aggregate, order), 如表 3 所示. 其中, context 为筛
选条件的集合, 通过特定条件提取子数据集, 并在
其基础上生成可视化图表; order 描述了基于执行
操作 SUM(oper)后的新增确诊病例(field_v), 对国
家(field_o)按照降序(ascending)排序, 取数目最多
的前 7(n)个国家进行展示. 图 2 所示为应用可视化
语言生成可视化的实例, 依据左侧的语言生成的
可视化图表实例, 右侧可视化展示了新增确诊病
例累计最多的 7 个国家, 以及各国新增确诊病例在
时间上的变化情况.
表3

编码通道

Quantitative,
Temporal

x, y>size>color(luminance)

Ordinal

x, y>column, row>color(luminance)>size

Nominal

x, y>column, row>color(hue)>shape

参数

可视化语言
编码通道

data

T, Q, N

context

{context1, context2,  , contextp}

transform

T1,  , Ti, Q1,  , Qj (利用 STAGE, TIMEUNIT)

aggregate

D1' ,  , Dm' , M1,  , Mn (利用 GROUP, AGG)

情数据中国家属性的唯一值有 200 余个. 当这种属

order

M ' (M, AGG.M, AGG.CNT)

性映射为 column, row 及 color 时, 可视化中会存在

mark

Bar/Line/Point

网格数目多而稀疏、颜色过多且重复这类过度编码

encoding

{x, y, color, size, shape, column}

属性中还可能存在唯一值过多的问题, 如疫

[8]

的问题, 影响人们理解分析可视化 . 可通过识别
属性中唯一值的数量避免此类映射利用排序操作
仅显示部分唯一值来规避过度编码.
2.2.2

可视化映射及形式
x 和 y 作为位置通道优先级较高, 先于其他编

2.4 面向任务的可视化构建
2.4.1 面向数据分析任务
Amar 等 [30]提出 10 个低层次的分析任务, 描述
用户在使用可视化工具理解数据时的活动,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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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图表生成实例

任务也被其他工作用于评估可视化效果. 基于这

2.4.2

面向参考可视化分析任务

10 个低层次分析任务, 本文归纳出了 7 个适合应

以指定的可视化做参考, 即遵循指定可视化

用可视化解释的任务, 并对不同分析任务进行可

的 编 码 映 射 方 式 , 在 聚 合 操 作 {SUM, AVG,

视化推荐.

COUNT, MAX, MIN, MED}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

任务 1. 极值(Extreme). 展示数据中的极值点.
例如, 新增死亡数最多的日期.

提取操作, 生成推荐可视化.
本文采用的提取操作为{rank, %, Δavg, Δprev,

任务 2. 趋势(Trend). 展示在特定时间段内数据

growth}, 在 Tang 等 [27] 提出的提取操作的基础上,

的变化趋势. 例如, 在 T 时间段内某国新增确诊病

增加了增长率提取操作(growth)以及对 Δprev 和

例呈上升趋势.

growth 作时间粒度推荐. 提取操作应用于聚合图

任务 3. 占比(Proportion). 描述数据属性的取值

表, 且提取操作作用于参考可视化中颜色相同的

占总体的比例. 例如, 某国累计死亡数占全球累计

可视化元素对应的数值. 例如, 图 2 中, 国家属性

死亡数的比例.

的可视化编码为颜色, 操作基于各国(各折线)实

任务 4. 排序(Order). 依据度量值对数据进行排
序. 例如, 对各国的累计新增确诊病例排序.
任务 5. 分布(Distribution). 展示数据属性值的
分布情况.
任务 6. 相关性(Association). 展示数据属性之
间的关联关系. 例如, 新增确诊病例与新增治愈数
呈正相关.
任务 7. 聚合值(Aggregation). 基于数据属性的
聚合操作得到描述性统计指标. 例如, 某国的累计
新增确诊病例数.
在数据属性组合确定后, 不同的数据分析任
务对应着不同的数据转换聚合操作方式及可视化

现 . y 轴 为 度 量 值 的 参 考 可 视 化 支 持 {rank, %,
Δavg}操 作 , x 轴 为 序 数 属 性 的 参 考 可 视 化 支 持
{Δprev, growth}操作. 提取操作步骤如下:
Step1. rank 操作对聚合图表中的度量值(AGG.CNT
或经过 AGG.M 操作得到的度量值)排序.
Step2. %操作将度量值替换为其占比.
Step3. Δavg 操作为度量值与其平均值的差.
Step4. Δprev 和 growth 仅支持 x 轴为序数属性的聚合
图表. Δprev 沿着 x 轴计算当前属性值对应的 y 值与前一
个或前 n 个属性值对应的 y 值的差, 即增长值. growth
基于 Δprev 增加了标准化的概念计算增长率, 即将差值
除以期初值. 如果序数属性是时间, 则不同时间间隔的
增长(率)代表不同含义. 当时间粒度以月为单位时, 依

编码映射. 第 2.3 节中已经讨论了属性类型及数据

据时间间隔的不同可以分为环比增长及同比增长. 推荐

操作对应的可视化编码映射规则、排序及相应的可

差值的时间间隔时, 以参考可视化的时间粒度为依据.

视化形式. 因此对数据分析任务进行可视化推荐
时, 仅需考虑能更好地解释任务的数据操作.

支持对聚合图表作多层提取, 即将提取操作
合理组合. 例如, 计算与均值的差(Δavg)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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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系统介绍
本文系统包括 6 个部分, 如图 3 所示. ① 数据
属性列表, 按照属性类型枚举数据属性. ② 属性
值筛选, 对不同类型的属性提供不同的筛选方式;
对于类别属性, 列表展示所有该属性的唯一取值,
通过勾选框勾选; 对于数量属性, 通过滑动条选择
属性取值范围; 对于时间属性, 利用滑动条及列表
相结合的方式, 分别用于筛选时间范围及时间粒
度. ③ 指定可视化图表, 展示树图中用户指定的
可视化. ④ 历史可视化图表记录. ⑤ 属性树, 记
录用户的数据探索路径, 提供探索方向. ⑥ 可视
化图表推荐, 展示基于探索路径及指定可视化的
相关可视化推荐. 利用树图探索数据属性(如图 3
中⑤所示), 将深度优先搜索和广度优先搜素相结
合扩大数据探索的覆盖范围; 生成可视化推荐, 保
留用户探索路径. 树中的节点分为 3 类. 数据属性
节点(A 类节点), 代表基础图表. 聚合操作节点及分
析任务节点(B 类节点; COUNT, SUM, AVG, MAX,
MIN; 数据分析任务; 参考可视化分析任务), 代表
聚合图表. 大类节点(C 类节点; Attributes, Statistics, Tasks, Insights), 代表一组推荐图表.

进行排序(rank). 但是, 有些组合是无意义的, 例
如, 对度量值排序(rank)后计算增长率(growth). 合
理的组合如表 4 所示, 先执行行(index)提取操作,
再执行列(column)提取操作.
表4
提取操作

提取操作的合理组合

rank

%

Δavg

ran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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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prev

growth

√

%

√

√

√

Δavg

√

Δprev

√

√

√

growth

√

√

√

√

√

√

交互式可视化系统
为了利用可视化快速地进行数据分析, 本文

实现了一个基于表格数据的交互式可视化系统,
面向分析任务快速地生成可视化推荐. 该系统保
留用户的探索路径, 并结合上下文对当前探索路
径生成可视化推荐.

3

5

1

6
2

4

图3

树图右侧的表格对每个探索阶段(节点)从 4 个
方面推荐下一步探索方向: 增加属性(Attributes)、

系统截图

操作节点及分析任务节点, 提供推荐可视化供用户
查阅.

聚合操作(Statistics)、依据任务分析(Tasks)和生成

不同的数据属性组合及其组合顺序对应着不

见解(Insights). 探索方向 的内容 根据 节点类 别及

同的聚合操作, 在属性树中指定特定聚合操作节

探索上下文实时变化.

点, 生成聚合图表后, 推荐图表视图从 4 个方面生

在不同探索阶段, 系统依据不同规则展示聚合

成图表推荐: 可视化标记类型(mark), 代表改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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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

改变聚合图表中数量属性或时间属性的分段操作

本文希望了解疫情在时序上的发展趋势, 首

参数; 聚合操作(aggregate), 代表在其他情况不变

先选择“当地时间”属性, 属性树视图中生成以当

的条件下改变聚合操作; 数据子集(subset), 若聚

地时间为根节点的树, 数据属性节点为 A 类节点,

合图表中存在颜色通道, 利用单个颜色对应的数

右 侧 的 表 格 推 荐 用 户 从 Attributes, Statistics 和

据属性取值提取数据子集, 生成可视化推荐.

Tasks 这 3 个方向做进一步探索(如图 4 中①所示).

指定分析任务生成可视化后, 推荐图表视图

点击 Attributes 前的加号, 属性树中当地时间

会从 6 个方面生成图表推荐: 相同任务的不同可视

节点后增加了 Attributes 及其连接着的具体属性节

化形式(same)、其他任务(other)、可视化标记类型、

点, 并可通过推荐视图中生成的当地时间与其余

分段操作、聚合操作和数据子集. 其中, same 为改

属性的分布图(对属性做计数(count)聚合操作), 查

变图表中的属性映射方式; other 为展示当前属性

看属性之间的关系(如图 4 中②所示). 通过分布图

组合支持的其他分析任务的可视化结果.

可以看出, 2020 年 3 月之前多数国家每日新增确诊

3.2

应用案例
本节使用新冠肺炎国际疫情数据进行案例分

病例小于 10 000 例, 2020 年 3 月之后部分国家增长

析. 新冠肺炎国际疫情数据包括国家、大洲、当地

新增确诊病例属性组合的简单图表(如图 4 中③所

时间、新增确诊病例、新增治愈出院数和新增死亡

示), 用于查看原始数据中的条目细节.

明显. 点击“新增确诊病例”节点, 生成当地时间与

数 6 个属性, 21 420 条记录, 展示了除中国外其他
国家 2020-01-22—2020-05-03 的疫情数据.

在属性树中添加 Statistics 节点, 利用聚合操
作进一步分析数据, 所有目前属性组合支持的聚

载入数据后, 推荐视图中展示所有数据属性

合图表展示在推荐视图中(如图 4 中④所示). 从对

的分布直方图, 帮助用户对数据的结构有初步的

属性组合做 SUM 操作后得到的可视化可以看出,

图4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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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0 年 2 月上旬—2020 年 3 月, 每日各国累计

不同新属性生成推荐可视化. 无法进一步执行增

的新增确诊病例数呈快速上升趋势. 或者通过表

长率(growth)、排名(rank)等提取操作.

格直接选择具体聚合操作连接到属性树上, 简化

查看各国累计新增病例数排序, 指定国家为 y

树结构, 方便回溯. 点击 Sum 节点在指定视图中

轴, 累计新增确诊病例为 x 轴的柱状图. 选择数值

生成折线图(如图 4 中⑤所示), 基于当前探索阶段,

最高的 7 个国家, 指定国家的可视化通道为颜色,

属性树右侧的表格从 2 个方面做推荐: Attributes 和

生成各国累计新增确诊病例时序图. 推荐视图中,

Insights. 勾选 Insights 表格中的 Δprev, 查看全球

从不同映射方式、增加不同新属性 2 个方面生成推

每天累计新增确诊病例数与昨日的差值, 可以明

荐可视化. 除标记感兴趣可视化外, 没有清晰的探

显地看出, 2020 年 3 月以后频繁出现单日爆发性增

索路径可供回溯.

长(如图 4 中⑥所示). 以新生成的可视化作为参考,

对于之前假设的优势, 本文通过分析得出如

利用推荐的数据提取操作进一步生成见解(如图 4

下结论: (1) 本文系统通过属性树中的大类节点及

中⑥所示).

可视化推荐支持对数据广度的探索, 提高数据覆

继续从 Sum 节点出发, 添加 Attributes 节点到

盖度; Voyager 2 也能很好地支持对数据广度的探

属性树中(如图 4 中⑦所示), 扩大查看的数据属性

索. (2) 本文系统从数据分析任务、参考可视化分

范围. 推荐视图中生成在原聚合图表的基础上增

析任务、可视化推荐规则等方面帮助用户从数据中

加一个属性的可视化, 保留对新增确诊病例属性

获得更多发现; 比 Voyager 2 提供了更丰富的推荐

的 SUM 操作(如图 4 中⑦所示). 增加“国家”属性后

角度. (3) 相比 Voyager 2, 对于单个可视化的记录

可以看出: 不同国家的疫情发展趋势不同, 国家属

来说, 通过属性树用户可以很方便地回溯之前的

性的编码通道为颜色, 颜色过多看不到有效信息.

发现及探索路径.

重新在数据属性列表中选择国家属性, 在属性树
上增加新增确诊病例节点, 并选择 Order 数据分析
任务(如图 4 中⑦所示), 生成的柱形图中展示了累
计新增确诊病例最多的 7 个国家.
对国家属性进行筛选后, 查看这 7 个国家累计
新增确诊病例随时间的变化(如图 4 中⑧所示). 推
荐视图中从可视化标记类型、转换操作、聚合操作
和数据子集 4 个方面生成推荐(如图 4 中⑧所示).

3.3

系统对比
假设相比于之前的交互式可视分析系统, 本
文系统的优势体现在 3 个方面: (1) 通过支持数据
广度优先的探索, 提高数据覆盖度; (2) 用户能够
从数据中得到更多发现; (3) 便于回溯之前的发现
及探索路径. 为了说明系统的可用性, 本文将其与
Voyager 2[8]进行对比.
利用 Voyager 2 系统做类似的探索, 生成全球
每日累计新增病例数的时序图、各国累计新增病例
数排序图、累计新增确诊数最高的 n 个国家新增确
诊病例时序图.
本文系统不需要用户指定可视化映射, 与
Voyager 2 中的“Any”(不对属性指定可视化通道)类
似. 将当地时间拖动到 Any 框中, 系统从增加聚合
操作及在可视化中增加新属性两方面生成可视化
推荐.
选择新增确诊病例及 SUM 操作, 生成全球每
日累计新增病例数的散点图, 推荐视图中从增加

4

结

语

本文首先对数据属性类型组合的数据操作规
则、可视化编码映射规则及可视化形式的选择进行
了定义, 构成可视化语言, 方便用户理解及复用,
快速生成可视化图表; 然后归纳梳理了数据分析
任务及参考可视化分析任务, 针对不同分析任务
推荐合理的可视化结果. 本文提供了一个交互式
可视分析系统, 帮助用户快速地探索数据, 并利用
其中的属性树及推荐可视化图表视图帮助分析过
程中的广度优先搜索. 最后, 应用实际数据集讨论
了探索分析场景, 在实际应用中, 能够帮助用户在
丰富的角度及场景中快速地探索分析数据, 并保
留探索路径; 针对不同分析任务, 推荐生成有启发
性的可视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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