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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前，我们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关于数据管理应用越来越多，应
用开发者在用户体验上大下功夫。
数据可视化可以将一大堆密密麻麻的数字转成图表形式，更直观
地向用户展示数据之间的联系和变化情况，减少用户的阅读和思考时
间，帮助更好地做出决策。
数据可视化工具是实现上述功能的利器，可用来创建对话框或其
它界面，以一种适合于变量或对象数据类型的方式来显示变量或对象。
例如，HTML 可视化工具解释 HTML 字符串，并按照该字符串出现
在浏览器窗口中时的样子显示结果；位图可视化工具解释位图结构并
显示该位图结构表示的图形。
本专辑将分三个系列介绍目前最实用的大数据可视化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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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rbor.js
类型: 库
技术: JavaScript
开源协议: MIT

1. 简介
Arbor 是一个使用 web workers 和 jQuery 创建的图可视化库，它通过节点与
连线的网图形式，可以直观地展示各个节点间的关联与层级关系，因而可以使抽
象的结构变得可视化，下图即展示了 Arbor.js 使用的效果图。它不是一个包罗万
象的框架，而是提供了一个高效、力导向（即对适用于一般网状结构数据绘图的
算法来说，力导向算法是一种常被应用的方法。通过对每个节点的计算，算出引
力和排斥力综合的合力，再由此合力来移动节点的位置。）布局算法加上抽象的
图形组织和屏幕刷新处理的工具。它支持离频编辑，这意味着允许和 canvas、SVG
甚至 HTML 一起使用。

2. Arbor.js 入门：如何创建一个图
这里以 php 格式的文件为例，因为在输出部分 json 的时候使用 json_encode
函数比较方便。
首先，使用 arbor.js 的基本功能需要引用这四个文件，这些文件都可以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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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or.js 的 github 上找到：
jquery.min.js
renderer.js
graphics.js
arbor.js
然后，在 body 内定义一个绘图区域，如用 canvas 举例：
<canvas id="viewport" width="1280" height="720"></canvas>
现在有了 js 和一个绘图区域，下一步就是在绘图区域内开始绘图。首先，
是初始化：
//Initialize system
var sys = arbor.ParticleSystem(1000,400,1);
//Set animals
sys.parameters({"repulsion":50,"friction":0.5,"stiffness":512,"gravity":true});
//Initialize a render
sys.renderer = Renderer("#viewport");
以上三条语句定义了一个绘图区域，设置了动态样式，指定了绘图大小和是
否可拖动。
然后，就来向其中添加一些节点：
//Add some node
var RootNode =
sys.addNode('Root',<?php echo json_encode(array('color'=>'gray','shape'=>'dot',
'label'=> 'Root Node')); ?>);
var subNodeA =
sys.addNode('SubNodeA',<?php echo json_encode(array('color'=>'#BA55D3',
'shape'=> 'dot','label'=>'Sub Node A')); ?>);
var subNodeB =
sys.addNode('SubNodeB',<?php

echo

json_encode(array('color'=>'#8B4513',

'shape'=>'dot', 'label'=>'Sub Node B')); ?>);
在这里 addNode 中第二个参数使用了 php 输出了部分 json 代码。这部分 json
代码指定了这个 node 的颜色，样式，标签名。而第一个参数指定了在这个 node
上显示的文字内容。因为只是一个简单入门，所以不在这里做过多的介绍。入门
之后完全可以看 reference 文档去自己写。
现在有了节点，接下来就是把它们之间连接起来：
//Connect these node
sys.addEdge(RootNode,subNodeA,<?php echo json_encode(array('weigh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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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red')); ?>);
sys.addEdge(RootNode,subNodeB,<?php echo json_encode(array('weight'=>'2',
'color'=> 'red')); ?>);
使用 addEdge 可以连接两个节点，在这里也用到了 json_encode 来产生一个
json 代码。color 也可以用#FFF 这种格式来指定颜色，而 weight 是用来指定线条
粗细的。
依照以上几个步骤就可以使用 arbor.js 完成基本的可视化作图操作，文中提
到的资源以及进阶教程可以在下述链接中获取：
Github: https://github.com/samizdatco/arbor
Reference: http://arborjs.org/reference
3. 资源链接
主页：http://arborjs.org/
API 参考：http://arborjs.org/reference
源码地址：https://github.com/samizdatco/arbor

二、 CartoDB
类型: Web 应用
技术: JavaScript
开源协议: Commercial

1. 简介
CartoDB 是一个云上的地理空间数据库，允许存储和可视化 web 上的数据。
使用 CartoDB 可以快速创建基于地图的可视化效果，将带有经纬度坐标的数据
表现在地图上，从而使地理信息展示得更加直观。下图展示了利用 CartoDB 工
具制作的从公元前 2300 年开始的陨石坠落地球的热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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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oDB 可以在个人的服务器上安装，其官方站点 cartodb.com 也提供了服务。
CartoDB 可以通过 web 表单的方式上传地理数据，一旦数据已经上传，可以在一
个表格或地图上虚拟显示，使用 SQL 查询。
2. CartoDB 入门：制作简单地图
在这里利用一个模板以便大家可以更简单快速的了解基本操作。
下载地址：
http://cartodb.github.io/cartodb.js/examples/tutorials/tutorial-query_by_distance
template.html
在浏览器中打开这个模版，会看见一张空白地图以及一些按键，此时这些按
键并没有实际用处。此时打开代码编辑器，就可以准备开始操作了。
本教程所使用的数据是 Natural Earth 中的人口分布数据。该数据表可以在登
陆 CartoDB 网站后上传保存并用于之后的操作。
添加第一个 CartoDB 层级：
通过登陆 CartoDB 网站找到刚刚创建的人口分布表格，选择 Map view，点
击 Share，然后点击 API，就可以获取该数据的 API 的 URL 链接地址，将得到的
地址作为 layerUrl 粘贴到下列代码：
var layerUrl = 'http://documentation.cartodb.com/api/v2/viz/9af23dd8-ea10-11e2
-b5ac-5404a6a683d5/viz.json';
var sublayers = [];
cartodb.createLayer(map, layerUrl)
.addTo(map)
.on('done', function(lay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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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e the query for the first layer
var subLayerOptions = {
sql: "SELECT * FROM ne_10m_populated_p_2 LIMIT 2000",
cartocss: "#ne_10m_populated_p_2{marker-fill: #F84F40; marker-width:
8;

marker-line-color:

white;

marker-line-width:

2;

marker-clip:

false;

marker-allow-overlap: true;}"
}
var sublayer = layer.getSubLayer(0);
sublayer.set(subLayerOptions);
sublayers.push(sublayer);
}).on('error', function() {
//log the error
});
粘贴整个代码到想要添加层级的 MapBox 的 HTML 文件，并在浏览器中打
开该文件，就可以在地图上看到刚刚加载的人口信息了。
检测一名用户的地址：
这并不是 CartoDB 自带的一项功能，但是目前大多数主流浏览器都可以实
现此功能，因为在网页开发中这项功能实用性很强，故此在这里做简单介绍。
首先将下面的字段添加到 JavaScript:
// credit: http://html5doctor.com/finding-your-position-with-geolocation/
function detectUserLocation(){
if (navigator.geolocation) {
var timeoutVal = 10 * 1000 * 1000;
navigator.geolocation.watchPosition(
mapToPosition,
alertError,
{ enableHighAccuracy: true, timeout: timeoutVal, maximumAge: 0 }
);
}
else {
alert("Geolocation is not supported by this browser");
}
function alertError(error) {
var errors = {
1: 'Permission denie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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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osition unavailable',
3: 'Request timeout'
};
alert("Error: " + errors[error.code]);
}
}
第一次使用时会弹出获取用户地址的权限请求。同意后会需要 apToPosition
这一功能。在 detectUserLocation 之上添加：
function mapToPosition(position) {
lon = position.coords.longitude;
lat = position.coords.latitude;
map.setView(new L.LatLng(lat,lon), 7);
new L.CircleMarker([lat,lon],{radius: 4}).addTo(map);
}
最后运行 detectUserLocation 这项功能，由于在层级加载后才可以运行这项
功能，因此需要修改一下层级加载的功能：
cartodb.createLayer(map, layerUrl)
.addTo(map)
.on('done', function(layer) {
// change the query for the first layer
var subLayerOptions = {
sql: "SELECT * FROM ne_10m_populated_p_2 LIMIT 2000",
cartocss: "#ne_10m_populated_p_2{marker-fill: #F84F40; marker-width:
8;

marker-line-color:

white;

marker-line-width:

2;

marker-clip:

false;

marker-allow-overlap: true;}"
}
var sublayer = layer.getSubLayer(0);
sublayer.set(subLayerOptions);
sublayers.push(sublayer);
detectUserLocation();
}).on('error', function() {
//log the error
});
保存文件并刷新浏览器，弹出权限申请并确认后，等待数秒即可获得这项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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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界面按键添加功能：
需要使用 jQuery 来为按键添加功能。此处介绍的是如何实现不同按键对应
不同的人口显示。
只需要做两项操作，第一项是上传对应按键所需的数据库，第二项就是运行
jQuery 并粘贴下列代码：
$('.button').click(function() {
$('.button').removeClass('selected'); $(this).addClass('selected');
total = $(this).attr('id');
updateQuery();
})
保存并重启浏览器即可完成。
更多资源以及进阶教程可以参照官方网站：
http://docs.cartodb.com/tutorials.html
3. 资源链接
主页：http://cartodb.com/
文档：http://docs.cartodb.com/
教程：http://docs.cartodb.com/tutorials.html
问答：http://docs.cartodb.com/faqs.html

三、 Chroma.js
类型: Web 应用
技术: JavaScript
开源协议: Commercial

1. 简介
Chroma.js 是一个适用于对各种颜色进行不同操作的很小的 JavaScript 库
（8.5KB）,包含各种颜色转换和色阶。它能够满足用户对颜色的各种启用和操作
需求，如转换和色阶等，可以对颜色的使用有更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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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roma.js 使用方法
启动和操作颜色：
chroma('#D4F880').darken().hex();

// #9BC04B

方便的色阶操作：
scale = chroma.scale(['white', 'red']);
scale(0.5).hex(); // #FF7F7F
chroma.scale(['white', 'red']).mode('lab');
chroma.scale('RdYlBu').domain(myValues, 7, 'quantiles');
chroma.scale(['lightyellow', 'navy']).domain([1, 100000], 7, 'log');
3. 资源链接
主页：http://vis4.net/labs/185
博客：http://vis4.net/blog/posts/avoid-equidistant-hsv-colors/
源码地址：https://github.com/gka/chroma.js

四、 Circos
类型: 桌面应用
技术: Perl
开源协议: GPL

1. 简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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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os Circos 是一个软件包，用于数据和信息可视化，是由加拿大的生物信
息科学家 Martin Krzywinski 开发的。它使用圆形布局来可视化。这使得 Circos
非常适合游览物体或位置之间的关系。
Circos 最初主要用于基因组序列相关数据的可视化，目前已应用于多个领域，
如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分析，物流公司的订单来源和流向分析等。大多数关系
型数据都可以尝试用 Circos 来可视化。下图即展示了 Circos 工具对基因组序列
的可视化应用。
Circos 使用 Perl 语言编写，采用 GPL 许可，是可以运行于任何有 Perl 语言
解释器的操作系统（如 Windows, Mac OS X, Linux 及其他类 UNIX 系统）的免
费软件。它可以轻易地根据纯文本的配置文件，将用户的输入数据转化为像素图
片(PNG)或矢量图片(SVG)。
Circos 中文社区从 2008 年开始成长，遍布 google group, 豆瓣小组，QQ 群，
微博等各平台。详情可 google “Circos 中文”获得。

2. Circos 的使用入门
Circos 的基本工作流程：
在画图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 Circos 的基本工作流程。Circos 的配置文件
circos.conf 对程序的运行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里面定义着 Circos 工作的各种参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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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画图的类型，颜色，字体，IO File 的路径等等。
当然，data 对于 Circos 也非常重要，Circos 读入的 data 都是文本文件，格式
是每行：
chr start end value [options]
value 一般是颜色，也可能是文字（作为标签），详细定义请参见：http://mkweb.
bcgsc.ca/circos/tutorials/lessons/2d_tracks/connectors/configuration

另外，Circos 的安装包里的 data 目录下有各种 data 文件可供测试。
用 Circos 来画出第一个基因组图谱：
首先命令行 cd 到 Circos 的安装目录下：
cd circus-x.xx
下面采用 tutorials 里面的一个例子来作图：
perl .\bin\circos -conf .\tutorials\5\1\circos.conf
如果界面在一阵数据刷屏之后显示：
created image at D:/Software/circos-0.54/circos-tutorial.png
created image at D:/Software/circos-0.54/circos-tutorial.svg
那么作图就成功了，当然也可以打开.\tutorials\5\1\circos.conf 去修改里面的
参数。
以上就是 Circos 的简单入门教程，更详细的内容以及进阶教程请参看官方
网站课程：http://circos.ca/tutorials/lessons/
3. 资源链接
主页：http://circos.ca/
文档：http://circos.ca/documentation
教程：http://circos.ca/documentation/tutorials

五、 D3.js
类型: 库
技术: JavaScript
开源协议: BSD

1. D3 简介
D3 的全称是（Data-Driven Documents），是一个被数据驱动的文档，是一个
JavaScript 的函数库，主要用来做数据可视化，其功能强大，可以实现的功能包
括但不限于数据地图同步，输出柱状图饼图，点状分布图，网络图形布局等等，
熟练掌握后可以极大提高用户数据可视化表达的水平，下图展示了一些 D3.js 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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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的数据可视化功能。
D3 是目前最流行的数据可视化库之一，小型，灵活，高效，用来创建和操
作基于数据的交互式文档。由于其功能强大，操作简单，受到广大用户的喜爱。
JavaScript 文件的后缀名通常为 .js，故 D3 也常使用 D3.js 称呼。D3 提
供了各种简单易用的函数，大大简化了 JavaScript 操作数据的难度。由于它本
质上是 JavaScript ，所以用 JavaScript 也是可以实现所有功能的，但它能大大
减小工作量，尤其是在数据可视化方面，D3 已经将生成可视化的复杂步骤精简
到了几个简单的函数，只需要输入几个简单的数据，就能够转换为各种绚丽的图
形。如果有一些 JavaScript 基础就可以很容易理解它。
D3 是一个开源项目，作者是纽约时报的工程师。D3 项目的代码托管于
GitHub（一个开发管理平台，目前已经是全世界最流行的代码托管平台，云集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工程师）。在这个平台上，D3 受欢迎程度排名第 5，甚至超
过了名气很大的 JQuery。

2.

D3.js 的使用入门
D3.js 的官方网站包含大量的学习资料：http://d3js.org/；中文资料可以参见

http://www.ourd3js.com/wordpress/。
安装 D3 的方法有两种：
A、下载 D3.js 的文件 d3.zip
解压后，在 HTML 文件中包含相关的 js 文件即可。
B、直接包含网络的链接，这种方法较简单：
1 <script src="http://d3js.org/d3.v3.min.js" charset="utf-8"></scrip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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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使用的时候要保持网络连接有效，不能再断网的情况下使用。
使用前预备知识：


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用于设定网页的内容



CSS：层叠样式表，用于设定网页的样式



JavaScript：一种直译式脚本语言，用于设定网页的行为



DOM：文档对象模型，用于修改文档的内容和结构



SVG：可缩放矢量图形，用于绘制可视化的图形

使用 D3 进行开发需要的工具：
记事本软件：Notepad++、Editplus、Sublime Text 等，选择自己喜欢的即可。
浏览器：IE9 以上、Firefox、Chrome 等，推荐用 Chrome；
服务器软件：Apache、Tomcat 等；
其中，服务器软件可能不是必须的，不过 D3 中有些函数需要将 HTML 文
件放置于服务器目录下，才能应用，关于这点以后会再做说明。
可以用记事本软件新建一个 .html 文件，在里面写代码，保存。然后使用浏
览器打开此 .html 文件即可看见结果。
3. 资源链接
官网：http://d3js.org/
源码地址：https://github.com/mbostock/d3
案例：https://github.com/mbostock/d3/wiki/Gallery
教程：https://github.com/mbostock/d3/wiki/Tutorials
API：https://github.com/mbostock/d3/wiki/Api%E5%8F%82%E8%80%83
中文教程：http://blog.csdn.net/tianxuzhang/article/category/1623437
中文 API：https://github.com/VisualCrew/D3-api-Translation

六、 Cola.js
类型: 库
技术: JavaScript
开源协议: MIT

1. 简介
Cola.js 是一个开源的 JavaScript 库，相当于对 D3 工具的优化改良版本，使
用基于约束的优化技术的排列 HTML5 文档和图表。它和 D3.js 和 svg.js 配合使
用会更好。核心布局是基于 C ++的 libcola 库的 JavaScript 代码完全重写。它有
为 d3.js 设计的适配器，允许将 cola 作为 D3 的 force layout 的一个简易替换。它
不像 D3 的 force layout 收敛到一个局部最优，而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循环规则强制
14

科研一线知识服务能力建设项目学习资料：知识服务工具（十一）

收敛。

2. Cola.js 的使用入门
要把 D3 的 force layout 转化为 cola 操作比较简单。将下列代码加入到 html
中：
<script src="http://marvl.infotech.monash.edu/webcola/cola.v3.min.js"></script>
如果不希望 js 文件从澳大利亚加载，那么可以将主机文件 cola.v3.min.js 本
地化，然后用下列代码将 D3 替换为 cola：
D3 force setup: cola setup:
var force = d3.layout.force()
.charge(-120)
.linkDistance(30)
.size([width, height]);

var d3cola = cola.d3adaptor()

.linkDistance(30)
.size([width, height]);
这样就可以使用 cola 作为 force layout 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 D3 的 force layout 时，需要使用大量的参数诸如
“charge”来实现合理的节点分离，而当使用 cola 的时候，在最终输出的布局中各
个节点链接的距离会得到相对较好的表现。这是因为 cola 会尽可能的缩小图画
中理想链接距离与实际链接距离之间的变化。也就是说，cola 会根据节点的大小
自动调节链接距离。
Cola 中有一些可选的的参数。在“downward pointing edges example”中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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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改造为：
d3cola
.nodes(graph.nodes)
.links(graph.links)
.constraints(graph.constraints)
.symmetricDiffLinkLengths(5)
.avoidOverlaps(true)
.start(10,15,20);
将节点与链接设定与 D3 中完全一致。但是 constraints 是一个新的参数，这
是一个含有诸如下列条件的一个数组：
{"axis":"y", "left":0, "right":1, "gap":25}
这条限制的含义是 graph.nodes[0]的中心必须要至少高于 graph.nodes[1].中心
25 个像素的距离。更确切的说，这是一条包含有下列要求限制的不等式：
graph.nodes[0].y + gap <= graph.nodes[1].y
avoidOverlaps(true) 这个代码可以动态的生成限制条件，以保证包围盒内的
各个节点不会相互覆盖。
symmetricDiffLinkLengths(5) 这个代码可以计算出每个链接的理想长度，从
而为高度节点周围预留出空间。或者，也可以在 linkDistance(f) 中加入自己设定
的函数，从而计算出每个链接的具体长度。
start()算法现在包含多至三个参数。上面的例子中，star 会在没有限制条件的
情况下迭代 10 次布局，在仅有结构限制的情况下迭代 15 次布局，在有全部限制
的情况下迭代 20 次布局。
以上就是 cola.js 的功能简单介绍，更多详细内容可以参看官方网站：
http://marvl.infotech.monash.edu/webcola/
3. 资源链接
主页：http://marvl.infotech.monash.edu/webcola/
源码地址：https://github.com/tgdwyer/WebCola
API 文档：http://marvl.infotech.monash.edu/webcola/do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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