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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of the existing spatio-temporal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toolkits cannot process and visualize data 

efficiently when the size of it is too large.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visual analytics platform that supports 

large-scale spatio-temporal data. By redefining task model, data model, and visual mapping strategies, this platform 

supports processing and visualizing many kinds of Big Data with spatio-temporal attributes. The processing and 

visualizing can be done in seconds by distributed storage, data reorganization, distributed query, spatial indices, and 

segmented fetch, even though it has a terabyte of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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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大多数时空数据处理与可视化工具在数据规模增大时，不能够对数据进行快速的处理与可视化。为

解决该问题，本文通过对任务模型、数据模型及可视映射策略的重新定义，给出一种大规模时空数据处理与可

视化平台。平台能够支持多种不同类型的时空数据，通过分布式的数据存储、数据重新组织、分布式检索、空

间索引、分段预取等技术，能够实现大规模数据的快速处理与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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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1-5]。新的数据不

断产生，而且产生的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 

[3]。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总结为两个方面，第一，

用于收集数据的软硬件成本逐渐降低；第二，人们对

使用收集后的数据进行分析与理解的需求更加迫切。

以地理学为例，在多年前政府、企业和一些研究机构

已经开始收集各种相关数据。在这些数据集中，带有

时间与空间标签的时空数据是非常大的一类。根据数

据密集的类型[6]，可以将时空数据分为时间密集型、

空间密集型及事件密集型。为了在大规模时空数据中

发现更多的模式，研究者开始在 GIS 系统中使用信息

可视化的技术[7]。出现了很多可视分析软件[8-14]及

可视化组件。然而，彼时不少软件与工具运行在主机

系统上，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其处理能力已不能

满足需求。如果不能快速的实现从数据到可视化结果

的转换，可视分析软件与工具将失去意义。 

在本文中，我们给出了一个面向大规模时空数据

的数据处理与可视化平台。该平台部署在 Web 环境

下，并且定义了合理的预处理流程及数据模型。在第

二节中，文章总结了时空数据可视化的任务模型及相

关软件；在第三节中，给出一个自定义的任务模型，

作为后续工作的理论基础；在第四节与第五节中，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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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该平台的细节。最后，给出文章的结论与下一步

工作。 

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总结了当前

时空数据分析的任务模型，并给出了改进后的任务模

型。该模型从两个维度，对时空数据分析时的任务进

行了详细的定义。第二，给出了时空数据处理与可视

化平台，该平台能够支持 web 环境下的大规模时空数

据的处理与可视化。并且在 TB 级别的数据上对平台

进行了验证。 

1. 相关研究 

时空数据分析有区别于其它数据分析的特点。当

前时空数据分析的任务模型分为两类，分别是需求驱

动的任务模型以及数据驱动的任务模型。需求驱动的

任务模型关注时空数据分析的需求，该模型假设所有

分析师在进行时空数据分析时有明确的初始目标。数

据驱动的模型以被分析的数据的多个属性为核心进

行分析，根据属性的不同，将数据分成不同的种类，

此类分析模型更倾向在数据中发现各种未知的模式

或异常。Peuquet [6]将时空数据属性进行了分析，将

时空数据属性分成了三个不同的类型，分别是地点

(where)、时间(when)以及事件(what)。通过该分类方

式，Peuquet 给出三个基本的任务，分别是根据给定

的时间与地点对事件进行描述、根据给定的时间与事

件对地点进行描述以及根据给定的地点与事件对时

间进行描述。以此为基础，Block[23]对该任务模型添

加了用户需求的部分，通过将用户探索任务考虑在

内。例如，如果给定时间点或时间段，如何发现事件

及事件的地点。研究人员[25]根据不同的数据类型，

将时空数据分析的任务分成了三类，分别是基于点的

查询(P-Query)[26]、基于区域的查询(R-Query)[27]以

及基于轨迹的查询(T-Query)[28]。相当多的任务模型

将数据和用户需求考虑在内。但是，时空数据本身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原始的带有时空标签的数

据附加了更多不同类型的属性；另一方面，时空数据

的规模变得很大。基于以上两个原因，需要对当前的

模型进行改进与优化，使其能够适应当前的大规模时

空数据环境。 

在时空数据可视化与可视分析应用系统方面，

Compieta[30]开发了一款时空数据挖掘系统，该系统

能够给领域专家及数据挖掘专家呈现不同的视图，以

辅助不同角色的使用者使用系统，并且使用 Isablel

飓 风 作 为 测 试 数 据 对 系 统 进 行 了 测 试 。

ESV(EarthSystemsVisualizer)[31]是一款辅助分析全

球气候变化的可视化工具，该工具使用了一些新颖的

交互技术，例如时间刷(temporal brushing)以及事件聚

焦(temporal focusing)，来与时间属性进行交互。除此

之外，还有一些基于时空数据的可视分析系统，如

Andrienko[33]通过提出一种可视分析流程，对人的迁

徙进行了分析；Tominski[34]使用 2D 与 3D 技术相结

合，来对出租车运行轨迹进行了可视化；Janoos[34]

与 Liao[11]开发的可视分析系统，都利用了机器学习

的方法来发现异常事件；  

当前大多数基于时空数据的可视化系统，均将多

视图、可视化形态等因素考虑在系统内，很好的体现

了可视化的优势。但是，目前大多数可视化系统的开

发均以某一特定的数据集及应用为基础进行开发，这

种开发方式，在目前的数据集增多以及新交互设备层

出不穷的环境下，会造成开发成本的提升以及开发效

率的下降。 

2 时空可视分析任务模型 

本文从面向数据与面向操作两个维度给出时空

可视分析的任务模型。其中，面向数据的维度根据数

据本身的特性进行划分，该维度的划分基于原有的数

据驱动的模型，并且能够对新的数据集进行适配。面

向操作的维度根据数据处理引擎的能力进行划分，该

维度的划分能够适配新数据集下的新任务。 

2.1 面向数据的模型 

一般来说，我们定义的所有的数据均包含位置信

息，大多数的数据包含时间戳信息。对于每一条数据，

我们将其划分为四个部分： 

 位置或位置集合(where) 

 时间点或时间集合(when) 

 对象或对象集合(who) 

 属性集合(what) 

以 2012 年 1 月至 8 月中国某城市的出租车 GPS

数据为例，每条数据集可表示为： 

{ taxiId, latitude, longitude, time, hasPassenger, 

orientation, speed} 

以该数据为例，每条数据均有 latitude与 longitude

两个属性标明位置，time 属性作为时间戳标明了时间

点，一个字符串或一串数字来唯一标识该对象(出租

车)，以及一系列属性来标识该条数据的特征(速度、

方向等)。 

通过分析时空数据的四个组成部分，将四个部分

根据分析层级划分为四层。第一层使用三个部分来分

析其中的一个部分，第二层使用两个部分来分析另外

两个部分，依次类推。表一给出了四个层级的任务的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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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任务的四个层级 

Level Tasks contained in each task level 

level one where + when + who → what 

where + when + what → who 

where + who + what → when 

who + what + when → where 

level two where + when → what + who 

what + when → who + where 

where + what → who + when 

when + who → what + where 

where + who → when + what 

who + what → where + when 

level three where → what + when + who 

what → who + when + where 

when → where + who + what 

who → where + what + when 

level four NULL → what + where + when + who 

第一层模型包括四个分析任务： 

1.根据给定的位置或位置集合、时间点或时间集

合、以及对象或对象集合，发现事件的发生，以及发

生情况。例如，发现汽车 O 在一天中处在位置 L 时

的车速，或发现汽车 O 在这个城市中的时间 T1 到 T2

之间是否有乘客。在第一个例子中，“位置 L”表示

“where”，“一天中”表示“when”，“汽车 O”表示

“who”，而“车速”表示“what”。在第二个例子中，

“这个城市”表示“where”，“时间 T1 到 T2”表示

“when”，“汽车 O”表示“who”，而“是否有乘客”

则表示“what”。 

2.根据给定的位置或位置集合、时间点或时间集

合、以及属性集合，找到相关的对象或对象集合。例

如，找到在位置 L 与时间 T 时载有乘客的出租车，或

找到在这个城市中从 T1 到 T2 时间中车速超过 S 的

出租车。 

3.根据给定的位置或位置集合、对象或对象集合

以及属性结合，发现关注的时间点或时间集合。例如，

在所有出租车中，发现在位置 L 车速为 0，并且没有

乘客的时间范围。 

4.根据给定的对象或对象集合、时间或时间集

合、以及属性集合，发现相关的位置或位置集合。例

如，在所有出租车中，找到在 T1 到 T2 时间段中没有

乘客的区域 L。 

第二层模型包括六个分析任务： 

1.根据给定的位置或位置集合、以及时间点或时

间集合，找到相关的对象与属性集合。例如，找到在

时间 T、位置 L 的所有的车辆 O 以及它们的各种状态

A。在该例中，“位置 L”表示“where”，“时间 T”

表示“when”，“车辆 O”表示“who”，而“状态 A”

表示“what”。 

2.根据给定的时间点或时间集合、以及属性集

合，找到相关的对象集合与位置集合。例如，找到在

时间 T 中所有载客的车辆 O 以及它们的位置。 

3.根据给定的位置或位置集合、以及对象或对象

集合，找到对象的属性集合以及相关的时间点或时间

集合。 

4.根据给定的时间或时间集合、以及对象或对象

集合，找到对象的属性集合以及相关的位置或位置集

合。 

5.根据给定的位置或位置集合、以及属性集合，

找到相关的对象或对象集合及相关的时间点或时间

集合。 

6.根据给定的对象或对象集合、以及属性或属性

集合，找到相关的位置或位置集合及相关的时间点或

时间集合。 

 第三层模型包括四个分析任务： 

1.根据给定的对象或对象集合、时间点或时间集

合、以及属性或属性集合，找到相关的位置或位置集

合。例如，找到在时间 T 中车速超过 S，并且载有乘

客的车辆 O 的位置 L。在本例中，“位置 L”表示

“where”，“车辆 O”表示“who”，“车速超过 S，并

且载有乘客”表示“what”，“时间 T”表示“where”。 

2.根据给定的对象或对象集合、时间点或时间集

合、以及位置或位置集合，找到相关的属性集合。 

3.根据给定的对象或对象集合、位置或位置集

合、以及属性或属性集合，找到相关的时间点或时间

集合。 

4.根据给定的位置或位置集合、属性或属性集

合、以及时间点或时间集合，找到相关的对象或对象

集合。 

第四层模型只包含一项任务，与其它三层的模型

不同，它不需要输入约束即进行分析。在本层模型下，

经常用于发现异常的、未知的模式。它表示在不需要

其它约束的情况下，找到感兴趣的对象或对象集合、

属性集合、时间点或时间集合、以及位置或位置集合。

本层模型经常会有大规模的数据的输入与输出。 

总体来说，随着任务从第一层变化到第四层，更

多的统计与分析工作需要进行处理。分析过程中的不

确定性增加，更有利于分析师发现数据背后的异常。 

2.2 面向操作的模型 

由于数据规模的增加，不同操作所花费的时间出

现了很大的差别。根据计算所需的复杂程度对任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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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进行建模，将任务分成三个部分，分别是简单查询、

统计以及预测。 

简单查询的目标是从存储中直接检索到相关的数

据。这种操作一般需要较少的计算量，并且该类数据

一般较容易被理解。以出租车 GPS 数据为例，一个

简单的任务是找到感兴趣的点(points of interest)，这

些点能够满足某些特定的时空约束。除了该任务，我

们给出简单查询中其它经典的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时空数据，找到轨迹片段。 

 根据指定的区域，找到时空数据。 

 根据给定的区域，找到特定的轨迹。 

 根据给定的约束，找到相关的对象。 

统计的目标是通过一些计算、测量等统计方式，

来找到相关的统计结果。以出租车 GPS 数据为例，

统计特定时间段出租车的流量等。我们给出该类目标

中的经典的任务描述： 

 给定检索结果数据集，计算结果中数据的条数。 

 给定特定区域的检索结果数据集，计算一个特定

属性的平均值。 

 给定特定时间的检索结果数据集，计算一个特定

属性的最大或最小值。 

 给定检索结果数据集，计算根据不同时空属性的

分类结果。 

预测是高级别的任务。预测的目标是利用给定的

数据来找到潜在的事情或属性。在时空分析的很多领

域中，预测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我们利

用给定的出租车 GPS 数据，预测接下来的一个小时

或一天中的交通情况。我们也可以利用给定的突发事

件数据，预测指定区域的潜在的拥堵事件。我们给出

该部分的经典任务描述： 

 利用给定的时间密集型统计数据，预测特定的属

性情况。 

 利用给定的非常规数据，预测潜在的事件发生。 

 利用给定的特定空间区域的数据，预测特定的属

性情况。 

在该维度中，三个不同层次的任务需要不同的计

算资源。在第一层次的简单查询中，在大数据环境下，

对性能的约束在存储与索引。该层次需要好的存储机

制及定义良好的索引来保证性能。在第三层次的预测

中，大数据环境下的约束在模型与算法。为保证任务

的高效执行，需要设计良好的预测模型与算法。而第

二层的统计需要两者的结合来完成。为了满足多层次

的任务，需要优化时空数据环境下的存储与索引，并

且给出如何使用好的预测模型的解决方案。 

3 平台架构 

本节给出平台的架构如图 1。平台由四个部分组

成，分别是原始数据层、预处理与数据转换成、操作

层、显示层。 

3.1 原始数据层 

原始数据通过各种不同的传感器收集，由于收集

的数据的特性、开发人员的知识等原因，原始数据存

在较大差异。第一，原始数据以不同的数据格式进行

存储。例如，大多数传统的 GPS 传感器收集的数据

以文本文件存储，而一些商业数据多保存在关系数据

库、数据仓库中。即使两种数据集均以文件的形式存

储，也会存在一种数据集是时间密集型，而另一种数

据集是位置密集型。第二，原始数据以不同的粒度存

储，由于数据获取的需求的变化，以及数据获取设备

的约束，原始数据集的粒度差别很大。由于原始数据

的差异性及复杂性，需要实现不同的数据访问方法来

支持数据的提取。所有的数据提取方法用来支持数据

预处理与数据转换。 

3.2 预处理与数据转换层 

在该部分中，操作流程分成了两个阶段，分别是

预处理与数据转换。在第一阶段由三个部分组成，分

别是数据分割、数据过滤以及数据生成。数据分割是

将原始数据从某个维度，以一种合适的粒度对原始数

据进行分割，来在大的粒度上解决数据访问效率的差

异性。原始数据中，不可避免会出现错误数据，数据

过滤则用来解决该问题。在数据分析与可视化的过程

中，有时会对不同粒度的数据进行分析，而数据生成

则是用来解决该问题的。它通过传统的差值算法来生

成新的数据。该部分的第二阶段是数据转换。在原始

数据预处理完成之后，平台将预处理后的数据转换成

预先定义的数据格式。该格式充分将时空数据的特性

考虑在内，并且使用 MongoDB 作为数据库存储数据。

MongoDB 是一款面向文档的数据库，它支持传统数

据库的检索、索引等功能。除此之外，它还支持空间

索引与查询，这在时空数据分析中非常有意义。 

3.3 操作层 

根据计算中时间的消耗，将本层分为三个不同的

部分。分别是查询、统计分析与预测。根据前述文章

定义的任务模型可知，查询比预测消耗更小的时间与

计算资源。第一部分是查询，它从数据库中检索到数

据，并返回感兴趣的结果。以 Ke Deng[25]提出的分

类为参考，我们将时空数据查询分成三类，分别是

P-Query，R-Query 与 T-Query。其中，P-Query 是查

询满足特定约束的点集合，R-Query 是查询满足某些

条件的特定的区域或形状的集合，T-Query 根据指定

的时间、区域来查询特定的轨迹或路线。由于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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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查询只需要直接从数据库中进行数据的检索，需

要较少的计算量，大多数此类查询通过数据库管理系

统完成。在本平台中，我们部署了一套分布式的

MongoDB 集群，能够高效的实现此类查询。 

统计分析是第二个部分，它能够实现聚合、分类

等统计分析功能。该部分比第一部分需要更多的计算

工作。在一般情况下，统计分析是在查询结果的基础

上进行的。例如，如果要找到人类的聚集区，或地球

上的其它信息，需要使用某些聚类算法。首先，需要

从数据库中检索到相关的数据，并将其转换成特定的

格式，该格式能够作为算法的输入。第二，使用聚类

算法来对数据进行聚类。为满足大数据下的统计分析

的计算需求，平台利用了 R 语言作为统计分析的主要

工具，并搭建了一个分布式的 R 语言计算环境。该部

分的操作需要数据库的查询与平台的计算环境协作

实现。 

第三部分是预测，该部分是基于当前的数据集对

将来的趋势或即将发生的事件进行预测。与第二部分

相似，该部分也基于平台搭建的 R 语言分布式计算环

境。与第二部分不同的是，该部分不需要太多的数据

库查询作为基础。 

4.4 显示层 

缺乏好的展现与交互，即使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处

理，时空数据也很难被理解。为了使得平台有良好的

可用性及可扩展性，在平台基础上添加了可视化部

分，该部分作为操作层的主要组成部分。可视化是显

示层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该部分中，使用了模型驱动

的方法，根据需求对可视化呈现进行建模。在呈现时，

根据时空数据的特点，给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呈现方

式，一种是以基于地图或地球的呈现，该呈现方式符

合时空数据环境的分析需求。它的核心部分是地球或

地图的呈现。另一种方式是抽象数据的呈现方式。该

方式使用传统的数据可视化组件进行呈现，如使用饼

图、折线图、散点图等。与基于地图的呈现方式相比，

抽象数据的呈现方式更利于呈现统计结果，如根据年

份变化的平均值。为增加可用性，平台中添加了交互

功能，如可使用拉锁在地图上进行所见即所得的选择

等。 

4 平台实现 

为了验证平台，本文基于一款时空数据对该平台

进行了实现。选取了中国某一线城市出租车持续 8 个

月的 GPS 数据，在该城市中，约有 23000 辆出租车，

数据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8 月 28 日。原始

数据使用文本文件，按天存储，每个文件约 4000 万

条记录。原始数据总体的规模是 800GB。 

图 1 平台整体架构图。在本图中，实线箭头表示“使用”，宽

箭头表示“数据转换”，圆柱表示数据库，矩形表示模块或子

模块 

系统使用 MongoDB 来对数据进行重新组织与存

储，搭建了一个 5 个分片的 MongoDB 集群。在实现

过程中，使用 J2EE 对系统原型进行建设。为了实现

基于地图的可视化，利用了开放的地图组件如 Open 

Street Map 及 Google Map。在本节中，介绍五个平台

实现的细节，分别是数据组织、分布式数据查询机制、

分段数据预取、基于地图的可视呈现及基于统计的可

视呈现。 

4.1 数据组织 

 为满足对数据的高效的获取与访问，需要对原始

数据进行重新组织。根据原始数据发现，出租车 GPS

数据可以看做时间密集型数据。利用已定义的任务模

型，并考虑 MongoDB 的性能，系统选择时间维度作

为主要维度对数据进行组织。在确定主要维度后，确

定该维度的数据分割的粒度。为充分利用已完成的并

行计算的环境，并保证数据获取的速度，选择小时作

为时间维度的粒度进行数据的分割。除此之外，还在

空间维度上编制了空间索引，并对其它属性维度也编

制了索引，以保证访问的速度。在数据重新组织后，

数据访问的速度明显提高。但在每个维度上编制索引

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数据量的增加。在数据重新组织

后，数据的规模约为原始数据规模的四倍，数据尺寸

的增加的主要原因来自新的索引的编制。 

4.2 分布式数据查询机制 

 为了实现数据的快速检索，平台实现了分布的查

询机制。目前由四台虚拟机构成，每台虚拟机包括

4GB 的内存、2GB Hz 的 CPU。这种方式不仅克服了

R 语言本身“单线程”的限制，与基于 R 的各种并行

实现相比，该机制的灵活性也更大。对于一个检索，

通过一个通用的分段方法将查询分成多个部分，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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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分别分配给不同的虚拟机。图 2 显示了在不同数

目的虚拟机情况下，查询 12000、24000、36000 及

48000 条数据的性能。结果表明，随着机器数目的增

加，检索的时间明显降低。除此之外，还能够发现，

随着数据条数的增加，并行机制对时间开销上的降低

效果更加明显。 

 
图 2 不同的虚拟机数目下，检索 12000、24000、36000、48000

条数据的性能比较 

4.3 分段数据预取 

 即使数据检索的速度增加，如果检索的数据量太

大，系统的性能依然不好。一个主要的瓶颈在于网络

的传输。为了改善该问题，平台利用了 JavaScript 中

的定时器实现分段数据预取。首先，计算结果数据集

的数目，如果该数目大于某个阈值，则将该数据集交

由分割方法对结果进行分割。定时器启动，并以分割

结果按块获取数据。图 3 给出了该机制的效果。 

 

 

图 3 分段数据预取。上图包含 2000 个数据集，下图包含 18000

个数据集，上图至下图的变化是逐渐变化的 

4.4 可视呈现 

平台给出了两种可视呈现的方式，分别是基于地

图的呈现与基于统计的呈现。基于地图的呈现结果如

图 4。该界面的上部分是所有的任务模型。该部分的

左边是常用任务，右边是所有维度的集合。在界面的

中间是主展示区域，通过地图来将获取的结果进行呈

现。系统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基于地图的可视化方法，

分别是热力图、点图及线段图。三种不同的可视化方

法效果如图 5。在界面中，我们给出了三种交互工具，

分别是动态过滤，可视化配置及可视化工具。用户可

以通过动态过滤对真正感兴趣的内容进行过滤，该过

滤全部在网页前端完成。可视化配置能够将数据的维

度与地图上的图形属性进行关联，可视化工具则是来

提高可视化的可用性而实现的一些功能。 

 

图 4 基于地图的呈现.(a).预定义的任务.(b).后台获取数据

的约束.(c).地图主视图.(d).获取数据后的交互工具 

 图 5 三种可视组件.左:50000 个节点的热力图.中.10000 个

节点的点图.右.1000 个节点的线段图 

 另一种可视呈现的方式是基于统计的可视呈现。

在本实现中，该呈现方式包括四个部分，如图 6 所示。

由预定义的统计任务、数据选择器、可视化配置及可

视化呈现四个部分组成。该图是一个预定义的任务，

使用折线图呈现了一天中平均速度的变化。另外的一

些预定义的任务可以用来降低分析师的工作强度。对

于更自由的分析任务，可以通过数据选择器实现，数

据选择器是用来确定哪些数据用来进行统计任务的。

可视化配置确定使用哪种可视化组件进行呈现，以及

不同的轴对应结果的哪些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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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基于统计的呈现. (a).预定义的统计任务. (b).数据选

择器. (c).可视化配置. (d).可视呈现. 

5 结论与下一步工作 

 本文给出一个预处理模型及数据模型，并且给出

了一款数据处理与可视化平台。我们总结了当前时空

数据分析的任务与分析模型，并基于此给出了一个

web 环境下支持大规模时空数据分析与可视化的平

台。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会将平台应用于多个不

同的时空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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