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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人们己经不满足于仅仅对海量数据进行存储、传输、检索

及分类等，而是迫切需要了解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发展趋

势，希望能够对其进行更高层次的分析，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

数据，从中发现知识或信息。因此，面对“数据丰富，信息贫

乏”的挑战，数据可视化技术应运而生 [1-2]。数据可视化是利用

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将数据转换成图形或图像在

屏幕上显示出来，并进行交互处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它通

常利用散点图、树图、曲线、曲面等图形图像的形式，在海量的

数据中提取隐含的、未知的、潜在有用的知识或信息模式来显

示多维的非空间数据，用形象直观的图像来指引数据挖掘的

过程，使用户加深对数据含义的理解，加快获取信息的速度[3]。

目前，一些可视化软件的相继出现，更是提高了可视化技

术在通信、金融、商业、取证、军事、物流、交通(航空、船运、铁

路等)等领域的工作效率，也促进了可视化技术的发展。本文

提出的设计与实现数据可视化系统的方案通过借助于技术成

熟的辅助软件，系统的开发工具采用了 Microsoft 公司开发的

VC#.NET 平台，交互界面和信息显示功能的底层则充分利用

了技术成熟的第三方控件，分别为 Microsoft 公司开发的 Dot-

NetBar 控件和美国 ILOG 公司开发的 ILOG Diagram for . NET

控件，把主要精力放在应用程序的设计与功能开发上，提高了

应用程序的高效性和统一性 [4-5]。

1 数据可视化系统的设计方案

1.1 相关的第三方控件

1.1.1 ILOG Diagrammer for .NET 控件

ILOG 是美国 ILOG 公司的产品，它从.NET 技术的底层开

始设计，与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TM 是紧密集成的，因此

开发人员不必离开自己熟悉的开发环境来生成代码，并可以

在新产品中访问指定的设计师，工具箱，向导和联机文档，而

不必学习另一种工具或语言。ILOG Diagrammer for .NET 是一

整套样例、现成图形符号、全功能软件开发套件 (SDK)的封装

集合，它完全兼容微软的 Visual Studio . NET 开发环境。由于

该控件完全通过 C#语言开发而成，它补充了窗体应用和 Web

应用的组件，并且可以被任何.NET 平台的语言访问 (例如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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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Visual Basic)。ILOG Diagrammer for .NET 可以迅速便捷

地将尖端的图形演示配置和集成到. NET 窗体应用或 Web 应

用中去，实现那些包含网络、流程、数据流、组织结构、统一建

模语言 (UML)、监管控制与数据获取 (SCADA)、流程控制以及

决策表单控制等内容的图形演示。

(1)优化组件简介：ILOG 优化组件是美国 ILOG 公司的产

品，其优化算法引擎是目前世界上速度最快、最灵活、解决问

题最多的引擎，占有了超过 70%的市场份额。应用领域在资源

优化，物流管理，生产安排、调度、计划和配置等方面，也提供

了人机交互接口，为进一步扩大其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5]。

(2)视图组件简介：ILOG Jview是用于建立高级图像显示

的解决方案，通过试用 ILOG JViews向图形用户界面(GUI)开

发人员提供的预建和经测试的组件，可以节省最少 1/3 的开

发和维护时间。ILOG JViews具有扩展和显示性能的开发包，

这个开发包严格遵守国际制定的网络标准。它的视图产品

套件如下 [6-7]：

JViews Gantt Chart (甘特图) 通常用于显示计划和进程调

度。为显示元素提供了个性化的图形显示，提供了全面的用

户交互界面，还实现了对底层大型数据对象的连接和管理，可

以让 Java 开发人员迅速地创建直观的、交互式的甘特图表。

JViews Diagrammer 提供的流程图设计工具，能快速配置

流程图的开发工具，节点和链接图能够直接连接到后台的数

据源，并且能够自动地随着数据的改变而更新。

JViews Maps，提供了可理解的图形和服务以产生基于地图

的用户界面，它可把一个地区的特征转换成真正的图形，运用

颜色、符号、标签等；它还提供实体的具体位置和距离等信息。

(3)ILOG Diagrammer for .NET 在应用中的特性：

·丰富、直观的图形演示

·多样化的图表样式选择

·现成的编辑器

·开发桌面应用或 Web 应用

1.1.2 DotNetBar 控件

引用 DotNetBar 官方网站上面的话：DotNetBar = Profes-

sional Applications。DotNetBar 是一套 Visual Studio.Net 开发环

境下的界面扩展框架组件，提供类似 Office 2003 和 Office XP

的菜单和工具条、Office XP任务面板、自动隐藏并可拆分的标

签式的可停靠窗口、Windows XP风格的气泡控件、多功能面板

控件等。而且也包括完全快速地自定义、个性化菜单，快速工

具条等等。DotNetBar 是第一个完全支持 Windows XP Themes

主题的控件，它使用 C#语言开发，完全地利用了 .NET 架构和

框架的优点。

DotNetBar 具有以下的主要特点 [8]：

·类似 VS.2005，Office 2003，Office XP 风格

·可停靠的工具条、标签窗口，标签位置可以可停靠窗口

的任何一边，可自动隐藏可停靠的窗口，文档停靠并带用split-

view 技术

·支持弹出式菜单和工具条，弹出式容器可以弹出任何

Windows Forms 控件，在菜单或工具条上放置任何的 Windows

Forms 控件

· Outlook 风格的 Navigation Pane 控件，多功能 Panel 控

件，TabStrip 控件支持 9 种风格

·支持颜色配置，梯度背景色，背景图像和鼠标状态

·自动图像处理，简化菜单和工具条的管理

·保存和恢复布局及使用数据

·最终用户能够自定义化菜单和工具条，框架具有可扩

展性

1.2 系统的架构设计

1.2.1 系统的设计原则性

数据可视化系统的设计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支持，通过对

数据可视化系统的分析和算法模块的调用，实现将处理后的

结果以可视化形式输出 [9]。

在设计过程中，考虑系统以下两个方面：

可伸缩性：可伸缩性是系统的基本特色，它指的是系统应

该提供一种机制，使宿主应用程序可以同时管理多个用户开

发的应用程序，可以实时动态地加载和释放应用模块，实现软

件规模的动态伸缩。

系统相对独立性：相对独立性是指用户开发的程序相对

独立，它的加载和卸载不会影响宿主应用程序和其他扩展应

用程序的正常运行。

1.2.2 系统的主体模块构造：

本文把数据可视化系统逻辑上划分为 4 部分：与用户交

互的界面模块；对用户表现出来的使用功能的信息显示模块；

对用户提供的不同数据的导入模块；对提供的数据进行分析

的智能优化模块。同时，作为平台，在软件开发上要有便于扩

展和再次开发的统一的扩展能力。

(1)交互界面模块：直接面向不同需求的目标用户，界面的

设计必须突出友好性，保持界面和图标功能的一致性等，便于

减轻用户的认知负担，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

(2)信息显示模块：空间数据的可视化与操作处理，为用户

提供了强大的可视化图形分析功能，其中包括图形中实体之

间的路径查找，实体查找、快速定位与显示，关联实体多级分

析，图形全屏显示，实体的选择、复制、删除、撤销操作，并支持

多文档等功能。

(3) 数据导入模块：支持导入多种数据库 (Access、Oracle、

SQL Server)、文本文件 (CSV、Excel)等不同格式文件。对用户

提供的不同数据格式给予不同的导入方式。不同数据源的选

择导入方式：用户首先需要判断显示的数据格式，根据不同的

格式选择不同的导入方式，若为数据库，则系统显示用户指定

的数据库中的表，供用户具体指定需要显示的表。

(4)智能优化分析模块：根据不同的数据类型或根据用

户的具体操作进行智能的优化计算，模型匹配，做出准确的

决策，最后给信息显示模块提交结果进行显示。此模块涉

及一些常用的布局算法和最优化算法。根据不同的需求，

用来处理分析不同具体的数据，用户通过该模块提取和分

析数据集，实施决策。主要功能包括构造布局和提供查询、

关联分析、编辑分析等后台算法处理。分析的结果可以直

观的显示在界面上，同时也支持以图片的格式 (bmp 或 jpg)

保存备份。

数据可视化系统的这 4 大模块为设计的关键，为了保证

系统的可开发性和可扩展性，必须要具备统一的扩展能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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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关系如图 1 所示。

2 数据可视化系统的功能实现

系统的实现过程中应着重考虑灵活的体系结构和系统的

稳定性。这样的优点在于它们的可扩展性可随着具体需求的

变化而改变，使程序开发工作得以简化。

根据系统的主要模块，对应有四层结构：界面层、信息显

示层、处理层、数据层。即与用户交互的界面(交互)、将空间数

据可视化的显示窗口和图形分析功能(表示)、根据不同需求进

行后台的处理(处理)、和数据导入管理(数据)。

基于 ILOG 组件和 DotNetBar 控件，本文主要描述信息显

示层和界面层的功能实现要点。本系统的软件运行环境为

Windows XP，导入的数据库采用的是微软的 OfficeAccess。

2.1 信息显示层

(1)程序接口的声明：

using ILOG.Diagrammer;

using ILOG.Diagrammer.Graphic;

ILOG Diagrammer 提供的设计工具是一个完全的客户化

定制的软件开发工具集 (SDK)。节点和链接图形能够直接连

接到后台的数据源，并且能够自动地随着数据的改变而更新。

智能化的图形布局算法能够将流程图元素间的关系清楚地展

现出来，从而使流程图更加清晰易理解。

(2)用户参数设置：设计工具提供一个功能强大的编辑工

具，可以在流程图中创建复杂的图形对象。用户可以导入预

先建立的对象，或者是定义新对象。这些设计运算规则包括

最通用的节点、链接及标签运算规则。

例如树形布局算法中的部分重要参数和语句如下：

Group//视图容器

Ellipse//节点的形状

NodeNum//节点的个数

NodeX，NodeY//节点的位置

CountData (treenumber (num (number)))//建立数据结构：所有

树(一树(一层(一块的数目)))类似于树形结构存储每一块的数目

AllData.Add(firsttree); //所有树(一棵(一层)) 这是存储着

所有的 ELLIPSE 的数据结构

AllfatherLocation.Add(fatherLocation) //所有树 (一棵树 (一

层(一块的父节点的下标)))

AllData.Add(Firsttree) //所有的树

AlllastChild.Add(lastChild) //所有树(一棵树 (一层(一个节

点的最后一个子节点的下标))

DiagramView.Content = Group;//视图容器的数据填充

DiagramView.Interactor=new SelectInteractor();//新建导航器

DiagramView.ShowAll();//全屏显示

(3)流程图的明确性：用户界面中的流程图，包括BPMN在

内的标准通用标记完全开放的 API。流程图在应用系统用户

界面程序的实现时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模型

化或监控一个商业系统的情形下。对于流程图的实用性，它

基本的元素——节点和链接必须为用户提供意思明确、内容

详尽的信息。在运行期间，流程图必须随着基本信息的改变

而实时更新信息的状态和当前的属性。版面布局需要清楚和

有条理性，不能有重叠的图形。

(4) 构造布局算法：设计运算规则通过分离或重组图形对

象，创建一个形式多样的流程图，如圆形、树形、放射树形、层

次型等等。子流程和子网可以作为子图来显示和编辑，在子

图上可以扩充和删除图像对象。整个图形一直保持着可管理

性，能够根据需要进行扩展。

2.2 界面层

(1)DotNetBar 的 DLL 引用方法：DotNetBar 把控件拷到程

序 BIN/Debug 下，再到程序里，先引用，然后再工具栏新建一

个选项，然后右键选择“选择项”菜单，在这个对话框里点浏

览，把这个 DLL 重新添加进来，就可以把控件加到先项框里，

接下来就是把控件拖到界面上，在代码里加上必要的代码即

可以使用。

(2)程序接口声明：

using DevComponents.DotNetBar;

using DevComponents.DotNetBar.Rendering;

(3)功能控件的添加描述：

· DotNetBar 提供的是一个框架，而不是一个控件集，因

此里面有继承自 Form 的 DevComponents. DotNetBar. Of-

fice2007Form，可以让我们轻松实现仿 office2007 的窗体。

public partial class Main: DevComponents. DotNetBar. Of-

fice2007Form；

·在界面中添加 DotNetBarManager 管理器，继而再用此

管理器添加需要的工具条。DotNetBarManager 的 Parent 属性

设置为所在的 form(或者 this)。如果 Parent 属性设置为 none，则

显示的工具条会被 form 遮挡。(工具条不能显示在 form 前面)。

private DevComponents.DotNetBar. DotNetBarManager Dot-

NetBarManager;

·Ribbon是微软office2007 用户界面的核心，用来取代之

前的菜单栏和工具栏，位于屏幕顶部的一个带状区域，软件所

有的功能都人性化的分配在 Ribbon 中。所以 Ribbon 是软件

与用户交换的唯一入口。DoNetBar 界面库也推出了自己的

Ribbon 控件，将 RibbonControl 添加进窗体，设置其 Caption Vi-

sible=False，把窗体中所有的控件的Style都改成Offcie2007，之

后当调整 RibbonControl 的 Office2007ColorStyle(色系)，所有的

控件颜色都会改变。

private DevComponents. DotNetBar. RibbonControl Ribbon-

Control;

图 1 主要模块的逻辑关系

用户交互主框架

信息显示模块 用户交互界面模块

处理主框架

空间数据处理模块 智能优化处理模块

外部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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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界面的设计效果和应用分析

(1)界面的设计效果：通过以上的综述，系统的界面设计效

果图如图 2 所示。

(2)实验结果及分析：布局算法是数据可视化系统分析数

据的核心部分，而空间利用率、清晰度和时间开销是分析数据

过程中判断布局算法优劣的重要指标。以下是利用系统中各

种布局算法分析的部分实验数据，如表 1 所示。

导入一份 Excel 格式的通话清单记录(数据量 8041 条，节

点数 3409 个)，系统通过网络布局算法分析的应用效果图如图

3 所示。

由表 1 可知，对于数据量较小的信息源，系统的各种布局

算法都可以体现出优良的分析功能；但对于数据量较大的信

息源，树形布局和网络布局的整体分析情况相对较好。而且

随着数据量的增大，复杂度的提高，系统分析过程中的各项指

标均变差，空间利用率变大、清晰度降低和时间开销增加。

对于较为大型数据的分析，由于受空间的限制，效果图显

示的比例调得很低，用户只能看到大致的形状，例如图 3所示，

图中每一个节点的详细信息要在更高的显示比例下才能显示

出来。而一旦将显示比例调高，布局占用的空间就会变大，用

户使用时需要频繁滚屏，使用不方便。

根据以上的实验结果表明本文设计的数据可视化分析系

统满足分析各种日常信息数据的要求，例如电话报单信息、邮

件来往记录和金融交易等，不同类型的数据可以选择相应的

布局算法，各种分析指标也均在人为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由此

证明了本文所提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同时系统利用了成

熟的第三方控件，为开发程序设计和优化算法提供了充裕的

条件，因此为数据可视化软件的后续开发提供了一条可持续

的解决途径。

4 结束语

本文设计与实现了一种基于第三方控件开发的数据可视

化系统，充分利用技术成熟的控件，避免了从零开始对每个算

法细节进行实现，提高了算法的效率和稳定性。基于 ILOG 组

件和DotNetBar控件开发是一种外部开发机制，它具有较强的

独立性，按一定方式调用宿主程序的功能模块，而不与宿主程

序发生关系。这些功能模块的功能可被认为是二次开发应用

程序内部功能，与二次开发应用无缝连接，并直接在程序中实

现，为数据可视化的具体应用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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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种布局算法分析两个不同数据的各项指标

布局 节点数
空间利

用率
时间/s 清晰度 节点数

空间利

用率
时间/s 清晰度

圆形

放射

树形

网络

203

203

203

203

高

高

高

高

3.12

3.16

3.25

3.18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1847

1847

1847

1847

低

一般

一般

高

34.61

35.33

43.57

48.96

一般

好

较好

较好

图 2 系统运行的初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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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通话记录通过系统分析可视化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