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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统计数据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基本、最重要的信息资源，

是国家进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决策依据，是社会公众了解

国情国力、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主要信息来源。传统的统计

数据分析可视化表达方式侧重于图表分析与概括性的计算分

析，往往忽略或简化了统计信息的空间分布特征。随着计算

机技术的发展，基于地理空间数据整合多来源、多部门的统计

数据资源，利用 GIS 的空间可视化技术来表达统计数据包含

的信息已经成为统计数据资源利用的新途径。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是用于

采集、模拟、处理、检索、分析和表达地理空间数据的计算机系

统 [1]。在地理信息系统中，空间信息可视化从表现内容上来

分，有地图 (图形)、多媒体、虚拟现实等；从空间维数上来分

有二维可视化、三维可视化、多维动态可视化等 [2]。目前，地

理信息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资源调查、灾害、环境监测、规

划、电力、商业等领域，应用日趋广泛，已形成为一门新兴的

独立产业 [3]。

1 GIS 可视化技术

可视化，也称作科学计算可视化(visualization in scientifical

computer，VISC)，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

速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新兴技术。1987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给 VISC 下的定义为：“VISC 是一种计算方法，它将符号或数

据转换为直观的几何图形，便于研究人员观察其模拟和计算

过程，是用来解释输入到计算机中的图像数据，并从复杂的多

维数据中生成图像的一种工具”[4]。科学计算可视化一般包括

模拟、预处理、映射、绘图、解释等 5 个过程，可以支持后处理、

跟踪处理、驾驭处理。根据空间的特点等方面的应用与应用

实际需要，空间信息可视化完整的过程应包括数据组织与调

度、静态可视化、过程模拟、探索性分析等 4 个过程 [5]。

GIS可视化技术是目前信息领域中广泛应用的一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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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理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地图学、认知科学、信息传输学

与地理信息系统为基础，并通过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多媒

体技术动态、直观、形象地表现、解释、传输地理空间信息并揭

示其规律。地理信息系统的多维可视化是指采用 2.5 维、三维

和四维等地图表现形式来反映地理客观的多维特征[5]。在 GIS

中，地理信息可视化的内容主要包括 [6]：

(1)地图数据的可视化表示。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地图数

据的屏幕显示。我们可以根据数字地图数据分类、分级特点，

选择相应的视觉变量(如形状、尺寸和颜色等)，制作全要素或

分要素表示的可阅读的地图，如屏幕地图、纸质地图或印刷

胶片等。

(2)地理信息的可视化表示。这是利用各种数学模型，把

各类统计数据、实验数据、观察数据和地理调查资料等进行分

级处理，然后选择适当的视觉变量以专题地图的形式表示出

来，如分级统计图、分区统计图和直方图等。这种类型的可视

化正体现了科学计算可视化的初始含义。

(3)空间分析结果的可视化表示。地理信息系统的一个很

重要的功能就是空间分析，包括网络分析、缓冲区分析、叠加

分析等，分析的结果往往以专题地图的形式来描述。

2 传统的统计数据可视化

传统的统计信息系统其数据可视化表达比较单一，主要

通过对统计数据库的指标查询，以二维表格的形式表达查询

结果，其数据分析结果的表现方式也比较简单，主要有报表、

统计图表和用文本描述传统常用统计分析 (如升序、降序、最

大值、最小值、平均值、中值、方差、协方差标准差、四分数、主

成分分析、聚类分析、多元线性分析)的结果等。其中，报表是

将统计分析的指标或分析结果以二维表的形式表现出来，由

行、列单元表格组成，内容包括统计指标数据或分析结果数

据，包括文字和图片，如 Excel 格式的报表。统计图表一般用

来表示有关数量之间的关系，以点、线、面等形式来表达统计

数据的特点、变化趋势等，比单纯的二维数据表格报表更加形

象具体，使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常用的统计图有点状统计

图、条形统计图、折线统计图、面积统计图、饼状统计图、雷达

统计图等。

3 统计数据时空特性

在我国，国家统计数据是以行政区位为基本单元来收集

的统计型数据集，统计数据的每个指标都有一个地理统计单

元与之对应，不同的年份统计指标有所变化而且统计指标的

值也会发生变化，即统计数据有统计指标(体系)、时间、空间等

属性，可以概括为统计数据的指标维、时间维、空间维 3 个维

度[7]，如图 1 所示。

统计数据的时间维体现在指标所反映的时间跨度上，目

前主要时间尺度包括：年、季度和月等。统计数据可以具有不

同的时间属性，例如年度统计数据属于某一年份、季度统计数

据属于某一年的某一季度等。统计数据的指标维主要是指标

的分类，每个指标类中包含各种各样的指标。对于不同的行

政级别有不同的统计指标体系。如 2005 年《中国统计年鉴》

公布，对于省级行政单元，统计数据可以分成自然资源、国民

经济核算、人口、农业、工业、建筑业等 20 大类。随着时间的

变化统计指标的类别也会有所改变。

4 基于 GIS 的统计数据可视化

4.1 可视化体系

传统的统计数据的可视化表达方式仅仅体现出了统计指

标和时间两种属性，比较片面，并不能准确反映统计信息在空

间上的演变与发展规律。基于前文分析，统计数据有统计指

标 (体系)属性、时间属性、空间属性等属性，在传统的可视化

表现方式基础上结合 GIS 的可视化技术，建立基于 GIS 的统

计数据可视化体系，如图 2 所示。

基于 GIS 的统计数据可视化体系结构可以分成数据层、

逻辑层、可视化层，关联可视化和分析结果可视化构成可视化

层，是可视化的两个层次。

数据层就是数据库管理系统，负责管理统计数据和空间

数据的存储与读写，执行大量数据的更新和检索。由于每年

都有不同的统计数据，而且数据量大，指标数以千万计。而空

间数据也不断更新，不能简单地把统计指标作为地理空间的

行政单元的一个属性字段与空间数据一起存储，因为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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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数据库数据表所支持的字段数有限，远远不能满足统计

指标数量大的特点。因此，可以通过建立元数据来描述统计

数据和空间数据及其关联，解决空间数据和统计数据整合以

及统计数据多样性的问题，实现空间数据与统计数据(包括时

间属性) 的无缝整合。因此，数据层有 3 个数据库结构，统计

数据库、空间数据库和对它们进行关联、描述的元数据库。

逻辑层又称功能层。功能层相当于应用的本体，它是将

具体的业务处理逻辑地编入程序中，包括对数据库的访问、对

元数据的解析、对查询结果的统计分析和空间插值分析等，是

数据读取、数据分析和数据可视化的桥梁。

关联可视化是通过使用数据库访问组件从数据库中读取

数据后，利用统计数据和空间数据的关联关系，直接用可视化

的相关组件表达读取的数据，如用表格、统计图表表现或通过

统计数据与空间数据的空间对应关系用专题图的形式表达。

分析可视化则是在对数据库查询结果进行传统的统计分析及

空间插值分析后，对分析结果进行可视化表达，其表达方式有

表格、统计图表、专题图、栅格图、等值线图和三维显示。

4.2 可视化流程模式

基于GIS的统计数据可视化的流程包括行政单元选择与

定位、指标数据查询、表格分析、空间插值分析、矢量化、表格

显示、专题图显示、统计图显示、栅格图显示、等值线显示、三

维图显示和文本描述等几大功能模块，各功能模块以数据表

格为中心实现各功能之间的相互关联，如图 3 所示，这符合人

们重点关注统计数据首先查看统计数据的习惯。可视化的流

程的切入点有两个，一个是从选取行政单元开始进行统计数

据查询，另一个是直接从选择指标构造 SQL (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语句开始进行统计数据查询。从两个切入点开始的

统计数据的查询结果在数据表格中显示，然后对表格中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空间插值分析以及图形化的表达，可视化的流

程模式如图 4 所示。

5 基于 GIS 的统计数据可视化实现与应用

国家 863 项目“国家社会经济统计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主

要解决 GIS 与海量统计数据的整合，提高统计部门的信息化

水平，为国家和地方的决策提供信息服务，为政府机关、企业、

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社会大众提供统计信息服务。项目开

发的系统包括统计局内部局域网使用的 C/S 结构的国家社会

经济统计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广域网使用的 B/S 结构的国家

社会经济统计电子地图以及单机环境 C/S 结构的国家社会经

济统计电子地图。这 3 个系统采用国产 GIS 软件 SuperMap 作

为基础开发平台，统计电子地图采用VB6.0 作为开发环境，统

计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和 Web 统计地理信息系统采用 VS. NET

作为开发环境，采用同样的统计数据可视化体系和可视化流

程，不随开发结构和开发语言的不同而改变。统计地理信息

系统平台和Web国家社会经济统计电子地图已经在国家统计

局运行；单机版国家社会经济统计电子地图也已经在很多科

研院所、高校中使用并且从 2005 年开始在每年的两会期间供

两会代表使用。通过以上任意一个系统，用户都很方便地查

询我国省、市、县不同行政等级不同行政单元的统计数据，能

够根据需要以任意的指标组合来进行查询，对查询出来的数

据进行常用的统计分析和空间分析，能够根据需要以任意的

指标组合来动态地制作统计图表和各种专题图，如图 5(a)、(b)、

(c)所示，最新的软件系统也实现了栅格图、等值线图、三维显

示图的制作，如图 5(d)、(e)、(f)所示。

6 结束语

GIS 是迄今为止能够表达空间信息的最有效的手段，是

一门综合的学科。利用 GIS 的可视化技术对统计数据进行可

视化表达，是进行统计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的重要方法。在建

设统计地理信息系统时，充分利用 GIS 的可视化技术将是统

计 GIS 的重要发展方向，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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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业务逻辑层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验证、处理、操作。用户

界面层也负责显示业务逻辑层的数据处理结果。基于 Revit

平台的工程量自动计算系统得用户界面层的功能主要有：①显

示一个 Revit设计中的所有模型图元实体；②用户选择了某个

模型图元实体后，显示该实体的所有属性，包括所套用的定

额；③用户可以增加和修改该模型图元实体所套用的定额。

业务逻辑层包括所有的业务规则、数据验证、操纵处理数

据和程序的安全性。在工程量自动计算软件中，业务逻辑包

括所有的行业规则、国家政策规定的和计算各种建筑元素的

造价的算法，例如计算墙工程量时需要遵循砖石墙或者混凝

土墙的计算扣减规则。

数据存储层一般由一个或多个数据库组成。多数系统的

数据存储层使用关系数据库技术，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对象

数据库技术。虽然对象数据库技术在数据库市场上不占统治

地位，但最近几年，对象数据库技术发展的已相当的成熟，足

以满足某些应用程序数据存储层的要求，对于一些应用程序，

使用对象数据库技术要比使用关系数据库技术更合适。在本

系统中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把我们需要的数据 (每个部

件关联的定额以及计算规则)建立正确且健壮的联系，我们把

数据存储在自己建立的数据库中，重点是建立和内部数据库

数据的联系。

4 实验数据

在本 QC 系统中，我们打开一副 Revit 绘制的图形文件，

我们对此图形不做任何修改，使用 QC 系统，对需要进行工程

量计算的墙体套用定额、设置计算规则，如图 3(实验数据)所

示。然后我们对其中一堵墙(图 3 中标志)进行计算，设置计算

规则中墙体扣除屋面板、门窗洞，计算结果如图 4 (计算结果)

所示。表明本 QC 系统在共享设计图纸、展示更逼真的设计效

果的前提下，其计算结果可以达到甚至超过当前其它平台工

程量计算软件计算结果的精度。

5 结束语

相对于传统的以自主开发平台和以 AutoCAD 为平台，以

Revit为平台的工程量计算软件拥有更大的优势，随着国内Re-

vit 软件的不断普及，相信以此为平台的软件的前景会越来越

好。本文论述了以 Revit 为平台的工程量计算软件的优势所

在和技术的可行性，为未来工程量计算软件的开发提供了一

种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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