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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平行坐标的航道规划可视化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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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为解决多维海洋环境数据对海洋航道规划的影响,提出了一种基于交互式平行坐标的海洋数据融

合可视化分析方法。 设计平行坐标作为交互工具,提取用户关注的高维数据区域;根据数据的拣选条件,
利用 GPU 强大的并行处理能力实时的将多维海洋环境数据进行融合,并通过颜色映射法进行可视化表

达;通过坐标变换,将二维纹理紧密的贴合在三维地球表面上,在地理层面上进行全局宏观展现。 实验结

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为海洋航道规划提供辅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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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address the impact of multidimensional marine environmental data on ocean channel planning,
th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method for ocean data fusion based on interactive parallel coordinates is proposed. Design of
parallel coordinates as an interactive tools,extract the high dimensional data area which user attention. According to
the data selection conditions,the use of GPU strong parallel processing capabilities in real鄄time multi鄄dimensional ma鄄
rine environment data fusion,and through the color mapping method for visual expression. Through the 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the two鄄dimensional texture closely fit on the surface of the three鄄dimensional earth,at the geographical
level of the overall macro show.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provide an auxiliary
means for ocean channe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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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航道是指在内河、湖泊、海洋等水域内供船舶

安全航行的通道,由可通航水域、助航设施和水域

条件组成。 海洋交通航道运输安全主要由人为因

素、船舶因素、环境因素造成[1鄄2]。 其中海洋环境

因素对航道规划有着重要影响。

目前,人类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的活动越来越

频繁,海洋环境数据也不断增加,形成了“海洋大数

据冶。 如何从众多数据中抽取有价值的信息形成知

识,最终支持海运、海监等部门指挥决策显得越来

越重要。 计算机可视化技术一方面从 2 维、2. 5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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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到三维甚至 n 维的海洋环境数据进行展示,另
一方面面向知识发现的海洋数据的可视分析为海

洋大数据的知识发掘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近年

来已经发展成为海洋大数据方向的研究热点[3]。
国内外研究学者对海洋环境数据可视化集中

在单一要素“三维空间 +时间冶 的过程表达,如
Chen 等人[4鄄6]分析了三维虚拟地球在海洋数据处

理方面应用的优势,并在此基础上,研发了一套三

维海洋信息操作平台系统,实现了大量海洋环境

数据的集成和可视化;Fei 等[7] 采用了插值法连

续生成了海洋温度的三维空间数据场,融合了体

视化技术,提出了海洋温度场的重建方法;何亚文

等[8]重点介绍了时空可视化的方法,并提出了中

国南海的海洋环境数据的可视化架构原型系统,
突出了面向过程的可视化方法;Kulawia 等[9]将三

维空间加上时间维,设计了四维时空数据模型,实
现了针对海面高程、潮汐、温度场、风暴潮、二氧化

碳通量的动态可视化表达。
然而,海洋各类信息数据不是孤立存在的,可

视化辅助海洋应用决策往往是在海洋环境数据分

析后作出。 考虑坏境因素对船舶航行安全影响应

该综合考虑风、浪高、洋流流向、能见度的影响程

度,借助海洋环境数据多特征融合来规划海域航

道,为船只提供较科学安全的行驶路径是目前海

域部门面临的新问题。 支持辅助决策一般需要领

域专家或者高层管理者有“分析鄄反馈鄄再分析鄄再
反馈冶的螺旋渐进式分析环境。 而传统的海洋数

据可视化技术主要关注数据本身的展现,难以形成

人在回路中的交互式分析过程。 本文的主要工作

是提出面向辅助决策的可视分析手段鄄交互式平行

坐标,结合影响船舶航行安全的高维海洋数据融合

可视化,实现支持航道宏观规划的目的,并通过实

际数据进行实验,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平行坐标可视化分析过程

本文为了达到航道规划的效果,将影响航道的

海浪高度、水汽含量、海风强度以及洋流强度四个

方面作为平行坐标的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其基于交

互式平行坐标的可视化分析过程如图 1 所示。
通过上述过程,用户不仅能够有效掌握各维

度信息,同时能够将这些制约因素在地理层面上

进行全局宏观展现。

图 1摇 交互式平行坐标的可视化过程

Fig. 1 Interactive visualization of interactive parallel
coordinates

1. 2摇 平行坐标设计

平行坐标法由 Inselberg 提出[10],是展示高维

数据的一种有效可视化手段。 通过将 n 维数据映

射到二维平面上来表达高维数据可视化。 其原理

是将高维数据的各个变量用一系列相互平行的坐

标轴表示,变量值对应轴上位置,即将 n 维欧式空

间的任意一个高维数据点 映射到二维平面上的

一条曲线。 其基本思想是将 n 维数据表示成 n 条

平行轴线,每条轴线代表一个维度,轴线两端分别

表示该维数据的上下界[11]。 每条数据记录则是贯

穿所有轴线的一条折线。 平行坐标可以表示超高

维数据,并且常用来判断多维信息的相关性。 基于

三维场景可视化形象直观,但难以表现高维数据,
平行坐标为海洋环境多维可视化研究提供了新思

路[12]。 如将数据集映射到平行坐标,如图 2 所示。
其中为数据集在平行坐标上的数据表示。

目前,在海洋环境数据可视化研究中,采用三

维场景与平行坐标相结合的方法较少,传统应用

平行坐标进行多维数据可视化分析时,主要用于

效果呈现,较少考虑用户的交互,无法充分体现平

行坐标在多维数据可视分析中的作用[13]。 区别

于传统平行坐标直接呈现所有数据的方式,交互

式平行坐标允许用户动态增删数据。 借鉴数据集

聚类以及说明性平行坐标方法的展现效果,本文

用条带替代原有的折线表达方式。 条带以矩形方

式呈现,与平行坐标各维度都有上下两个交点,称
为端点,表示各维度当前操作的数据范围[14鄄15]。
条带各维度端点允许随意拖动,如图 3 所示,用户

可通过鼠标拖动调节各维度轴上的数据范围,与
三维地球上的海洋环境融合数据形成动态联动。
考虑到关注维度的重要性不同,将维度轴设定为

顺序可提交,提升用户的交互分析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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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折线式平行坐标

Fig. 2 Polyline parallel coordinates

图 3摇 条带式平行坐标

Fig. 3 Striped parallel coordinates

1. 3摇 基于 GPU 的多维海洋环境数据可视化

本文实验通过四个维度进行分析,不同的维

度对应着不同的海洋环境数据,为了便于快速绘

制,实验用到的海洋环境数据均以二维纹理的形

式存储在 GPU 端,利用 GPU 强大的并行处理能

力实时进行数据的融合绘制。 在此过程中,通过

鼠标拖动调节平行坐标上各维度轴上的数据范围

得到了多维数据的纹理信息,将所有的纹理信息

进行融合得到新的二维纹理,再将该纹理信息通

过颜色映射的方式进行可视化表达。 具体的渲染

实现流程如图 4 所示。

图 4摇 条带式平行坐标的渲染过程

Fig. 4 The rendering process of striped parallel co鄄
ordinates

1. 4摇 坐标变换

可视化过程中使用的数据已存储为纹理,所
有数据的纹理坐标均被归一化。 因此为了将其放

在椭球体的正确位置,就要对其进行坐标变换,具
体变化过程分为三步。

(1)顶点的平面坐标向纹理坐标转换,见公

式(1)所示:

xt =
xp

Nlon
,yt =

yp

Nlat
(1)

式中: (xp,yp) 为顶点的平面网格坐标;
Nlon 、 Nlat 为经、纬度上采样点数; (xt,yt) 为转换

后点的纹理坐标。
(2)纹理坐标转换为经度、纬度和高度坐标,

如公式(2)所示:
兹lon = 兹min,lon + (兹max,lon - 兹min,lon)xt,
兹lat = 兹min,lat + (兹max,lat - 兹min,lat)yt,
Halt = T琢 + 茁

(2)

式中: 兹lat , 兹lon , Halt 分别为要转化成的纬度、
经度和高度; T为数据纹理中坐标 (xt,yt) 处的数

据值; 琢 、 茁 指的是高度缩放系数,其可任意放大,
缩小高度比例便于直观查看、分析数据分布规律。

(3)经度、纬度、高度坐标向地球面上坐标转

换,如公式(3)所示:
X = (N + Halt)cos兹latcos兹lon,
Y = (N + Halt)cos兹latsin兹lon,
Z = (N(1 - 酌) + Halt)sin兹lat

(3)

着 =
re - rp

re
,

酌 = 2着 - 着2,

N =
re

1 - 酌 sin2兹lat

(4)

式中: X 、 Y 和 Z 是地球面坐标; re 、 rp 是地球

赤道半径、两极半径; 酌 , N 由公式(4)计算所得。
坐标变换后,地球表面呈现出了原矩形平面

网格如图 5 右边所示。

图 5摇 矩形网格到球面网格坐标变换

Fig. 5 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 from rectangular
grids to spherical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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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平面网格的横坐标对应地球纬度,纵坐

标对应地球经度。 数据值在完成坐标转换后,采
样点已经具有了三维坐标,且任意经纬度上的采

样点,都只有唯一的高度坐标与之对应。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结果

根据上述研究工作,本文设计并实现了可视

化原型系统。 本实验采用 MFC 开发框架在 Win鄄
dows7 操作系统下实现的,测试硬件配置为 CPU鄄
Intel i7,内存鄄8G,显卡鄄英伟达 GTX760TI。 实验

以 C++语言结合 OSG(OpenSceneGraph)三维渲染

引擎在 VS2010 开发平台下完成实验设计与开

发。 实验数据选取全球海洋某一时刻的水气含

量、海面浪高、海风强度以及洋流四个维度进行分

析。 数据覆盖范围为 180毅W ~ 180毅E,90毅S ~ 90毅N。
随着全球变暖和一系列生态安全问题的涌现,北
极航道通航情况影响着船舶的行驶安全及其能否

商业化的价值。 而白令海峡是中国到北极的必经

之路,因此以太平洋北半球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国

到白令海峡之间海域中的航道规划,实现基于海

洋环境数据融合航道规划可视化平台,为航道的

设置提供安全保障。 利用控制变量法,在保证其

它维度的条目取值不变的前提下,调节某一坐标

轴的值域,观察数据可视化的效果,分析出相对安

全的航行通道。

图 6摇 航道规划可视化效果图

Fig. 6 Visualization of waterway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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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图 6 为四种不同海洋环境数据影响下的航道

规划后可视化方法的展现,按照满足航行的条件

设定好一定的海浪高度,洋流数据、水汽含量、海
面风场遥感数据后,红色区域为航道中危险概率

较大的海域位置,船舶应该尽量避免行驶在这样

的海域。 其中,通过改变任意变量,得到不同的可

视化结果。 图 6(a)为调节海浪高度数据,航道规

划的可视化效果;图 6(b)为调节水汽含量数据,
航道规划的可视化效果;图 6(c)为调节海风强度

数据,航道规划的可视化效果;图 6(d)为调节洋

流强度数据,航道规划的可视化效果。
2. 2摇 讨论

由以上可视化的效果可以看出,只考虑海浪

高度、水汽含量、洋流数据和海面风场四种环境因

子的情况下,图中绿线表示的船舶在此条件下所

适合的航道示意图,不管调节哪个变量,对航道都

会有一定的影响,改变航道的方向。 而对于航道

的影响不单单是一种海洋环境所能决定的,在实

际应用研究中,通过本文方法将海洋中多维抽象

数据以影响实际航行的权重函数的方法融合后集

中直观的展现,并且随着数据维度的增多,对航道

的影响更加苛刻,所呈现的信息会越来越准确,为
实际应用问题提供一种快速、有效的分析方法和

解决方案。

3摇 结摇 论

本文通过平行坐标将海洋环境数据进行融

合,实现了海洋部分环境数据可视化技术下的航

道规划路径选择问题,当然正如本文所述,海洋各

类信息数据不是孤立存在的,水上船只交通安全

运行航道规划路径仍然需要有更大量的环境数据

支持下,才能使得海洋上的船只更加安全高效的

行驶。 本文只对海上对船舶影响较大的风、浪、海
流,水汽含量等海洋环境数据决策下航道轨迹规

划提供数据融合下的帮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

助船舶行驶人员提供决策支持。 在航道规划的工

作中,今后仍然有大量细致的工作要做。 例如,目
前航道规划采用的是某一时段多特征海洋数据作

为考虑因素,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 未来,我们将

会靠虑船舶运行和海洋数据的动态性和时变性,
进一步研究维海洋时变数据可视分析技术,为航

道规划和船舶航行控制提供更有力的辅助决策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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