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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的数据

• 社会学、政治学
• 社交媒体数据

• 人文、历史
• 人物生平、作者作品故事

• 经济、产业
• 交易网络
• 产业链

• 法律
• 法条、判例

• ….



可视化 - 我的观点

• 表达性
• 一图胜千言

• 信息传递
• 传递信息、产生知识

• 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
• 与领域专家、领域问题紧密结合

• 可交互性
• 支持迭代地探索
• 良好的用户反馈
• 自然人机界面

• 美观性
• 让用户有用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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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ler et al. 1987] 



可视分析

• 可视分析是利用交互的可视化界面进行
分析推演的科学

• 结合了自动算法
• 新颖的交互界面
• 视觉设计

• 可视分析的目的在于将人放在分析的重
要位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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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et al. 2005]



社交媒体数据（以微博为例）

5

• 用户
• 微博

• 时间
• 地点
• 内容
• 图片、视

频等
• 转发行为



社交媒体数据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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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数据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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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地理空间数据的社交媒体可视分析



高覆盖面与覆盖人群的地理数据



研究挑战：轨迹的稀疏与不确定性



高斯混合模型 – 时间不确定性

• 理论基础
• 每种交通工具的时间花费对应一个分布
• 在交通建模领域，高斯模型可以用来描
述通用的时间花费分布

• 不同的交通工具/移动模式有它自己的分
布

• 输入：移动轨迹
• 输出：

• 带有置信区间的类别信息
• 推断的语义信息



不确定性模型 – 案例说明
• 往返北京和成都的移动行为

• 1) 原始的时间花费分布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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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模型 – 案例说明
• 往返北京和成都的移动行为

• 1) 原始的时间花费分布 (a)
• 2) 过滤异常值（时间花费小于1小
时、大于60小时）

• 3) 用模型的不同参数得到的结果 
k=3,4

• 4) 研究 (d)中的四个峰值
• 5) 用外部数据，包括飞机、火车
时刻表等进行辅助验证

• P1：坐飞机
• P2：飞机延误
• P3：坐火车
• P4：延时高，无法判断

(a) (b) (c) (d)

Top 30 Keywords distributions in each peak of (d)



带有地理空间数据的社交媒体可视分析



带有地理空间数据的社交媒体可视分析（1）



带有地理空间数据的社交媒体可视分析（2）



带有地理空间数据的社交媒体可视分析（3）





社交媒体人群移动规律可视分析小结

针对稀疏轨迹的交互式可视分析
结合不确定性模型
视觉的反馈机制
分析的迭代循环

在物理空间中探索移动群体的规律



社交媒体数据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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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ap (Information Diffusion Map)算法设计
与视觉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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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ap的颜色映射。四个系列的颜色分别映射每个社群的4个高维空间，
12种高维属性。雷达图展示了选择社群的每个维度上值的比较。



D-Map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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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ap信息流动可视分析



D-Map社交媒体人物画像



社交画像

左上角的特征，即很少社群也很少交流，

代表账号：服务账号



Case 2: People Portrait

多社群，强中心
社群之间相互影响较少

代表账号：微商

重复模式

强中心



社交画像

多社群、双中心

代表账号：被大V带着转发的（相对）小V

双中心结构

不同的领地分布



Case 2: People Portrait

右下角，多个活跃社群与平均分布的特征

代表账号：领域专家

强影响力

关键人物



D-Map小结

• 设计了新颖的地图隐喻的可视化形式
• 描述一个人的一系列微博的信息传播、影响人群
• 以及转发人群的社群分布

• 将复杂的转发网络空间映射到一个具有视觉总结特征、可探索的
地图空间中，并设计了一套可视分析流程支持社会学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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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数据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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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比较两个人的社交网络流

他们倾向使用什么样不同的
关键词、讨论什么话题？

他们不同关键词的频率区别？

在不同的时间，谁更倾向讨
论什么？



挑战与需求

比较社交媒体数据流
- 动态性

 - 关键词的多样性
- 如何从不同角度去比较

需求：
将时间信息、文本信息对齐以支持比较



可视化隐喻 - 河流与桥梁

河流图

Source:https://datavizcatalogue.com/methods/stream_graph.html



Co-Bridges可视化隐喻

相连接 – Connection

相对应 – Correspondence

可比较 – Comparison

支持的比较任务
不同粒度动态的时序比较
定性与定量的比较



示例数据

美国大选（2016）

Hillary Clinton（粉色）
Donald Trump（蓝色）





可视分析系统： (a) 重要关键词网络 (b) Co-Bridges视图 (c) 细节视图



可视分析探索与比较



比较的比较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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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http://simingchen.me
http://fduvis.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