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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系统变化对我们的生产生活和健康等各个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生态覆被数据中蕴含了生态系统变化的

重要特征. 为了利用生态覆被数据研究生态系统的空间划分和时序变化, 本文基于生态数据转移矩阵, 建立了区域
生态覆被变化数据模型. 然后设计了基于降维算法的生态变化可视分析系统 ECOVIS, 其中改进的桑基图用以实现
对生态覆被变化数据的可视化, 可交互散点图被设计用来进行交互聚类分析, 基于地图的热图用来显示选中聚类数
据在空间上的分布. 本文利用该系统应用到我国生态覆被数据中, 实现对局部地区森林和城镇变化的时序可视分
析, 和对整体生态空间的聚类划分分析. 分析结果证明该方法对生态系统数据具有较好的空间聚类和时序对比功
能, 可以提高生态覆被数据的分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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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system change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our production, life and health. The ecological cover data
contains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ecosystem changes. In order to use ecological cover data to study the spatial division
and time-series changes of ecosystems, we establish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cover change data model based on ecology
data transfer matrix. Then the ecological change visual analysis system ECOVIS is designed based on the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algorithm, in which the improved Sankey chart is used to realize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over
change data, the Scatter plots are designed for interactive cluster analysis, and map-based heat maps are used to displa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elected cluster data. The system i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of ecological cover in China. We
analyze the time sequence of forest and town changes in local areas, and to cluster and divide the whole ecological space.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has good spatial clustering and time sequence comparison functions for the data
of ecological system, which can improve the analysis of ecological cover data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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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土资源丰富, 单草地面积就高达约 392 万 km2,

以较好地分析区域生态系统变化的特征, 研究各类型

居世界第二位. 国土资源生态覆被不同类型之间的相

的转移转化关系 [4]. 矩阵数据也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在

互转换一方面取决于自然环境的变化, 另一方面, 国家

生态系统研究的各个方面 [5–7] . 转移矩阵中包含多种

的相关政策也对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影响, 比如退耕

特征, 关系错综复杂, 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生态系统

[1]

等都是对不同生态类型的

转移矩阵深度挖掘生态系统的详细特征是当前生态

再定义和重新分配, 以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人

系统研究领域的一个难题 [8], 以往该领域的研究主要

民生产生活的需要. 生态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

利用人工统计的方法得出若干结论, 或通过曲线图对

类型之间的面积变化及其比例的对比, 从而分析变化

特定维度的数据进行可视化. 这些方式较难体现出生

趋势, 判断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效果, 为下一步发展做好

态数据内部包含的逻辑关系 [9]. 转移矩阵来源于系统

决策, 生态变化数据的研究是生态安全的基础技术支

分析中对系统状态与状态转移的定量描述. 一般用二

撑, 为生态决策提供支持.

维表来表示, 从中可以查看各个生态类型间相互转化

还林政策、退牧还草工程

当前我国生态覆被分析具有以下 3 点迫切需求:

的情况. 比如某一类别的土地转化成其他类型土地的

需求 1. 对多个类型生态覆被转移变化进行整体和

比例等, 描述了前后两个时刻之间覆被发生转变的对

局部的对比分析;
需求 2. 对生态覆被时序变化的分析. 在考虑整体
变化的影响下, 分析某一区域生态覆被变化;
需求 3. 生态覆被空间划分分析. 对具有相同变化
趋势的区域进行空间聚类, 研究不同空间的相似性.

比信息. 转移矩阵可以从栅格图像中计算得到, 也可
以从两个矢量文件中计算获得. 以上研究主要通过表
格和热力图的方式加以呈现. 这些方法较难给用户以
直观的数据呈现, 并且只能刻画某一个时刻生态覆被
类型的分布, 无法体现出生态转移的整体状态, 也无

本文针对以上需求研发了 ECOVIS 系统. 该系统

法较好地让用户对感兴趣数据做更进一步的可视化

利用可视化交互设计实现了对生态数据的可视分析.

交互分析. 本文针对生态系统格点数据中隐含的转移

解决了生态数据的空间划分和时序分析需求. 本文的

特征信息, 设计有效的可视化算法和交互方案, 为生

主要贡献包括:

态覆被类型的转化特征从全部到局部提供可视化分

(1) 设计了一种有效的转移矩阵可视化视图, 可以
从全局和局部交互式地对生态变化进行可视化;

析方法, 为分析生态系统中各覆被类型的变化趋势提
供技术手段.

(2) 实现了一套针对生态变化数据的可视分析系
统 ECOVIS, 可以在考虑整体变化背景下分析某一生

2 数据模型

态类型的时序变化;

2.1 数据介绍

(3) 实现了基于 T-SNE 降维算法的散点图, 可以对
生态数据进行空间划分.

本文实验数据是我国 2000 年和 2010 年的生态系
统格点数据, 数据编码采用 LUCC 分类土地利用体系.

本文第 1 节介绍了生态系统数据可视化的研究现

每一个数据格点代表不同的生态覆被类型, 包括耕

状; 第 2 节介绍了基于转移矩阵设计的数据模型; 第

地、林地、 草地、水域、城乡、未利用等, 其中每一

3 节介绍了针对数据模型的可视化方法; 第 4 节介绍了

类包含多项子类, 比如未利用土地包括沙地、戈壁、

可视化交互方法; 第 5 节利用用户使用案例来证明本

盐碱地、沼泽地、裸土等多项子类. 根据格点数据代

文方法的有效性; 最后一节对本文系统进行了总结和

表的生态覆被类型, 对比两个年份的变化, 统计不同转

展望.

换发生的总量累计和, 可以得到不同覆被类型之间转
化的矩阵数据, 即转移矩阵. 矩阵对角线表示没有状态

1 相关工作

变化的覆被类型占比数量, 转移矩阵主要反映了区域

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 以遥感数据作为生态系统
监测与评价的基础已成为宏观生态学研究的重要手
[2]

段 , 其中用到的研究数据特征中最为重要的是生态
[3]

系统转移矩阵 . 借助生态系统的转移矩阵特征, 可

内生态变化情况.
2.2 数据处理
如表 1 所示, 即为一个典型的转移矩阵, 转移矩阵
统计局部区域格点的变化值, 该值基于格点的数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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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转移矩阵是一个非对称的矩阵, 矩阵的对角线和非

分析不影响转移矩阵的整体研究.

对角线上的数据代表不同的转移类型, 需要分开进行

2.2.1

可视化预处理. 以下将从对角线上的同类型转换和非

同类型转换

对角线上的异类型转换两方面阐述.
表1
类型

同类型转换矩阵 I, 只有对角线上的值不为 0, 可
以将之转换为一个一维数组IA, 映射关系为:
IA = [δi ] (0 ≤ i < M, δi = Iii )

2000~2010 年全国生态系统转移矩阵 (km2)

森林

灌丛

草地

湿地

农田

城镇 荒漠 其他

森林 1.9 e5
灌丛 369
草地
48
湿地
62
农田 118
城镇
22
荒漠
0
其他
0

23
1.8 e5
135
161
1862
145
238
0

327
425
1.7 e5
3436
9134
1653
1613
24

30
33
1743
1.1 e5
447
130
683
1

137
375
2701
280
1.2 e5
931
247
0

0
5
33
4
176
1 e4
5
0

7
380
1327
1428
1081
363
7 e5
225

0
0
125
1
0
0
698
3e4

(4)

该数组主要体现各个生态类型之间不变数值之间
的对比关系和不同生态类型保留面积中的最大值、最
小值和均值等特征信息. 所以针对同类型转换矩阵的
可视化, 转化为对一维数组 IA的可视化, 本文采用柱状
图的可视化方式, 并附加最大值、最小值和均值的展
示即可将该类型矩阵的信息进行较好地可视化.
异类型转换

2.2.2

异类型转换矩阵 R, 对角线上的数值都为 0, 其他

定义转移矩阵 E 为 M×M 的矩阵:
(1)

元素数值表示不同类型之间的转换值, 且为不对称矩

生态系统转移矩阵中, 通常转变的面积远小于未

阵. 以下用转入和转出描述同一生态类型, 从其他类型

转变的面积, 所以一般情况下矩阵的对角线上的值远

转移过来的面积和转移到其他类型的面积. 矩阵中包

大于非对角线上的值. 在可视化的过程中, 如果将对角

含了两类数据特征: 特定生态类型变化前后的面积总

线上的元素考虑进去, 会严重影响可视化效果. 所以,

和变化情况和特定生态类型变化前后的源类型 (转换

本文将矩阵进行了拆分, 非对角线上的元素构成的矩

前) 和目的类型 (转换后) 的比例.

E = [Ei j ](0 ≤ i < M, 0 ≤ j < M)

阵定义为异类型转换矩阵 R, 即转换前后的生态系统

针对特定生态类型变化前后的面积总和变化情况,

种类不同; 对角线上的元素构成的矩阵定义为同类型

定义 R 中元素为ri j ∈ R , 可以定义按行累加和按列累加

转换矩阵 I, 即转换前后的生态系统种类相同, 亦可理

的变量, 有如下关系式:
⌊∑ M−1 ⌋
C=
ri j (0 ≤ j < M, ri j ∈ R)

解为特定生态系统保留下来的面积构成的矩阵, 定义如下:



E = I + R

I = [Ei j ](i = j)
(2)




R = [Ei j ](i , j)

i=0

D=

⌊∑ M−1
j=0

⌋
ri j (0 ≤ i < M, ri j ∈ R)

(5)
(6)

同类型转换矩阵体现的是生态系统中的不变面积,

其中, C 为按列累加得到的数组, 该数组中元素表示第

这部分数值较大, 用来体现不同生态类型之间的不变

j 类生态类型的转出面积总和; D 为按行累加得到的数

面积数值的对比; 异类型转换矩阵体现的是不同种类

组, 该数组中元素表示第 i 类生态类型的转入面积总

生态类型相互之间的转换数量, 生态系统转移矩阵的

和. 根据式 (3) 可知, 同一生态类型, 变化总面积S c 即等

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这一类数据上, 所以异类型转换

于转入的面积与转出的面积之差.

矩阵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同类型转换矩阵和异类型转

S C = S q − S p = (S t + S in ) − (S t + S out ) = S in − S out

(7)

换矩阵之间的关联体现在, 特定生态类型变化前的面

设计分组柱状图的方式, 每一组有 3 个柱状图, 表

积S p 等于该生态类型的不变面积S t 加上转移走的面积

示一种生态类型的转出面积 S p 、变化总面积 S c 和转

S out, 特定生态类型变化前的面积S q 等于该生态类型的

入面积S q , 用冷色调表示转出面积, 暖色调表示转入面

不变面积S t 加上转移进的面积S in , 如下所示:

积, 暗色调表示变化总面积. 通过暗色调柱状图是否在

S p = S t + S out , S q = S t + S in

(3)

0 刻度以上, 可以判断该类型面积是否增加, 以及增加

其中, 不变面积 S t 在异类型矩阵中在变化前后保持不

的量. 同时可以对比多个生态类型之间的转入面积和

变, 且数值较大, 可以将这部分内容从异类型矩阵分析

转出面积.

过程中统一排除, 所以将这两部分数据区分开来进行
68 系统建设 Syste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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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情况, 可以对S out和S in 分别展开, 动态的分析两

了桑吉图的显示方式, 在右侧柱状图上附加了一个柱

者的来源类型和目的类型, 根据式 (5) 和式 (6) 分别计

状图, 用来表示转移后的覆被类型, 这样可以非常直观

算 S out 和S in 的来源类型和目的类型的占比情况, 通过

的对转移前后的覆被类型做对比可视化, 如图 1 所示.

双向交互的方式为用户呈现实时的转换比例特征.
2.3 评价模型
通过转移矩阵的性质, 我们了解到, 其本身反映了
各种类型之间的转移关系. 本文定义生态转移变化空

2010年
1% 其他

2000年
2% 其他
14% 农田
1% 城镇
2% 森林
9% 湿地
8% 灌丛

38% 农田

10% 城镇
2% 森林
16% 湿地

间为 K, 每一种类型的转移都表示变化空间的一个维
度 k p , 该维度表示一种覆被类型转移到另外一个覆被
类型的概率. 基于此, 我们定义变化空间模型如下:

{ }


K = k p , p = 1, 2, 3, 4, · · · , n
(8)


k p = Ei j , i , j
针对某一特定区域, 其评价模型计算步骤如算法 1.
算法 1. 评价模型计算算法
输入: 区域内两个时刻覆被点阵A1 和A2 .
输出: 评价模型 K.
1) 读入点阵A1 和A2 , 统计每一类转移发生的数量, 得到转移矩阵 E.
2) 计算得到评价模型.
2.1) 转移矩阵中非对角线元素Ei j 顺序赋值给第 p 个维度k p .

50% 草地

5% 灌丛
18% 草地
14% 荒漠

图1

种多样, 为了消除由于这两个因素导致的数值差异过
大, 将评价模型进行单位化, 最终模型向量分布在一
个 n 维空间球上, 其方向表示不同的生态转移类型.
数据评价模型空间的维度数量与覆被类型的数量的
平方成正比, 所以该模型是一个高维数据, 需要进行
降维处理.

改进的桑吉图

3.2 基于 T-SNE 的区域评价可视化
对特定区域进行生态变化评价, 需要对多个区域
的评价模型进行对比可视化. 但是生态覆被类型繁多,
假设只按照 7 个大类计算, 维度也高达 42 个, 为了实
现多区域对比可视化, 本文基于 T-SNE 算法设计了区
域评价可视化方法. 表 2 为一种评价矩阵示例.

2.2) 对评价模型 K 进行单位化.

由于用户感兴趣区域的面积不同, 覆被类型也多

10% 荒漠

表2

单一针对森林变化的一种评价矩阵

类型

森林

灌丛

草地

湿地

农田

城镇

荒漠

其他

森林
灌丛
草地
湿地
农田
城镇
荒漠
其他

0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数据样本集为多个预设定区域的评价模型集合

3 可视化设计

P : {pi } , 其中 p0 为用户自定义区域的评价模型, 其他

3.1 评价模型可视化

pi为预定义评价模型, 是指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设定特

通过分析, 我们得到本文定义的评价模型可以用

定覆被类型之间的转移评价模型. 比如, 当用户需要对

一个双向图来表示, 通过对比分析多种可视化方式, 选

森林覆盖面积的变化情况进行判定分析时, 可以设计

定 Sankey 图 (桑吉图) 作为模型的可视化基础. 桑吉图

森林转移到城镇用地、森林转移到荒漠、森林转移到

有左右两侧两个堆叠柱状图和中间的双向弦图组成,

农田等维度较高的模型向量和其反向量, 即城镇用地

每个柱状图表示两个时刻不同类型的比例, 弦图的宽

转移到森林、荒漠转移到森林、农田转移到森林等维

度表示该变化所占的比例, 宽度越宽, 比例越大. 该图

度较高的模型向量. 模拟生成多组符合用户意图的评

的优势是既可以全局直观的呈现各个转移覆被类型的

价模型向量, 与用户自定义区域模型向量一同进行 T-

比例, 还可以通过鼠标悬浮的方式查看某一类型的出

SNE 降维运算, 得到二维平面上的分布. 由于覆被类型

度和入度详情.

多样, 某种覆被类型转出的变化向量不一定都集中在

为了对类型转化实现更直观的可视化, 本文改进

一起, 用户自定义区域的向量投影所在的团簇判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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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二维空间距离的方法, 以自定义区域向量投影点为

森林

中心, 直线距离最近的预定义评价模型向量点即看做

城镇

荒漠

草地 水体

森林

当前用户自定义区域向量的特征相似点. 根据该算法

城镇

可以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快速得出用户自定义区域的生

荒漠

态转移情况.

草地

评价算法步骤如算法 2.

水体

算法 2. 区域评价算法
输入: 自定义区域格点集A1 、A2 和评价矩阵 M.

图3

输出: 自定义区域生态转移评价.

可交互的评价矩阵图

1) 读入区域格点集A1 , A2 和评价矩阵 M.
2) 计算自定义区域评价模型.
2.1) 根据格点集计算转移矩阵.
2.2) 利用转移矩阵计算评价模型并单位化.
3) 计算预定义评价模型.
3.1) 根据评价矩阵随机生成评价模型向量集.
3.2) 对向量集单位化, 并与自定义向量合并.
4) 对合并向量集做 T-SNE 降维可视化.
5) 根据欧氏距离判定当前点的评价.

图4

通过以上评价算法, 可以实现对用户感兴趣区域
的生态覆被类型变化情况的定性评价. 将以上算法流
程绘制为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开始

格点集和评
价矩阵输入

自定义区域
模型计算
评价模型集
合计算

图2

自定义区域并计算

分类图框选交互

4.2.2

基于 T-SNE 降维后的向量点, 通过散点图绘制出
来, 增加框选的交互方式, 一方面可以快速选中一个团
簇, 得到相关团簇的详细信息; 另一方面, 可以与地

T-SNE
降维迭代

基于欧氏距
离的判定

结束

图进行联动, 选中的点对应在地图上的区域将被高亮
显示, 如图 5 所示.

区域评价可视化流程图

4 用户交互设计
4.1 评价矩阵交互设计
设计评价矩阵的交互方式, 可以方便用户快速制
定评价矩阵, 并根据评价矩阵计算预定义模型向量, 矩
阵中选中项表示该项是否被作为评价指标, 每一项都

图5

分类图框选交互

被随机赋予一个 0.5~1 的值, 并对向量做单位化. 如图 3
所示为重点研究森林变化的评价矩阵, 预定的评价矩

5 案例分析

阵分类可以辅助队用户自定义区域的矩阵的评价.

5.1 转移矩阵分析

4.2 界面交互设计
自定义区域交互

4.2.1

区域分析需要有区域选择方法, 基于 GIS 地图, 设
计了矩阵和多边形两类区域选择方法, 通过鼠标交互
在地图上获取区域范围, 然后将该区域范围的生态覆
被数据按照数据模型计算得到数据样本点进行后续分
析和可视化, 如图 4 所示.
70 系统建设 System Construction

表 1 所示为 2000 年到 2010 年生态系统的转移矩
阵数据, 从表中可见, 对角线上的数据是非对角线上的
数据的近 1000 倍. 利用本文方法拆分后得到同类型转
换矩阵, 并转化为数组
IA =[198 739, 189 132, 172 365 1, 119 405,
126 419, 105 88, 752 210, 386 43]

利用柱状图对该数组进行可视化, 如图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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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6 可以得出, 2010 年相比 2000 年, 我国的生

型的面积比例堆叠图, 右侧为 2010 年转移来的各个生

态系统保留下来的面积中, 草地的面积最大, 城镇的面

态类型的面积比例堆叠图, 中间部分为左侧转出变换

积最小. 草地和荒漠的保留面积在平均线以上, 其他类

到右侧转入的比例连接线, 线的宽度表示转换的面积

型面积在平均线以下.

值. 其中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类型, 通过色彩让人直
观的感受到不同的生态类型的特征, 比如用黑色表示
荒漠, 用草绿色表示草地, 用黄绿色表示农田等. 右侧
的堆叠图细分为左右两部分, 左侧部分对应了来源生
态类型的颜色, 右侧部分表示了当前生态类型的颜色,
便于区分当前的生态类型种类.

图6

对同类型转换矩阵的可视化

同理可以得到:
 S =[524, 1587, 6112, 5372, 12 818,
in





3244, 3484, 250]





S out =[619, 2564, 16612, 3067, 4671,



223, 4811, 824]





S
=[−95,
−977, −10500, 2305, 8147,

C


3021, −1327, −574]

2010年
1% 其他

2000年
2% 其他
14% 农田
1% 城镇
2% 森林
9% 湿地
8% 灌丛

38% 农田

10% 城镇
2% 森林
16% 湿地

50% 草地

5% 灌丛
18% 草地

(10)

利用分组柱状图对该数据进行可视化, 如图 7.

14% 荒漠

10% 荒漠

图8

异类型转移矩阵可视化

从图 8 中可得到, 2000 年流失的生态类型中, 草地
占了一半, 城镇的流失面积最少. 2010 年转移来的生态
类型中, 农田占到了 38%, 转移成其他 (冰川或裸地) 的
较少, 通过两边的对比, 可以对发生变化的生态类型进
行全局的对比分析. 鼠标悬浮在左右区域, 都会动态扩
展当前鼠标选定的类型的详细比例信息. 以下对几类

图7

不同生态类型转入转出面积变化情况

较典型的分析结果分别阐述.
从图 9 可见, 2000 年发生转移的荒漠面积中, 转为

从图 7 可以得到, 2010 年相比 2000 年, 我国的生

森林的有 0%, 有 22% 转为了农田, 其他两类较多的为

态系统中, 湿地、农田和城镇面积总体有所增长, 增长

湿地和草地, 而且转移的荒漠比例从 2000 年的 14%

量最大的是农田, 城镇转入的面积远大于转出的面积,

下降到了 2010 年的 10%, 说明对荒漠的治理初见成效.

说明城镇面积很少转移成其他类型面积, 却较大的从
其他类型获取面积. 其他类型总体面积都呈减少趋势,
其中草地的减少量最多, 结合图 6 可知, 草地也是保留
面积最多的类型. 森林的减少量最少, 其转入转出面积

2000年
2% 其他
14% 农田
1% 城镇
2% 森林
9% 湿地
8% 灌丛

基本持平.
对 R 矩阵在横纵两个方向进行多对多的对应和比

进行交互式可视化.
如图 8 所示, 左侧为 2000 年转移走的各个生态类

农田 21%
城镇 8%
森林 0%
湿地 30%

50% 草地
灌丛 8%

例计算, 可以得到不同类型转出面积中新生态类型的
比例和转入面积中旧生态类型的比例情况. 通过图 8

2010年
其他 5%

草地 28%
14% 荒漠

图9

荒漠 0%

2000 年转移走的荒漠面积目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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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森林变化分析

5.3 城镇化分析

设定评价矩阵为森林相关系数, 并生成数据样本.

在生态分析中, 与森林变化同样重要的是城乡用

此时用户可以利用交互方式在地图上选择自己感兴趣

地变化, 如图 13 所示, 为框选的上海和京津区域, 并对

的区域, 并做可视化分析.

其进行城镇化生态判定.

分别对中国中部两个区域进行的选择, 如图 9 所
示, 两个区域的森林变化特征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情况,
同时设定评价矩阵为森林模式, 如图 3 所示.
森林增加

5.2.1

根据图 10 左侧选定区域计算得到的可视化结果
如图 11 所示. 左侧图是 T-SNE 降维数据结果, 蓝色点
是用户选择点, 红色点是森林增加的点, 色点是森林减
少的点, 从图中可以看到, 选中区域属于森林增加点的

图 13

城镇分析中地图选择

范围, 所以选中区域的森林变化出现了上涨, 对比右侧

图 14 是图 13 中左侧选中的上海区域的城镇化判

的图可以印证森林增加的结论, 同时可以对森林转移

定, 图 15 是图 13 右侧选中的京津区域的城镇化判定.

的比例进行可视化.

通过两个图左侧的降维可视化效果可以得到两个区域
的城乡用地都出现了较明显的增长, 即 2000 年有大量
的土地转换成了 2010 年的城镇用地.

图 10

地图选择

图 14

图 15
图 11

森林增加案例

上海地区城镇增加案例

京津冀城镇增加案例

5.4 模式聚类分析
生态覆被的转移区域是生态研究的重点, 但是没

森林减少

5.2.2

有发生转移的区域往往远远大于发生转移的区域, 通

如上节中所述同样的判定方法作用的图 10 右侧
选中区域上, 得到了森林减少的判定结果, 对比桑基图
验证, 可得到森林转移的比例情况 (如图 12).

过一般的热度图对差异区域进行可视化, 得到的变化
格点非常稀疏, 很难从空间上对生态变化进行可视化.
本文基于以上算法设计模式聚类分析方法. 该方法流
程为将格点数据分为等距离的网格, 每一个网格作为
一个数据采样, 计算转移矩阵, 并得到单位化的数据评
价模型, 如图 16.
设定好网格尺度后, 对其进行区域评价可视化 (如
图 17), 右侧的图为降维后的可视化图, 对其中左上侧

图 12

森林减少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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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而且集中在京津冀、山东和江浙一带, 说明这一

非常高效的将生态覆被转移情况展示出来并进行交互,

带的生态覆被变化是类似的. 同理如图 18 所示的团簇

极大的方便了对生态变化的快速分析”. “模式聚类分

集中在我国的北部区域.

析方法提供了一种比较新颖的方式去分析生态覆被类
型变化, 希望能对降维后团簇的特征做更深入的判别
方法研究. ”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 我们实现了对多个类型生态
覆被转移变化进行整体和局部的对比分析; 在整体变
化分布图中对某一生态类型变化进行判定; 对具有相
同变化趋势的区域进行空间聚类, 研究不同空间的相
似性.

图 16

对全国生态覆被数据进行网格化

6 结论与展望
本文针对当前生态系统数据及其研究中重要的指
标性特征生态系统转移矩阵进行详细分析, 在此基础
上设计数据模型, 利用降维算法处理后, 设计可视化视
图, 实现生态数据的可交互的数据可视分析. 通过案例
验证系统在时序分析和空间划分上的可视分析作用,
为评价生态系统变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分析手段.

图 17

右侧框选集合集中在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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