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实验目的 
学会使用 html、css、JavaScript、svg、d3.js 进行数据可视化，掌握设计 html

页面框架、数据绑定、定义比例尺、柱状图和地图等视图的绘制、视图之间的交

互等方法，并学会利用绘制的可视化视图对数据进行分析。 

二．实验步骤 
1.配置和安装网络编程环境 
1.1 下载并安装代码编辑器：sublime Text 

 
1.2 下载解压 d3.js 

 

1.3 MacOS - 搭建本地服务器 
MacOS 自带 Apatch 服务器。首先要保证服务器是打开的，在 Google 中输入 http://127.0.0.1，
点击确定，成功显示：It Works! 如果访问失败了的话，在终端输入 sudo apachectl start 启动

服务器。 



 

 
前往 Apache 服务器的本地文件地址: /Library/WebServer/Documents。把自己做的文件，比如

一张照片或者一个 html 放到该地址下，比如照片名字：PoweredByMacOSX.gif. 

 
②  

在 Google 中输入 http://127.0.0.1/ PoweredByMacOSX.gif 显示如图： 

 
 
2.完成页面总体框架 
2.1 修改标题颜色为白色，并加上内边距为 5pt。 

修改标题颜色很简单，用 color：white 代码即可将颜色设置为白色。 

 



内边距：处于父元素和子元素之间，设置在父元素上，可以理解成物品和盒

子中间塞的那层泡沫塑料，使用 padding 属性来设置。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单

独写法，分别使用 padding-top、padding-bottom、padding-left、padding-right 

设置上、下、左、右内边距，第二种是复合写法，即 padding 后面可跟多个值，

中间用空格分离。这里使用复合写法，用 padding:5px 代码表示上下左右内边距

均为 5px。代码如下图所示。 

 

 

2.2 给每个 svg 元素添加一个灰色的实线边框，边框粗细为 2pt 

CSS 边框属性允许指定一个元素边框的样式和颜色，可以用 border-width 属性为边框指

定宽度，border-style 用来定义边框的样式，border-color 属性用于设置边框的颜色。也可以

在一个属性中设置边框，即同时在"border"属性中设置 border-width、border-style、border-color。
这里 border：2px solid gray 表示将边框宽度设置为 2px，样式为实线 solid，颜色为灰色 
gray，且为每个 svg 元素都如此设置。代码如下图所示： 

 

 

2.3 将类 Mainwindow 中的元素调整方式改为 display flex 

网页布局（layout）是 CSS 的一个重点应用，其中，Flex 布局，可以简便、完整、响应

式地实现各种页面布局。Flex 是 Flexible Box 的缩写，意为”弹性布局”，用来为盒状模型提

供最大的灵活性。任何一个容器都可以指定为 Flex 布局。这里将类 Mainwindow 中的元素

调整方式设置为 display flex。代码如下图所示： 

 
2.4 修改后的 index-w1-incomplete.html 文件效果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与所要求的目标



效果一致： 

 
 
3.绘制柱状图 
（1）在 id 为 CategoryChart 的 svg 容器中添加三个<g>元素，分别用来存放矩形

块、水平坐标系和垂直坐标系，并设置这个 svg 容器的长度、宽度等信息。 

 

 
（2）导入 csv 文件中的数据，其中匿名函数的参数 d 代表数据中的每一个数据

元素。由于从 csv 文件中读入的是字符串，因此需要用“+”将字符串转为数值。

数据读入后赋值给变量 barData，根据 barData 来调用 drawBarChart 函数绘制柱

状图。 



 
（3）将数据绑定到元素。map 可按照指定方式遍历数组，此处利用 map返回销
售数据。 

 
（4）分别对 enter、update 和 exit部分进行处理。Enter部分是选择出未绑定元素

的数据，并使用 append 添加元素后赋予新元素属性值。与 Enter部分相比，Update
部分不需要添加新元素，因此不需要 append，只需用 attr 和 style 修改元素属性

即可。Exit 部分选择出未绑定数据的多余元素，用 remove 删掉未绑定的元素即

可。 



 
（5）定义水平方向比例尺，将销量映射为水平方向的坐标；定义垂直方向比例

尺，将类别映射为垂直方向的坐标。其中，domain为输入值域，range和 rangeRound
是与输入值域对应的输出范围。 

 
（6）定义颜色比例尺，将利润值映射为颜色。利用 scaleDiverging创建一个发散

比例尺，并使用 interpolateRdBu 这一发散配色方案。 



 
 

（7）添加 x 和 y 坐标轴。其中，ticks(3)可将坐标轴划分成等大的三段。“axisLeft”
表明要在左边绘制坐标轴。select(“#xAxis”)和 select(“#yAxis”)分别表示选择 id 为

xAxis 和 yAxis 的元素，并用 call 对元素进行操作。 
如果不对坐标轴移位，坐标轴会默认紧挨 svg 元素的 0 坐标，因此要用

transform 属性的 translate 对坐标轴进行移位。由于 barChartHeight 、
barChartPadding.bottom、barChartPadding.left 为数值型数据，需要用加号转化为

字符串。 

 
（8）柱状图最终绘制效果如图。 

 
（9）有趣的发现：我们可以通过改变颜色映射表来改变颜色映射效果，比如使用

interpolateRainbow，得到的可视化效果如图所示 

 



 
4.绘制地图 
4.1 对 HTML 文件（原实验二（b）的基础上）进行重修改。 

（1）首先要让 Other 区域在最下方，而不是像实验二（b）的结果一样排在最右方。 
我们已经知道： Flex 是 Flexible Box 的缩写，意为”弹性布局”，用来为盒状模型提供最大

的灵活性，这里通过 display: flex 命令将类 mainView 中的元素设置为弹性盒对象的元素。而

flex-wrap 属性规定 flex 容器是单行或者多行，同时横轴的方向决定了新行堆叠的方向。（注

意：如果元素不是弹性盒对象的元素，则 flex-wrap 属性不起作用。） 
所以这里用 flex-wrap: wrap 命令规定灵活的项目在必要的时候拆行或拆列，从而实现让让

Other 区域在最下方 

 
（2）修改各区域的标题。将 Categories 修改为 sales and profit，将 Areas 修改为 profit of all 
categories。由于需要使用 topojson-client 来实现 TopoJSON格式到 GeoJSON 的格式转换，所

以需要添加 <script src="https://unpkg.com/topojson-client@3"></script>代码进行引用 



 
（3）要想地图绘制如何在 Area 区域，而不是压在直方图上方。正如前面绘制条形图已定义

的全局变量 var barChart = d3.select("#CatergoryChart")，而 Area 区域的 id 是 Map，所以绘制

地图之前要用 var mapUS = d3.select("#Map") 选择对应的 id。同时定义好后面要用到的变量。 

 
4.2 读入文件（sub-categories-states-sales.csv），重新绘制第一个的视图的柱状图。 

（1）首先，我们打开 sub-categories-states-sales.csv文件，查看数据文件的含义，可

以看到各行分别代码家具类别、国家、州、子类别、利润、销量 

 

（2）读入 csv 文件后，首先用 filter 方法筛选出美国的数据并转换为对象数组。 
filter 方法是用来过滤对应 selection 中的元素。我们通过传入一个函数给.filter 方法来告诉 d3,
如果该函数返回 true则该元素将被包含住，如果返回 false,则不被包含在 filter的返回 selection
中，而.filter则返回 filtered selection. 

 

（3）然后由于 csv文件读入的数据是字符串，因此需要将利润和销售数据通过“+”运算符

转换成数值形式。 



 
（4）使用 d3.nest 方法将数据进行切片，由我们决定以什么样的方式将这些数据切片,这里

按类别重新组织数据，使切片后的数据的 key为 subCategory，并将按类别重新组织后的数

据存储为变量 nestBySubCategory。这里 nestBySubCategory 为一个对象数组. 用 key 

function 来组成 value，每个对象都有一个 key属性和 value 属性,这些 entries的 values

属性是一个数组，是所有的原始数据对象。 

 

（5）按类别重新组织数据后，我们可以用如下图命令方便地计算每一类别的总利润和总销

量。这里使用 d3.map 方法，会自动给每个元素加上以索引为 key 的对象，并且可以用

map.keys()获取所有的 key，用 map.values()获取所有的值，用 map.entries()获取键值对

数组。这里返回值为类别名称、总利润、总销量，存在外部变量 barData 中。 

 
（6）将 nestBySubCategory 转换为映射表形式，方便后续快速检索指定类别。 

最后根据外部变量 barData, 进行绘制柱状图。这里因为重新设置了代码，实验二（b）中

的 drawBarChart 函数可以无需修改，所以直接调用 drawBarChart函数来绘制柱状图。 

 
（7）用服务器打开 HTML 文件。可以看到直方图如下图所示： 



 

4.3 在右侧的第二个视图，绘制等值区域图，显示该超市在美国每个州的利润情况。 
（1）读入地图文件 states-albers-10m.json，存储为外部变量 mapInfo。然后用 filter

筛选出美国的数据。解释同 2.2 

 

（2）由于 csv文件读入的数据是字符串类型，所以通过“+”运算符将利润和销售数据转换

成数值类型。 

 

（3）使用 d3.nest 方法将数据进行切片，这里按州重新组织数据，使切片后的数据的 key

为 state，并将按州重新组织后的数据存储为变量 nestByState。方法同 2.4 



 

（4）按州重新组织数据后，我们可以用如下图命令方便地计算每一个州的总利润和总销量。

这里返回值为州名称、总利润、总销量，存在外部变量 mapData 中。 

 
（5）将 mapData转换为映射表，以方便根据州的名称来得到对应的总利润，该外部变量记

录为 profitInfoMap。最后实现调用 drawMap()来根据外部变量 (MapInfo profitInfoMap)

来绘制等值区域图， 

 

（6）在 drawMap函数中，先计算每个州最大利润和最小利润，然后以最大利润和最小利润

为范围用 d3.scaleDiverging定义一个发散比例尺，使用的颜色为 d3.interpolateRdBu。 



 

（7）接着绘制地图区域。 

l 使用 topojson 中的 feature 方法，将地图由 topojson格式转换为 geojson格式。这里

通过 d3的路径生成器可以把 geojson格式转换成对应的 svg元素。 

l 这里使用 join 方法可以代替 enter、update 和 exit 的处理。 

l 利用所定义的发散比例尺，将各州的利润按不同的颜色映射在地图上，这里通过

properties.name 可以得到州名，get 方法可以通过州名来获取各州利润，由于源数据

中有一些州的利润数据是缺失的，这里将这些州的地图填充为灰色。 

 

（8）这里利用 transform 属性，对地图进行大小缩放和位置移动。scale 可以对地图进行

缩放，变量数值小于 1 则为缩小，这里使用 scale(0.5,0.5)进行缩小。然后通过调节，使

用 translate(0,180)将地图移动到 svg元素合适的位置。注意这里 scale 和 translate 要

写在同一个字符串中，否则缩小和移动的效果会重叠。最后给每个区域加上 title 标签，使

得鼠标移动到某个州的区域上方时可以显示州的名称和此州的利润。 



 
（9）接着绘制区域的边界。之后对其进行同样的大小缩放和位置移动。 

 

（10）通过服务器打开 HTML 文件，可以看到地图效果如下： 

 
4.4 在右侧的地图上方添加图例（选做，加分项）。 
（1）图例的绘制需要使用 scaleQuantize 比例尺，所以这里原来绘制等值区域地图时使用

的 scaleDiverging 比例尺注释掉，并且修改为 scaleQuantize 比例尺。 



 
（2）定义 legend 变量用于绘制图例，并且设置绘制标题区域。 

 
（3）定义一个线性比例尺，将颜色编号映射成图例上的位置。 

 
（4）绘制图例的矩形块。 

 
（5）绘制图例的标题。 

 
（6）定义一个线性比例尺，将颜色编号映射成利润数据。 



 
（7）绘制图例的坐标轴。此处用 d3.format("d")将坐标轴上刻度数值设置为整数，用 ticks(9)
将设置坐标轴有 9 个刻度（即 8 种颜色）。 

 
（8）用服务器打开 HTML 文件，可以看到带图例的等值区域图完美显示： 

 
5.实现柱状图和地图的交互 
5.1鼠标点击柱状图任意条形时，给该条形加上红色边框，并根据该条形对应的

子类别来更新等值区域图 
（a）修改 drawBarChart() 函数，给所有条形添加交互响应。设置一个监听器，由鼠标点击

来触发，使得点击该条形时，之前点击其他条形产生的红色边框被去掉，被点击的条形的边

框变为红色。而且点击时调用函数，更新地图。 



 

（b）定义函数 updateMap。当传入参数为”all”时，等值区域图显示所有产品在

每个州的利润；当传入参数为产品类别时，显示该类别的产品在每个州的利润。

该函数中，具体的更新等值区域图的操作是通过函数 updateMapByNewProfit()来
完成的。 

 

(c)在 updateMapByNewProfit 函数中，根据输入数据重新定义颜色映射表，并根

据新的颜色映射表修改地图上各州的颜色。此外，需要根据输入的数据更新各州

的标签。因为地图没有改变，此处不需要重新绑定数据。 



 

5.2鼠标点击柱状图的空白区域时，更新等值区域图，显示所有产品的利润信息 

(a) 为了能实现响应，我们需要在柱体下方添加一个透明矩形块来监测事件响

应。修改 drawBarChart() 函数，来添加该矩形块。为方便显示，我们把该矩形块

设为半透明。我们把该矩形块插入到柱状图之前。 

 

(b) 在 drawBarChart 函数内，给该矩形块添加事件响应。即点击时，之前选中

的条形边缘不再高亮。调用 updateMap 函数更新等值区域图，输入参数为“all”，

显示所有产品的利润信息。 

 

5.3鼠标点击右侧任何州时，该州地图边缘高亮显示，同时柱状图上更新显示该

州不同类型的产品的销量和利润 
(a)修改 drawMap () 函数，给所有条形添加交互响应。使得点击地图上某个区域时，之

前所选中区域产生的红色边框被去掉，被新选中区域的边框变为红色。为了使边

框更明显，需要把边框设置得更粗一些。 



 
（b）定义函数 updateBar()。当传入参数为”all”时，条形图显示全球市场下每个产品的销量

情况；当传入参数为州名时，条形图显示选中的州中每个产品的销量情况该函数中，具体的

更新等值区域图的操作是通过函数 updateBarByNewProfit ()来完成的。 

 
(c)在 updateBarByNewProfit 函数中，根据输入的数据重新定义颜色映射表和水平

方向比例尺。该函数的输入为数组，代表该区域的销售情况。这里我们需要重新

绑定数据，并根据新的数据来修改每个条形。这里注意条形图的条形首次和重复

绑定数据时都应该使用键函数。 



 
5.4鼠标点击地图的空白区域时，更新条形图，显示所有区域的销售和利润信息 
（a）在地图下方添加一个透明矩形块进行事件响应。在 drawMap 函数中添加如

下代码以添加矩形块。 

 
(b)在 drawMap 函数内，给该矩形块添加事件响应。即点击时，之前选中的区域

地图边缘不再高亮。调用 updateBar 函数更新条形图，输入参数为“all”，显示所

有区域的销售和利润信息。 



 
5.5 最后效果如下图所示： 

 

 



 

 
 
6.用折线图表示全球销量的变化 
6.1 数据处理 
（1）将原本的全球销售的 xls 数据文件转换成 csv 文件，导入此 csv 文件。首先

将文件中字符串形式的日期数据用 new Date转换成 JavaScript 的日期数据。 

 

（2）将初步处理后的数据以 Market 为 key 进行切片。 



 
（3）对切片后的数据，计算每一个市场下，2011年至 2014年各年的利润总和。

利用 item.OrderDate.getFullYear()返回 item 的订购日期中的年份（年份为数值型

数据），并用 d3.sum得到每年的利润总和。最后以类的形式返回数据，存在变量

linechart 中。 

 

6.2 绘制折线图 
（1）编写函数 drawLineChart()来实现折线图的绘制。首先，用 d3.max 计算出

2011年至 2014年各年的利润最大值，再计算这四个利润中的最大值，得到这四

年所有市场中的利润最大值。 



 
（2）定义颜色映射表。 

 
（3）定义水平和垂直方向比例尺。水平方向比例尺的输入值域为年份，垂直方

向的输入值域为 0到最大利润。 

 
（4）绘制 x、y 坐标轴。x轴刻度为 4。使用 translate 将坐标轴移动到合适位置。 

 
（5）将利润转化成数组对象的形式，每个数组元素也是一个数组，其中第一个

元素为年份，第二个元素为对应的利润。转化后的数据存储在 dataset变量中。 

 
（6）用 d3.line()新建一个线生成器，line.x([x])设置 x 坐标访问器，line.y([y])设
置 y 坐标访问器。 

 
（7）遍历 dataset，用 dataset 中的每一个数据元素即按年份划分的不同市场的利



润绘制折线。添加绘制折线的 g 元素和 path，再用线段生成器绘制折线。stroke
修改线条粗细和颜色。 

 
（8）遍历 dataset，给每年的数据在折线上的位置加上圆点标示用 transform 将圆

点移动到对应位置。 

 
（9）遍历 dataset，为折线图添加图例。每遍历一次，添加一个绘制图例的矩形

块，每个矩形块在纵坐标方向上与上一个矩形块相隔同样的距离，横坐标相同，

颜色与其表示的折线相同。，此处 title 从 linechart 中获得。 

 



（10）修改折线图的标题。 

 
（11）最终绘制出的各个市场的利润随年份变化折线图如图所示。 

 
7.数据分析 
（1）柱状图的颜色表示某子类别商品利润的大小，颜色越蓝表明利润越大，越

红表明利润越小，长度则表示销售量大小。由柱状图可以看出，Copiers 产品利

润最高，其次 Phones产品、Accessories 产品利润也比较高；Phones 产品的销量

最高，其次 Chairs 产品的销量也较高，综合利润和销量，Phones 产品都处于较

高的位置，所以未来可着重发展，投入更多的资源，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 



 
（2）我们前面已经知道 Copiers产品的利润在所有子类别是最高的，通过交互可

以看到Copiers产品在Washington、Indiana和 California 三个州的利润是最高的，

分别为 9442.42、8849.97 和 7889.85，所以应该加入对这三个州的资源投入，

重点发展 Copiers产品。 

 

 
（3）我们前面已经知道综合利润和销量，Phones 产品都处于较高的位置，所以

未来可着重发展，投入更多的资源，那么应该在哪些州重点发展呢？通过交互我

们可以看到， Phones产品在 New York州的利润是最高的，为 13399.19 所以应

该加入对纽约州的资源投入，重点发展 Phones产品。 



 
（4）等值区域地图上每个州的颜色表示全部类别的商品在此州的销售利润，颜

色越蓝表明利润越大，越红表明利润越小。由等值区域地图可以看出，California 
和 New York 颜色最深，说明这两个州的利润最高，分别为 76381.39 和 74038.55，
而 Texas 的红色最深，说明这个州的利润最低，甚至是亏损的状态，为-25729.36。
这启示公司应该重点在 California 和 New York 发展业务，加入投入，获得更多

的利润，并且考虑如何在 Texas 等处于亏损状态的州及时止损。 

 
 
（5）我们前面已经知道 California 和 New York蓝色最深，说明这两个州的利润

最高，分别为 76381.39 和 74038.55，那么应该重点应该在这两个州发展什么业

务呢？通过交互可以看到，在 California 州，各类产品的利润都比较高，其中

Accessories产品利润最高，而销量最高的还是 Phones商品。在 New York州，利

润最高的是 Machines产品，销量最高的也是 Phones产品。说明应该重点发展这



些产品。 

 
 

 
（6）我们前面已经知道 Texas 州的红色最深，说明这个州的利润最低，甚至是

亏损的状态，为-25729.36。通过交互可以看到，在这个州，各类产品的利润普遍

都很低，甚至都是亏损的，但是 Phones 的利润和销量都很高，所以应该考虑放

弃其他亏损的产品线，重点发展 Phones。 



 
（7）除了上面对 US市场的分析， 我们还可以通过折线图分析全球市场的利润。

从图中可以看出，APAC 市场和 EU 市场的利润都是高的，且从 2011-2014 年
一直处于增长阶段，所以应该重点关注这两个区域的市场。而 Canada 市场的利

润处于最低，且从 2011-2014 年没有明显的增长，所以应该考虑对市场进行调

研，进行产品升级，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 

 
 
 

三．实验结果 



此次实验实现了 html界面框架的绘制、以销售量为横坐标、利润映射为条形

的颜色的柱状图的绘制，以及由颜色表示各州利润的等值区域地图及其图例的绘

制，并在这两个视图之间成功建立了交互。此外，还以年份为横坐标，绘制了表

明各类商品全球销量随时间变化的折线图及其图例。最后，根据可视化的结果对

数据进行了七项分析。 

四．实验心得 
由于之前没有接触过 D3，因此在实验时遇到了很多麻烦，也有很多不懂的

地方，但在完成从(a)-(e)几个练习的过程中，遇到不会的地方通过去看老师提供

的课件、视频和代码，看课本和谷歌搜索资料学习，与同学进行讨论交流，这样

就逐渐学会了可视化的很多知识。实验的过程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当视图成功

做出来的时候特别有成就感的也有一些新的体悟。 
如何美观而又一目了然地展示这些结果，并能清晰地实现课题项目的目标，

以及完整、直观、生动地呈现产品要表达的“故事”，这是可视化和交互设计的

重点内容。回忆以前学习和制作的统计图，都是最基本的只有 X 轴、Y 轴的单

因素变量数据的静态图。现在通过对可视化课程的学习发现大数据之美就在于可

以选择多种维度、多种角度去发现数据变化规律，并通过比较分析，又能得到很

多不同的结果。 
按照我的理解数据可视化，常用统计图来展现，包括折线图、柱状图、饼图、

扇形图、散点图、雷达图、统计地图、仪表盘、漏斗图、字符云等，这些类型经

过不同的定义和交互设计，能够衍生出多种统计图的表达形式。但是想要熟练应

用和衍生出统计图，需要以清晰掌握各类型统计图的含义和作用为前提，才能不

仅满足需求，更能满足审美、及行业或学科的特性。 
最后，学期即将结束，特别幸运也很感谢能跟着周虹老师学习可视化这么课

程，第一次上课就被老师可爱到了哈哈，所以这学期上课也很愉快，希望老师继

续保持开开心心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