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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什么讲这个话题

经过尴尬的⾃自我介绍以后



React D3

最主流的 Web 框架 最知名可视化库

110k Stars 80k St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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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Driven Documents



“Not just a 
data 
visualization 
library”



Use it like jQuery



I have data binding, TOO !



Data Binding + Ren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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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冲突

React + D3



冲突 数据 渲染

React 单向数据流 Virtual DOM

D3 数据绑定 
⼿手动更更新

JS Obejct 
直接操作 DOM



解决⽅方案

终于说到



⽅方案竟然有三种
这就是为什什么我能讲这么久的原因



⽅方案⼀一
D3 manipulate 

React container

+



⽅方案⼀一 D3 manipulate + React container

• React 渲染⼀一个空 div 作为容器器 

•容器器中的 DOM 数据/操作/渲染 都由 D3 负责





优势 限制

发挥 D3 所有 API 有两个数据/状态管理理

直接复⽤用 D3 示例例代码 ⾃自⼰己⼿手动管理理⽣生命周期

动画⽅方便便 过程式的代码⻛风格

性能

⽅方案⼀一



⽅方案⼀一  总⽽而⾔言之

•不不符合 React 的代码⻛风格，丧失 React 优势 

•适合希望⼿手动精细操纵 DOM 的⼈人



⽅方案⼆二
React structure

D3 compute

+



⽅方案⼆二 React structure + D3 compute

• DOM/SVG 结构都由 React 负责 

• D3 负责数据/布局计算





优势 限制

数据/状态管理理靠 React ⽣生命周期中的 D3 计算管理理

DOM/SVG 结构清晰 动画

声明式的代码⻛风格 ⽆无法直接复⽤用 d3 示例例

D3 很多 API ⽆无法使⽤用

性能

组件只能在 React ⽣生态中⽤用

⽅方案⼆二



⽅方案⼆二  总⽽而⾔言之

•充分发挥 React 及其⽣生态优势 

•适合需要代码⻛风格统⼀一，且图表不不太复杂的
场景



⽅方案三 react-faux-dom

https://github.com/Olical/react-faux-dom


– Oliver Caldwell   react-faux-dom author

“is a way to use existing D3 
tooling but render it through 
React in the React ethos.”



⽅方案三  react-faux-dom

•是⼀一个 react ⾼高阶组件 

•仿制⼀一层虚拟 DOM 可供 D3 操纵 

•同时把这层 DOM 套上状态管理理传给 React







优势 限制

D3 示例例代码直接复⽤用 学习/使⽤用成本

(⼤大部分) D3 API 可⽤用 有的 DOM API 需要⾃自⼰己搬迁

数据/状态管理理靠 React 实际还是需要关⼼心⽣生命周期

动画 过程式代码⻛风格

服务端渲染 性能？

 复杂交互(brush,drag..)

⽅方案三



⽅方案三  总⽽而⾔言之

•复杂图表/交互可⾏行行性不不⾼高（性能） 

•需要使⽤用者对 react 和 d3 都精通



⽬目前没有完美的⽅方案
说了了这么多废话





业界已有的⽅方案

你可能不不知道的



Victory

1

https://formidable.com/open-source/victory/



VX

2

https://vx-demo.now.sh/



nivo

3

http://nivo.rocks



Recharts

4

http://recharts.org



其他的可视化库

也可以考虑



声明式/配置型 可视化库

• Echarts    https://ecomfe.github.io/echarts-doc/public/en/index.html 

• BizCharts    http://bizcharts.net 

• Vega & Vega-lite    https://vega.github.io/

https://ecomfe.github.io/echarts-doc/public/en/index.html
http://bizcharts.net
https://vega.github.io/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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