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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统计地图上符号的视觉搜寻和认知工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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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某地区的分区统计数据和有关图集 ,总结设计出 4 种方案的分区统计地图 , 在自行编制的认知测

试软件上进行了目标搜寻测试。结果表明 ,在分区统计地图上搜寻目标时 , 视觉系统运用了平行加工策略和

序列加工策略 , 4 个方案的目标搜寻平均反应时间和正确率受到这两种策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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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在地图上寻找目标时 ,一般先总体浏览

一遍地图 ,如果没有发现目标 ,于是一个符号一个

符号地进行判别 ,直到发现目标为止 ,这就是人们

的视觉搜寻活动 。在地图的阅读过程中 ,视觉搜

寻是一项最基本的视觉活动[ 1] ,它是在地图和地

图读者之间所进行的一项动态交互
[ 2]
,研究视觉

活动可以很好地实现这一交互任务 。制图工作者

通过发展人_图交互模型和人的空间认知模型 ,来

提高地图的认知工效 、简化地图的应用方式 、加深

对地图符号系统的理解 ,为设计更好的地图符号

寻找科学的理论依据 。

在视觉搜寻活动中存在两种视觉加工策略:

①平行加工(parallel process)
[ 3]
策略;②视觉搜寻

的序列加工(serial process)[ 4] 策略。视觉搜寻是

一项复杂的活动 ,它随地图符号的改变和地图内

容的增删而变化。Treisman 和 Gelade
[ 5]
提出在

目标搜寻过程中有时会有一种“跳跃”(pop_out)

效应 ,它一般发生在平行加工过程中 ,用在分离特

征的直接检测上 ,目标辨别是在前注意阶段 ,不需

要集中注意力 ,也就是说目标具有惟一特征时会

“跳跃”出来 。当目标具有联合特征时 ,对它的搜

寻采用的是序列加工 ,需要集中注意 , “跳跃”效应

也不会产生。例如在全国居民地分布图上 ,首都

北京用红五星 ,其他居民地用不同等级的圈形符

号 ,首都的表示符号就有“跳跃”效应。

分区统计地图是根据分区统计资料设计出的

一种专题地图 ,在综合性地图集中 ,分区统计地图

占有较大的比重 。以深圳市地图集为例 ,分区统

计地图约占专题地图的 30.3%(分区统计符号法

只是专题地图 10种表示方法中的一种)。在分区

统计地图上 ,统计符号及其分布直接影响着人们

的视觉搜寻活动。

1　试　验

1.1　试验材料的准备

本试验选择了某个地区的人口统计资料 ,为

了避免测试者对地区熟悉程度差异的影响 ,对试

验的数据和地区的形状进行了加工 ,并且把地区

中各个区域的名称用英文字母代替 ,以减少在名

称识别上花费太多的时间 。表 1是试验所用的分

区统计资料。

　　在深圳市地图集的分区统计地图上 ,统计符号

大多设计成圆(圆环 、圆饼 ,占 42.5%)、柱(二维柱 、

三维柱 , 占 42.5%)、矩形块(俗称零钱法 , 占

25.0%)(纸质地图一般采用多任务单幅图的设计

形式 ,有些图上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符号设计方

案),本试验在该图集中选择了这三种设计方案 ,另

外还选取文献[ 6]上的符号设计 ,它也是一种零钱

法设计 ,但增加了分级的成份。测试在屏幕上进

行 ,电子地图一般采用单任务多幅图的设计形式 ,

因而设计的试验图较简单。4种统计地图共用一

张底图 ,底图上有境界 、区域名称和色带 。符号的

设色尽量和背景形成鲜明对比 ,以突出符号。符号

随机配赋在底图上 ,图例和图名放在右上角 ,区域

名称统一放在统计符号的右侧居中 ,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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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系统的设计

试验所用计算机主频 200MHz ,内存 64MB ,

硬盘 4.3G ,17 口寸彩显。软件环境为中文Window s

98操作系统 , Visual Basic 6.0开发语言 ,在 Ac-

cess中建立了地图库 、问题库和测试记录数据库 ,

对地图和问题的修改不会影响系统的运行。
表 1　分区统计数据

Tab.1　Data o f the Statistic A rea

2.6万 3.7万 4.5万 5.3万 5.8万 7.4万 7.7万 8.9万

10.7万 12.4万 13.6万 15.7万 15.4万 18.9万 17.2万 21.0万

22.7万 24.5万 25.5万 27.0万 28.0万 34.5万 39.1万 189.0万

试验方案 1　　　　　　　　　　　　　　　　　　　试验方案 2

试验方案 3　　　　　　　　　　　　　　　　　　　　试验方案 4

图 1　四种方案统计地图

Fig.1　Four Statistical Maps

1.3　被试者

被试者选择了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土地管理专业一年级学生 、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四

年级学生和在读的硕士研究生 ,共 49 名 ,其中男

生 30名 ,女生 19名 ,年龄在 16 ～ 26岁之间 ,裸眼

视力 1.0以上 ,色觉正常 ,被测试者均为右利手。

1.4　问题的设计

对 4个试验方案中的每一个方案提出了 4个

问题:1)哪个区域的人口最多;2)哪个区域的人口

最少;3)最多的人口是多少万人;4)最少的人口是

多少万人 。

1.5　试验过程

正式试验前有一组测试练习 ,目的是使被试

者熟悉试验过程 ,其数据不作统计 。

试验时 ,4个方案依次出现 ,针对每个方案的

4个问题也依次提问。每个问题是在图幅出现前

提出 ,熟悉问题的时间不计时。被试者看清题目

之后 ,按空格键 ,开始计时 。按键后在屏幕上呈现

一幅分区统计地图 ,被试者根据问题进行判断 ,确

认后按键 ,此时计时结束 ,屏幕上出现一对话框 ,

被试者填上答案。数据库中记录下目标搜寻的反

应时间和问题的答案 。

2　结果分析

2.1　不同统计符号在极值的位置判断时的反应

时间和正确率比较

49名被试者对方案 1至 4的问题 1和问题 2

的回答结果见表 2 、图 2和图 3。

　　方差分析表明 ,不同方案对问题 1和问题 2判

别的平均反应时间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差异(问题 1

的F =1 105 , P <0.1;问题 2 的 F =1 300 , P <

0.1)。t 检验表明 ,对于问题 1 ,各方案之间除了方

案1与方案 4 、方案 2与方案 3的平均反应时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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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不显著外 ,其他彼此间的反应时间有显著性差异

(t=2.69 , P<0.005;t=3.25 , P<0.005;t=5.26 ,

P<0.005;t=3.17 , P<0.005)。对于问题 2 ,各方

案之间除了方案1与方案2 、4的反应时间差别不
表 2　不同方案对问题 1、2的平均反应时间和正确率

Tab.2　Mean Reaction Time and Co rrectness of Different Schemes to Question 1 and Question 2

方　案 问题 1平均反应时间/ms 问题 1的正确率 问题 2平均反应时间/ms 问题 2的正确率

方案 1 1 307 93.00% 2 857 93.88%

方案 2 2 181 95.92% 3 303 91.84%

方案 3 2 038 97.96% 5 197 67.35%

方案 4 1 346 97.96% 2 114 97.96%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方案 4

图 2　平均反应时间比较

Fig.2　Mean Reaction T ime of the Fair O tatistical Maps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方案 4

图 3　回答正确率比较

Fig.3　Comparation of the Rate of Right Answers

显著外 , 其他彼此间的反应时间有显著性差异

(t=4.62 ,P <0.005;t =3.21 , P <0.005;t =

2.69 ,P <0.005;t=7.14 , P<0.005)。

　　对于问题 1 ,各方案的答案的正确率均很高;

对于问题 2 ,除了方案 3外 ,其他方案的答案正确

率也很高 。

2.2　不同统计符号在极值判断时的反应时间和

正确率比较

在分析问题 3 、4的答案时 ,出现了个别异常

情况:有些被试者没有看清题目 ,回答了区域的名

称 ,对这样的答案在分析时予以剔除。

方差分析表明 ,问题 3的 F=1 315 , P<0.1;

问题 4的 F =1 012 , P <0.1。 t 检验表明 ,对于

问题 3 ,各方案间除了方案 1与方案 4 、方案 2与

方案 3的平均反应时间差别不显著外 ,其他彼此

间的反应时间之间有显著性差异(t =5.02 , P <

0.005;t=5.44 , P <0.005;t =4.64 , P <0.005;

t=1.18 , P <0.005;t =7.71 , P <0.005;t =

8.10 , P<0.005)。对于问题 2 ,各方案之间除了

方案 1 与方案 3 、方案 2 与方案 4的反应时间差

别不显著外 ,其他彼此间的反应时间有显著性差

异(t=6.74 , P <0.005;t=3.25 , P<0.005;t=

4.24 , P <0.005;t =3.92 , P <0.005)。对问题

3 、4的正确率分别进行分析 ,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3　不同方案对问题 3 、4 的平均反应时间

Tab.3　Mean Reaction Time of Different

Schemes to Question 3 and Question 4

方案 问题 3平均反应时间/ms 问题 4平均反应时间/ms

方案 1 30 229 8 100

方案 2 6 289 4 007

方案 3 7 598 8 038

方案 4 25 944 4 534

表 4　方案 1 、2 、3 、4

Tab.4　Schemes 1、2 、3 and 4

问题 3答案 正确率 问题 4答案 正确率

方案 1

185～ 190 57.89% 2.5 76.32%

180～ 185 7.89% 5 15.79%

其他 34.21% 其他 7.89%

方案 2

189 78.57% 2.6 59.52%

其他 21.34% 3.7 26.19%

其他 14.29%

方案 3

200 73.91% 2～ 3 39.13%

180～ 190 15.22% 5 34.78%

其他 10.87% 其他 26.09%

方案 4

185～ 190 78.57% 2～ 3 6.09%

180～ 185 21.34% 3 63.64%

其他 38.64% 4 20.45%

其他 14.29

3　讨　论

3.1　极值位置判断时的视觉认知工效

结果表明 ,在判别最大值的区域时 ,方案 1和

方案 2所用的平均时间无显著差异 ,但都较短;方

案2和方案 3 所用的平均时间也无显著差异 ,但

都比较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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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别最小值区域时 ,方案 3 所用的平均反

应时间最长。其他方案所用的反应时间相对短很

多 ,其中 ,方案 4 所用的平均反应时间最短 ,对此

问题判别的正确率除了方案 3外都比较高。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方案 4

图 4　问题 3 、4 平均反应时间比较

Fig.4　Comparation of Mean Reaction

T ime to Question 3 and Question 4

　　表 1的统计数据中 ,最大值比其他数据大得

多。采用方案 1 、4的设计 ,最大值符号在所有符

号中显得尤为突出 ,在统计地图上搜寻最大值目

标时 ,可以运用平行加工模型 ,且搜寻时间较短。

采用方案 2的设计 ,最大值分在最高级别 ,最高级

别总共有 3个同样大小的环 ,环中的数据标志其

差别 ,搜寻最大值位置时 ,首先要寻找最高级别的

符号 ,继而进行数据比较判别最大值 ,运用序列加

工模型 ,但判别时间长。采用方案 3的设计 ,最大

值是最宽的柱子 ,但不是最高的柱子 。在方案 3

中搜寻最大值位置时 ,要排除不同宽度 、临近高度

的干扰符号 ,因此搜寻时间较长。最小值的数据

和临近的数据差别不大 ,设计的统计符号在 4个

方案中也不突出 ,因而最小值判别的平均反应时

间都大于最大值判别的平均反应时间。采用的搜

寻模型是平行加工模型和序列加工模型的结合。

4个方案中 ,方案 1和方案 4 属于一类符号 ,方案

1在零钱法的基础上增加了分级的轮廓 ,起美观

的效应 ,但在最小值位置判断上增加了搜寻时间。

方案 3中两级柱子的设计 ,增加了最小值位置判

断的干扰因素(除了临近的同样宽度的柱子外 ,还

有不同宽度 ,相近高度甚至比其矮很多的柱子干

扰),因而搜寻时间最长。柱子的分划不够精细

(5mm 一个分划),减低了判别正确率 ,因而柱子

的设计在目标搜寻时的认知工效最低。在统计地

图上的目标搜寻 ,如果目标特别突出 ,能够从图面

中“跳跃”出来 ,视觉搜寻时间很短 。如果目标不

突出 ,目标没有“跳跃”效应 ,搜寻时间相对要长。

3.2　极值判断时的视觉认知工效

3.2.1　最大值判断时的视觉认知工效

在读取最大数值时 ,方案 1和方案 4所用的

时间远远大于方案 2和方案 3 ,表明零钱法在确

定数值时 ,需要进行统计计算(方案 1以 10万人

为一个单位 ,方案 4以 2万人为一个单位),在人

脑中多了一个数值计算过程 ,因而时间要长 。从

正确率来看 ,两种方案在 180 ～ 190 间的答案接

近 ,185 ～ 190间的答案有较大差异。方案 4中不

足 2万人的数值通过矩形块的高来判别 ,方案 1

中不足 10万人的数值通过正方形的面积来判别 ,

面积的判别相对长度判别要难 ,差别也大。

方案 2的答案最准最快 ,运用序列搜寻模型

搜寻最大和接近最大的等级环 ,然后读取其中的

数据并比较 ,获取最大数值。

方案 3运用序列搜寻模型搜寻到目标后 ,要

进行图形比较推算 ,反应时间稍长。在方案 3的

答案中出现了 200 ,这是其他方案判别时未有的

情况。方案 3 中的宽圆柱以 5mm 一个分划 ,每

mm有 10 万人 ,最大值并没有四个分划 ,但 189

比较接近 200 ,因而错当四个分划来判断。这表

明人们在判别数值时 ,如果没有很精确的依据(分

划),则很容易出错。

3.2.2　最小值判断时的视觉认知工效

在读取最小数值时 ,方案 1 所用的时间比方

案 4多。结合表 1数据和图 1的分布发现 ,尽管

方案 1和方案 4都是用单位符号的叠加来表示数

值 ,在确定数值时都要进行图形计算 ,但方案 1增

添了分级的外围轮廓 ,增加了最小值视觉搜寻的

干扰因素 ,因而平均反应时间比方案 4长。

方案 2采用分级圆环 ,最小一级有三个 ,在判

别时视觉搜寻方式和最大值的搜寻方式相同 ,由

于数值不需要计算 ,因而时间短。

方案 3的平均反应时间较长 。在图 1的地图

上发现 ,方案 3的圆柱分为两种粗度 ,和最小值符

号同样粗度的符号 ,有高度比较接近的 ,另外比最

小值符号粗 、高度小或接近的符号也有。这样 ,干

扰视觉搜寻的因素与方案 1和方案 4 比较要多。

另外 ,在确定数值时还要进行图形计算 ,因而平均

反应时间长 。

从答案的正确率分析 ,方案 1的答案为 2.5

的占绝大多数 ,因为在设计时只设计了正方形的

1/4(即 2.5),而没有按绝对的比率设计出 2.6的

符号 ,和方案 3 、4比较 ,增加了回答的准确率 。由

此可见 ,符号设计的精确性还会带来数值判断上

的不精确性。询问了答案为 5的测试者 ,这部分

人是没有完全理解图例的含义 。

方案 4的答案在 2 ～ 3之间占多数 ,绝大部分

是 3 ,表明人们在屏幕判别数值 ,如果没有很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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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据(分划),不容易准确。

方案 2的答案出现了 2.6 和 3.7 ,从表 1中

可以知道这两个数据是统计数据中最小的两个 ,

同属于最小的级别 ,这也验证了序列搜寻模型容

易出错的特征。

方案 3 的相对正确率最低 ,还出现了 5这个

答案 ,再次表明判别数值时 ,没有很精确的依据

(分划),很容易出错 。

在统计地图上判别目标的数值时 ,在符号附

近标出数值是最好的设计方法 ,但这一般用在纸

质地图的设计中。在 GIS 中 ,最好为每个符号增

添属性信息的查询 ,因为根据符号来判别数值 ,准

确率太低 。

4　结　语

1)人们在阅读地图时 ,如果目标突出 ,一般

采用平行搜寻策略就能搜寻到;如果目标不突出 ,

就要进一步采用序列搜寻策略 。

2)方案 1 和方案 4同属于统计地图上的零

钱表示法 ,试验证明 ,在目标搜寻的认知工效上这

是一种最好的设计方法 。此外 ,在设计“零钱”符

号时 ,要表示比单位符号更小的数值 ,用符号的长

度比用符号的面积更直观 、判别准确率也高;虽然

在零钱法基础上的分级装饰增加了符号的美观 ,

但也增加了图例阅读的难度。

3)方案 2采用分级符号设计 ,结果表明统计

数据单纯用绝对分级表示法时 ,直观性降低 。

4)方案 3 的柱子表示绝对统计数据 ,很直

观 ,但分划要尽量精细 ,否则会影响目标搜寻时的

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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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 four statistical maps are designed according to a set of the same data and
a related atlas , and the targets searching on these stat istical maps are tested w ith the suppo rt of
the cognit ive test software compiled by ourselves.The results show that w hen we search the target

in the stat istical maps , the visual sy stem might use parallel process model and serial process mod-
el , and the mean reaction time and the correctness of the target searching are af fected by the tw o
search models.The cognitive efficiency of the designs of the four statistical maps are discussed and
analy 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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