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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讨论ＡＨＣＩ的理论和方法基础之上，重点研究了空间信息的自适应表达和ＧＩＳ界面交互元素的自

适应策略，提出了一个通用的面向ＡＨＣＩ的ＧＩＳ系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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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构造人机界面的理论方法存在着一些

缺陷，主要是没有考虑到与人的认知行为有关的

认知模型，它对所有用户展现的都是同一种形式，

因而不能适应不同的用户。为解决上述问题，目

前，国内外对人机接口的研究已转向自适应人机

接口（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Ｈ

ＣＩ）方面。ＡＨＣＩ意味着接口应当适应用户，而不

是用户适应系统。本文研究了面向ＡＨＣＩ的ＧＩＳ

人机接口设计的内容和方法，提出了面向 ＡＨＣＩ

的ＧＩＳ系统框架。

１　介　绍

１．１　犃犎犆犐的相关研究

ＡＨＣＩ是智能人机交互的研究课题之一，对

ＡＨＣＩ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用户界面的一种

扩展，它在人机交互过程中可以根据不同用户的

特点及需求，自动地适当改变界面的内容及表现

形式，从而满足个人用户（用户组）的不同需要以

及用户随时间不断变化的需要［２］。文献［２］研究

了自适应人机接口的主要任务，以及基于 ＡＨＣＩ

的自适应系统的抽象模型。陈刚等人从用户模

型、任务模型和交互模型３方面论述了ＡＨＣＩ的

理论模型［３］，还有研究者还从不同角度讨论了用

户模型的建模方法［３５］，文献［６，７］则研究了建立

用户模型的用户描述（ｕｓｅｒＰｒｏｆｉｌｅ）的数学方法。

在ＧＩＳ专业领域，研究者主要是从内容适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８］方面讨论了建立ＡＨＣＩ的

方法［５，９，１０］，而表现适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ｄａｐｔａ

ｔｉｏｎ）
［８］方面的问题则相对论述较少。

１．２　自适应的内涵

ＡＨＣＩ中的自适应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指

系统能自动调节人机接口以更好地适应人的心理、

生理、环境等特征，便于用户使用系统更好地完成

指定功能［２］。本文认为，自适应的具体内涵可以从

设备、群体、个体等３个维度进行考察，见图１。

与设备自适应、群体自适应、个体自适应相关的领

域知识包括认知心理学、人机工程学、统计学、人

工智能、模式识别、机器学习、地理信息理论等，它

们提供了建立ＡＨＣＩ的理论依据和知识基础。

图１　自适应的３个维度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２　自适应犌犐犛人机接口设计

２．１　空间信息的自适应表达

空间信息的表达一般通过可视化地图窗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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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是用户从ＧＩＳ系统中获取空间知识和

空间信息的基础手段。自适应 ＧＩＳ人机接口要

求空间信息的表达不仅要适应设备的技术参数，

还应该根据用户的兴趣爱好、给定的任务、文化背

景、方便交互的目的、实际内容和位置等更多的变

量来动态生成，这些变量是用户空间认知特征的

量化，构成了空间信息的用户模型参数。参考文

献［５，９，１０］的研究内容，并结合笔者的研究，本文

认为空间信息表达的自适应要素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１）工作场景。工作场景由ＧＩＳ系统任务所

决定，对地图显示内容和主题、空间尺度等有直接

的影响。

２）用户的空间认知能力。用户的空间认知

能力由职业背景、生理特征、认知特征、地理和地

图知识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

３）空间信息承载量。空间信息可视化的一

个认知问题是，如何确定在屏幕上显示的最佳信

息量的多少。同时，空间信息复杂度决定着访问

和处理时间。空间信息太详细不仅给显示和理解

带来困难，同时将用户部分注意力吸引在某些无

用信息上，造成了“信息埋没”，阻碍了有用信息的

表达。

４）显示风格。显示风格包括地图的色彩搭

配、符号、标注、图例以及地图框架的样式等。显

示风格主要受文化背景、系统目标、用户偏好等的

影响。

５）用户方位。用户方位主要包括用户当前

位置、行进方向、速度等动态信息。空间信息表达

过程中，应能够根据用户方位作出地图显示区域、

显示尺度、地图方向等的动态调整和适应。

以上５类要素构成了空间信息自适应表达的

基本要点。在用户建模的数据采集阶段，要重点

收集这５类要素，并按上文讨论的方式进行处理

和分析，作为建立用户模型并提供自适应空间信

息的依据。

２．２　界面元素的自适应策略

ＧＩＳ任务自身独立于特定平台，而负责与用

户进行交互的用户界面则是面向平台的。为使

ＧＩＳ任务能部署到异质平台上，这里提出一种

ＧＩＳ任务和用户界面间的映射模型，如图２所示。

该模型分为３层，其中ＧＩＳ任务和交互行为

（即完成ＧＩＳ任务的一系列操作）是平台独立的；

用户界面则与平台和任务相关；位于中间层上的

交互引擎负责将交互行为“翻译”成用户界面，它

独立于ＧＩＳ任务，负责提供平台相关的界面元素

图２　ＧＩＳ任务———用户界面映射模型

Ｆｉｇ．２　Ｍａｐｐ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ｏｆＧＩＳＴａｓｋＵｓ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的选取与生成机制。

交互引擎的具体实现可以参考文献［１１］提出

的决策树方法，用决策树来选择界面元素，同时考

虑一些平台约束。决策树方法有许多优势：较少

消耗计算资源；便于人类读、写和理解；已有现存

算法从样本数据中学习决策树。图３表现了一个

经过简化的决策树，该决策树在界面元素选择时

考虑到了移动设备的交互能力、屏幕大小、可用带

宽等资源约束条件。

图３　一个顾及平台约束的界面元素选择简化决策树

Ｆｉｇ．３　Ａ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Ｅｌｅｍ

ｅｎｔｓ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界面元素的布局方式也是一个重要的自适

应问题［１２］。在很多情况下，要考虑将一个ＧＩＳ界

面窗口拆分成几个子窗口，这样做主要出于两种

动机：一是可以降低界面的复杂度，由于多数ＧＩＳ

任务需要执行复杂的人机交互操作，将窗口进行

分解，将界面元素均衡分配到若干个子窗口上，有

助于减少用户的操作负担；再者在将ＧＩＳ系统由

桌面平台向移动平台迁移的条件下，必须要调整

界面布局，将窗口／任务进行拆分，以适应移动平

台显示屏幕大小的限制。

２．３　面向犃犎犆犐的犌犐犛系统架构

人、硬件和软件、数据是计算机化系统中的三

个要素，而接口或界面是联系这三者的纽带。一

个成功的系统，通过接口在三个要素间建立起来

的联系必然是紧密、和谐和高效的；从信息流通的

５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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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考察，从人到数据的正向信息流（指令），以及

从数据到人的反向信息流（反馈）的通道应该是畅

通无阻的，这两个方面都是 ＡＨＣＩ的重要目标，

因而面向ＡＨＣＩ的ＧＩＳ系统架构也符合上述目

标，达到系统内在的有机统一。具体说来，面向

ＡＨＣＩ的ＧＩＳ系统中的人除用户、ＧＩＳ专家、开发

人员外，还应包括人机交互专家和心理学家，利用

他们的专业知识归纳、总结和抽象用户特性，并形

成针对不同用户特性的接口需求描述。系统需要

提供自适应接口的知识规则库，还要建立起用于

生成用户模型、任务模型和交互模型的自适应引

擎，以及收集用户信息的用户描述引擎和提供界

面元素动态适应的界面交互引擎，这是面向ＡＨ

ＣＩ的ＧＩＳ系统在接口部分同一般ＧＩＳ系统的最

明显区别。至于数据要素，除空间数据外，还应有

记录用户特性的用户描述数据、记录用户操作的

历史数据以及必要的自适应参数数据，它们是建

立ＡＨＣＩ的数据依据。

本文提出的面向ＡＨＣＩ的ＧＩＳ系统通用框架

如图４。该框架由三部分组成：① 参与者；② 引擎

部分；③ 数据库。框架中的箭头强调了自适应过

程中的关键信息流，用户到自适应引擎再到用户描

述模型库的信息流反映了ＡＨＣＩ的动态建立和交

互过程，用户到接口再到空间数据库的信息流则

反映了用户的空间信息的获取和更新过程。

图４　面向ＡＨＣＩ的ＧＩＳ系统通用框架

Ｆｉｇ．４　Ｇｅｎｅｒ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ＡＨＣＩ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ＧＩＳ

３　实　验

３．１　实验一：界面元素自适应

图５是某城市电子地图集的用户界面，该系

统的前一版本的接口设计对用户群并未加以区

分，系统对所有用户都只提供了一种操作界面；新

版本考虑到了用户在计算机操作能力和空间认知

能力方面的差别，通过用户问卷调查的方式，建立

起了普通用户和专家用户两类用户模型［６］，并研

究了相应的任务模型和交互模型，确定了面向普

通用户的操作界面模式（图５（ａ））。该模式的核

心思想是将一个较复杂的ＧＩＳ任务分解成了几

个子任务，采用向导（ｗｉｚａｒｄ）风格的系列子窗口

具体实现。这样，子窗口上界面交互元素数量减

少，从而使操作难度降低。图５（ｂ）则针对专家用

户而提供，将 ＧＩＳ任务集中在一个窗口上实现，

可以快速而有效地获取所关心的空间信息，窗口

布局要复杂和紧凑得多。

图５　不同用户模型（普通用户对比专家用户）

下的ＧＩＳ界面

Ｆｉｇ．５　ＧＩＳ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ｓｅｒＭｏｄｅｌｓ

（ＣｏｍｍｏｎＵｓｅｒＶＳ．ＥｘｐｅｒｔＵｓｅｒ）

３．２　实验二：空间方位的自适应表达

实验二重点考虑了空间信息自适应表达中的

方位问题。地图制图一般总是以正北方向作为地

图的正方向，长此以来，地图使用者形成了将正北

方向作为参照方向的地图观察习惯。当用户持纸

质地图处于运动状态时，会下意识地将地图正方

向与运行方向保持一致，这样有利于他们在运动

状态下观察周围地物。在移动导航系统中，如果

仍将正北方向作为地图的正方向，如图６（ａ），当

用户向其他方向运动时，由于界面的方向表征与

用户心理的方向表征之间出现了偏差，用户定位

的速度和方向感会明显下降。针对这一问题，笔

者开发的实验性移动导航系统根据用户的运动方

向调整地图的正方向，使它们保持一致（图６

（ｂ）），从而提高了定位的速度和准确性，而定位

的高速和准确对满足导航系统的安全性和实用性

要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图６　空间方位的自适应表达

Ｆｉｇ．６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６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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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现有的ＧＩＳ系统和电子地图产品的设计往

往缺乏足够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规范，对用户的知

识、行为和认知能力缺乏足够的认识，导致界面功

能繁多、混杂，用户难以从中获取知识和发现信

息，系统效率低下。本文对面向ＡＨＣＩ的ＧＩＳ人

机接口的建立方法的研究虽有待进一步深入，却

有助于推动上述现实问题的解决。此外，在普适

ＧＩＳ
［１３］和ＩＣＡ主席 Ｋｏｎｅｃｎｙ教授提出的普适制

图（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ｍａｐｐｉｎｇ）
［１４］等新的ＧＩＳ发展方向

中，面向ＡＨＣＩ的新型ＧＩＳ人机接口都是其中一

个重要的方向，因而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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