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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自适应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的基本思想，建立了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系统框

架；探讨了基于模块化的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机制及实现该机制的几个关键问题；通过实验验证了所提出的

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机制的可操作性和自适应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模块化的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机制

各模块容易编程实现，而且非常方便对各模块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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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适应地图可视化的研究内容包括：用户模

型与用户认知反应的模拟与表达；用户界面的自

适应设计；数据库的结构化设计；地图内容显示的

自适应设计；符号与色彩的自适应设计和自适应

地图可视化系统设计［１］。在自适应地图可视化的

研究中，用户界面设计、内容显示设计、符号与色

彩设计均为电子地图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

此，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是自适应地图可视化研

究的重要内容。

１　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系统框架

本文根据电子地图的特点和设计过程，提出

了基于模块化的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系统框架

（图１）。从图１可知，系统需要提供自适应设计

知识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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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用户信息的用户

描述引擎，提供界面元素动态适应的界面交互引

擎，提供要素色彩动态适应的色彩交互引擎以及

提供符号动态适应的符号交互引擎，这是电子地

图自适应设计系统同一般电子地图设计系统的最

明显区别。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系统自适应的效

果包括自适应的电子地图产品的质量和适应度的

问题，取决于自适应设计机制［２］。

２　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机制

２．１　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体系结构

本文根据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系统框架以及

电子地图基本组成元素，构造出电子地图自适应

设计体系结构，如图２所示。

其中用户模型基于用户背景信息和操作信息

来构建，上下文由环境和用户操作共同确定，环境

因素从系统环境获取，自适应控制模块根据用户

模型、上下文、环境因素的特征，结合自适应规则，

从界面模板库、色彩模板库和符号模板库中选择

合适的界面元素、色彩配置和符号加以组合，最后

生成个性化的电子地图产品。

自适应控制模块是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体系

结构中最核心的部分，它主要由推理模块、规则解

析器、评价机制、监视模块和交互记录库组成。

１）推理模块：根据用户信息和交互历史记

录，结合自适应规则库，采用基于产生式规则的前

向推导机制，推理生成自适应电子地图。

２）规则解析器：向用户解释自适应行为，提

示用户操作。

３）评价机制：检查和修改推理模块的推理结

果，如是否符合界面显示规范，界面布局与配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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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模块化的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系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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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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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合理等，直到获得满意结果。

４）监视模块：基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消息机制从用

户输入中提取与系统自适应有关的信息，主要包

括出错率、请求帮助的次数和所使用的命令类型

等信息，并将其存入交互记录库中。同时，向推理

机制发送消息，激活推理模块完成新电子地图更

改的相关推理。

５）交互记录库：存储用户交互历史记录。交

互历史记录是人机交互过程及状态的一种抽象，

一般包括击键顺序、鼠标移动、用户信息、操作信

息和系统信息等。

将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机制的各个组成部分

进行模块化。由于各模块相互分离，容易编程实

现，而且非常方便对各模块进行控制，因此，基于

模块化的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机制只需作较小的

修改就能应用到其他自适应地图可视化系统中。

２．２　实现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的关键技术问题

１）用户模型。用户模型是根据用户背景信

息、历史行为记录和初始自适应规则生成的关于

用户在界面、数据和地图表达等方面的规则集合，

是构成自适应内容的核心［３］。在用户模型的基础

上，系统可以对用户的知识和动态交互行为进行

分析和预测，动态地指导各类用户进行界面、符

号、色彩和显示内容的设计，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

需求，实现具有自组织、自调整、自指导和自设计

能力的智能化设计过程。用户建模的方法很多，

主要有基于模板的用户建模［４］，基于贝叶斯的用

户建模［５］，基于神经元网络的用户建模［６］，基于模

板和机器学习相结合的用户建模方法［７］等。

２）上下文。上下文包括以下３个方面的内

容：① 用户模型中用户类型和行为特征；② 用户

的交互历史记录，包括用户对系统的操作；③ 当

前电子地图形式，如界面风格、静态组成元素布

局、色彩配置等。在电子地图设计过程中，系统实

际上是根据与用户任务相关的上下文信息来向用

户提供服务的。应用上下文感知技术可以自动地

获知上下文变化的情况，并根据上下文的变化自

适应地进行调整，因此，上下文感知的计算可以减

轻用户使用上的负担，并允许用户专注于任务层

６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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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下文感知技术是提高计算机系统交互智能

性的重要途径［８］。

３）推理模块。推理模块主要涉及推理算法。

结合电子地图特点和技术现状，可选用产生式规

则推理方法作为实现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的核心

技术。产生式规则是知识表示的一种形式，其形

式如下：ＩＦ＜前件＞ＴＨＥＮ＜后件＞。其中规则

的＜前件＞表达的是该条规则所要满足的条件，

规则的＜后件＞表示的是该规则所得出的结论，

或者动作。规则表达的可以是与待求解的问题有

关的客观规律方面的知识，也可以是对求解问题

有帮助的策略方面的知识［９］。

下面是判断自适应界面形式的算法：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ＫＢ，ｃｏｎｔｅｘｔ）／／ＫＢ为知识库，ｃｏｎｔｅｘｔ为推

理上下文

｛

　犛＝ｓｃａｎ（ＫＢ，ｃｏｎｔｅｘｔ）；／／犛为一组可用的规则

　ｗｈｉｌｅ（（犛！＝ ＮＵＬＬ）＆＆（ｓｏｌｖｉｎｇ＿ｆｌａｇ＝０））

　｛

　　犚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犛）；／／冲突消解

　　ｅｘｅｃｕｔｅ（Ｒ）；

　　犛＝ｓｃａｎ（ＫＢ，ｓｔａｔｉｃｆａｃｔ）；

｝

ｉｆ（（犛＝ ＮＵＬＬ）＆＆（ｓｏｌｖｉｎｇ＿ｆｌａｇ＝０））／／如果没

有匹配的规则

｛

　　ｔｒａｄｕ＿ｕｓｅｒｆａｃｅ（ｃｏｎｔｅｘｔ）；／／采用默认的用户界

面

　｝

　｝

其中，ｃｏｎｔｅｘｔ表示推理上下文，包括用户意

图、系统环境等。函数ｓｃａｎ的功能是扫描知识库，

它返回与事实项匹配的一组可用规则犛，这种匹配

可能是事实、概念等的简单直接匹配，也可能是经

过算术或逻辑运算甚至经过函数或过程所得结果

的简单匹配。ｓｏｌｖｉｎｇ＿ｆｌａｇ＝０为未求解的一种标

志。函数犚＝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犛）是冲突消解函

数，它从一组可用规则犛中确定一条启用规则犚，

ｅｘｅｃｕｔｅ（犚）表示对启用规则犚结论部分的操作。

如果推理一直无解，则采用默认的用户界面。

４）界面模板库。在设计自适应用户界面时

应对现有用户界面元素（窗口、对话框、图标等）进

行全面综合的分析，并将分析结果存入界面模板

库中，库内界面元素包括界面概念层、功能层、表

象层及其关系结构等。在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建

立各种不同类型的界面模型，使用户可根据其爱

好、认知习惯等进行界面元素选择，同时对界面元

素的组成结构、显示模式和图标效果（文字、图形、

动画）进行优选。当前的界面模板库一般用ＸＭＬ

文件或数据库的形式进行管理。

５）色彩模板库。地图色彩模板主要根据矢量

数据的特点、用途、显示环境、图面载负量进行综合

分析，选用符号库中的符号及其组合，然后通过整

体地图色调调整等处理，形成各式各样的地图整体

显示样式，供用户选择使用。这些模板在符号、注

记、色彩的风格和总体风格及表现手法上各有特

色，适合于不同用途的数据。如果用户对模板不满

意，可以自行修改模板中提供的配色方案。色彩

模板库中的配色方案除了从经典的地图设计配色

实例中获取外，还可以从未经加工的纯自然，或从

传统图案设计的配色组合中找到灵感源泉。

６）符号模板库。地图符号模板包含符号的

种类、颜色、表现方式、显示比例和分级值等。符

号模板库的设计包括４个阶段：各类符号的采集、

分类与建库；符号属性项的设计与建立；符号元数

据设计与元数据库建设［１０，１１］；符号知识库设计与

符号用户模型设计。

３　实　验

本文实验挑选１０位典型用户，均为信息工程

大学测绘学院学生，其中男性７名，女性３名，年

龄在２０～３０岁之间，实验的场所为光线充足、环

境安静的数字制图实验室，时间为上午８点到１１

点，实验数据为上海市某地区城市图。

图３是两个有代表性用户的自适应设计效果

图。图３（ａ）选择的是多媒体型界面布局方式，工

具栏图标选择的是Ｆｌａｓｈ动态图标，工具栏位于

界面下方，导航窗位于界面右方，地图是清新淡雅

型，金融机构和银行位于地图第一层面。图３（ｂ）

选择的是普通型界面布局方式，工具栏图标选择

的是灰色图标，工具栏位于界面上方，导航窗位于

界面左方，地图是专业高效型，旅游景点和酒店位

于地图第一层面。

图３　自适应设计效果图

Ｆｉｇ．３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Ｕｓ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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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用户模型和当前环境的不同，自适应设计

系统提供了适应其个人特征和当前环境特征的屏

幕地图和用户界面。如图３（ａ）所示，用户ｌｙ是个

本科女生，专业知识和计算机水平一般，其目的是

查找当地的金融机构和银行。从该用户与系统的

交互中知道她的目的单纯，注意力分散，操作计算

机不熟练，但是喜好看动画片。界面设计以易用为

主，布局简单大方，工具栏选用Ｆｌａｓｈ工具条，色彩

方面投其所好，以明亮浅色系为主，地图色彩模板

选用清新淡雅型以符合女生性格。金融机构和银

行显示在地图第一层面，以引起该用户的注意。此

外在用户的操作过程中，系统多次采用向导和可视

化的方式进行提醒，以符合用户直观的思维特点。

作为博士生的男用户Ｃａｏ，专业知识和计算机

水平都很好，爱好旅游，目的是查找当地的旅游和

酒店信息。针对该用户，系统提供了普通型界面布

局，图标采用２４×２４的灰色图标；工具栏位于界面

上方，与用户习惯保持一致，地图色彩模板使用专

业高效型，颜色较为深暗，与男生稳重的性格较为

相符；旅游景点和酒店位于地图第一层面，便于用

户查找。另外，考虑到他不愿意总受系统控制，在

系统中提供了个性化定制功能，这样他既可以在系

统自适应生成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也可以按照自己

的意愿进行个性化定制。另外，在对该用户的监测

中发现，他多次更改了酒店符号，为此，系统在该用

户模型中增加了该用户的酒店符号使用习惯，在以

后的设计中，系统将自动为其配置该酒店符号。

实验时间由于是白天，故地图都采用了正常

显示模式。

为了检验本实例的可用性，本文对这些用户

进行了可用性测试。测试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

基于模块化的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机制能更好地

指导用户进行设计，提高用户的制图水平和效率。

４　结　语

目前，国内外在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用

户模型、自适应用户界面、自适应策略等方面。本

文重点研究了基于模块化的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

机制，并通过实验证明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的可

操作性和自适应效果，为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系

统的最终实现起到了推进作用。下一步工作考虑

在电子地图设计系统中加入自适应设计机制，实

现部分自适应设计策略，以此来更好地指导用户

进行设计，提高用户的制图水平和系统效率。

国内外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才刚起步［１２１４］，

有许多问题还待继续深入研究，如用户模型建模

与匹配、用户的特征推理评价模型、自适应设计算

法库、上下文感知技术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电子地图自适应设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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