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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地图表达地理属性的量表性质，将地图设色方案分为定性设色、顺序设色和双向设色等３种方

式。基于这３种地图设色方式的特点，根据红绿色盲的光谱特性，设计了一系列实验地图，通过颜色辨识的

心理学实验，分析了红绿色盲的视觉特征，初步揭示出一些针对红绿色盲人群使用的地图设色原则，为制作

红绿色盲人群使用的地图提供了有效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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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是地理信息可视化表达中最重要的手

段，作为一种特殊的交流媒介，已渗透到人们生活

和工作的各个方面。关于地图表达等方面的研究

已有很多文献，除了研究其表达机制［１］、图形符号

设计外，还有地图表达情感特点的研究［２］。就地

图受众而言，已有面向少儿、老人及女性的地图，

以及面向盲人等特殊人群的地图，但鲜有针对色

盲人群设计的地图。色盲是一种无法正确辨识部

分或全部颜色的现象，针对普通人群设计制作的

地图，显然不能给色盲人群传达完整或正确的地

图信息。据统计，色盲约占总人数的８％
［３］，因

此，针对色盲者的视觉特点，研究制作面向色盲人

群的地图设计原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早在２０世纪后期，国外就有不少学者在针对

色盲、色弱人群的颜色视觉特性上进行了探索性

的研究，如对地图数据的分级及设色方案进行了

研究［４７］；将考虑到色盲色弱者视觉特征的地图颜

色配色方案运用到地区分布图中并评价其效

果［８］；根据色盲混同色曲线选取颜色，制作两组地

图进行实验对比，并给出了针对适合色觉异常者

的地图用户的颜色选择的评价结果［９］；对全色盲

和二原色视觉者彩色图像的细节再现［１０］；有色彩

缺陷者的视觉与计算机图形显示［１１］等。国内对

色盲色觉的研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主要

集中在医学方面。

红绿色盲是最常见的色盲类型，占到色盲总

人数的９５％以上
［１２］。因此，本文以红绿色盲为

研究对象，通过实验探讨了红绿色盲对地图的感

受，揭示出一些地图设色的基本原则。

１　地图设色方案

地图上用颜色表达地理现象时，并不仅仅简

单地用不同颜色区分不同的要素或现象，还应利

用地图色彩的心理感受特征，更清晰地表达地理

现象的质量和数量特征。按地理要素表达的数据

特征，可以将空间地理要素分成有序排列的４种

量表：定名量表、顺序量表、间距量表和比率量

表［１３］。为了充分地表达以这４种量表方法表示

的空间地理要素，本文将地图设色方案分为定性

设色、顺序设色和双向设色３种方案。

１）定性设色方案。主要表示要素的性质和

类型差别，无等级概念，常用于表达定名量表。定

性设色方案常运用不同色相、相同或相近的亮度

及饱和度来表示地理要素类型的差别。在定性配

色方案中，最常见的是光谱色配色，即采用红、橙、

黄、绿、青、蓝、紫中某些色调来配色，所表达的性

质差别明显，读图者一目了然。典型的运用如土

地利用类型图和行政区划图。

２）顺序设色方案。主要表示要素之间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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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顺序和量的差别，可用于表达顺序量表、间距量

表和比率量表。顺序设色方案可使用同一色调或

相邻相近色调来配色，最重要的是保证明度和饱

和度的逐级递变，如森林分布图。

３）双向设色方案。主要表示专题要素之间

数量的差别，但强调一个关键点数据（中点、平均

值等），所以常用于表达间距量表和比率量表。双

向设色方案强调双向配色表达，关键点数据类一

般采用极高明度的颜色表示，以关键点为中心，双

向离中心点等距离的级别颜色明度不能相差太

大。双向设色方案结合了以上两种设色方案的特

点，中间点的任意一边均是顺序设色，而与中心点

等距离的级别颜色亮度相近，只有色相差异，相当

于定性设色。

２　地图色彩实验

由于颜色的显示与周围环境的光照强度有关，

同时ＲＧＢ颜色模型有着极大的设备相关性，所以

本实验在天气晴好、光线充足的室内进行，显示设

备采用给地图配色时使用的同一台ＬＣＤ液晶显示

器。设备参数如下：显卡ＮＶＩＤＩＡＧｅＦｏｒｃｅ４ＭＸ

４４０；屏幕分辨率１０２４像素×７６８像素；调色板

３２ｂｉｔ；屏幕亮度／对比度８０／６０。

在进行实验前，让被测人员填写背景信息调

查表，同时给出一系列比较权威的色盲测试卡，以

验证测试者是否存在色觉问题以及色觉类型和严

重程度。

参与实验的人员为武汉大学本科生、研究生

（其中２／３为地图相关专业），均为男性（因为红

绿色盲女性比率太低），年龄在２２～３５岁之间，矫

正视力１．０以上。色盲卡测试结果表明，被测人

员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红、绿色盲或色弱。

２．１　实验设计

本文根据地图制图原则，结合３种颜色设色

方案，设计了９幅地图进行实验。９幅地图的设

色方案、主题以及颜色设置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图幅的设色方案、主题及颜色设置

Ｔａｂ．１　ＣｏｌｏｒＳｃｈｅｍ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ａｎｄＣｏｌｏｒＤｅｇｉｓｎ

地图序号 设色方案 地图主题 颜色设置

黑白示例图 顺序设色 ＧＤＰ产量图 黑、白、灰

地图１ 双向设色 男性比率图 红、橙、黄、绿

地图２ 顺序设色 森林分布图 绿

地图３ 双向设色 文盲人口比率图 红、橙、黄、绿、蓝

地图４ 双向设色 城镇化比率图 红、橙、黄、蓝

地图５ 定性设色 土地利用类型图 光谱色

地图６ 定性设色 土地利用类型图 光谱色

地图７ 顺序设色 年人口增长率图 黄、绿、蓝

地图８ 双向设色 年文盲人口降低率图 黄、蓝

　　黑白示例图用来解释实验过程。其他８幅地

图的设计原则如下：按照定性设色方案设计的２

幅地图———地图５和地图６，其颜色和区域设置

相差不大，只是色彩的整体明度有较大差别，旨在

得出红绿色盲对于高明度地图还是低明度地图

的辨色能力更强。按照顺序设色方案设计的２幅

地图———地图２和地图７，地图２采用绿色调，地

图７采用黄、绿、蓝色调，明度都是递变的。一般

来说，红绿色盲均能分辨明度差异，所以在地图

７中加入很好识别的蓝色来检测是否更好地提高

了地图的可读性。按照双向设色方案设计的４幅

地图———地图１、地图３、地图４和地图８，地图１

采用红绿色盲最难分辨的红、橙、黄、绿色调，地

图３采用红、橙、黄、绿、蓝色调，地图８采用了红

绿色盲最易分辨的黄、蓝色调，旨在测试这幅图对

于红绿色盲者来说可读性是不是最好的，而地图

４在地图８的基础上加入了红、橙色调，稍稍降低

了其可读性。

实验过程：将８幅地图相邻地置于同一幻灯

片中，顺序为黑白示例图→地图２→地图１→地图

３→地图５→地图７→地图４→地图８→地图６。在

进行实验前，给出了一系列比较权威的色盲测试

卡，以验证测试者是否存在色觉问题以及色觉类

型和严重程度。然后，根据例图给测试者讲解实

验流程后正式开始。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将幻灯片

全屏放映，测试者阅读地图回答问题，客观题在

前，主观题在后。记录测试者回答客观题的时间

作为统计分析的变量。主观题以问题为导向，采

用互动交流的方式，力求从心理的角度了解色觉

异常者的地图视觉感受，主观题不计时。在整个

幻灯片放映结束后，要求测试者将８幅地图按照

可读性和愉悦性进行排序。实验最后邀请他们对

于本次实验的改进给予建议和意见。

２．２　结果分析

通过色盲测试卡测定的结果，可确定参与测

试者均有红绿色觉问题。实验过程中记录了测试

者回答每幅地图客观题的答案和所花费的时间，

首先对红绿色觉异常者的客观题正确率和耗时进

行分析（表２）。

通过实验结果可以发现，调整地图的颜色设

置及选用适当的设色方案对于色觉异常者更有效

识别地图信息能起到重要作用。由表２可以看

出，地图１、地图３、地图５、地图６和地图２都存在

读图时错误识别信息的问题。通过图１可以发

现，对于不同图幅，不同测试者所耗的平均时间

曲线与每幅图客观问题总错误率曲线走势基本一

８７４



　第３７卷第４期 汪　华等：利用地理属性量表的色盲人群地图色彩设计研究

表２　各图幅客观题正确率及耗时统计

Ｔａｂ．２　Ａｃｃｕａｒｙ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Ｔｉｍｅ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ＩｔｅｍｓｆｏｒＥａｃｈＭａｐ

目标序号
地图序号

地图１ 地图２ 地图３ 地图４ 地图５ 地图６ 地图７ 地图８
总数／目标

目标１
Ｔ １：３７ １：００ ０：５９ １：０８ １：２７ １：５１ ０：５０ ０：５２

Ｅ ３／３ ０ １／３ ０ ３／３ １／３ ０ ０ ８／２４

目标２
Ｔ ２：０２ １：０１ １：０６ ０：４０ １：２５ ０：５０ ０：３０ ０：３８

Ｅ ３／３ ０ １／３ ０ １／３ １／３ ０ ０ ６／２４

目标３
Ｔ １：２４ ０：５３ １：００ ０：５８ １：４７ １：２３ ０：３０ ０：４３

Ｅ ２／３ １／３ １／３ ０ ０ １／３ ０ ０ ５／２４

总数／地图 Ｅ ８／９ １／９ ３／９ ０ ４／９ ３／９ ０ ０

致。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读图时间的延长对于地

图信息的获取不会有很大的改善。在正常人看

来，只要不是设置了相同或者非常相近的颜色，延

长读图时间最终基本还是能分辨出不同颜色所表

达的信息；而对于色觉异常者来说却并非如此，其

原因很有可能是他们根本无法区分地图上两种或

几种颜色的差别，所以即使无限期地延长读图时

间，对于地图更多信息的获取效果甚微。事实上，

在实验的过程中，测试者经常因为看不清颜色略

显烦躁而采用猜的方式。耗时最长和客观题错误

率最高的４幅地图如图２所示。

图１　各图幅平均耗时曲线及总错误率曲线图

Ｆｉｇ．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ＥｒｒｏｒＲａｔｉｏＬｉｎｅｓ

图２　耗时时间最长和客观题错误率最高的图幅（地图１、地图３、地图５、地图６）

Ｆｉｇ．２　ＭａｐｓｗｉｔｈＭａｘＴｉｍｅａｎｄＥｒｒｏｒＲａｔｉｏ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Ｉｔｅｍｓ

　　由实验结果可知，不同的颜色设置和设色方

案对地图的可读性和愉悦性确实有影响，但对于

地图的可读性影响更大。一般来说，红绿色觉异

常者对相近明度和饱和度的红色、橙色、黄色、绿

色的辨别能力较差，也难以分辨相近明度和饱和

度的蓝色和紫色，地图５和地图６的高错误率证

实了这一点。实验同时也表明了亮度差异对色觉

异常者的重要性。理论上，地图２和地图７都存

在潜在的颜色混淆问题，但因为每种颜色之间存

在明显的亮度差异，所以测试者能较准确地从这

两幅图中提取信息，即采用顺序设色方案一般不

会给色觉异常者造成读图的困扰。而对于此次实

验地图中采用最多的双向设色方案，对色觉异常

者来说，这是最难分辨的设色方案，相邻且多色调

的使用势必难以避免使红绿色觉异常者难以分辨

的红色、橙色、黄色、绿色系和蓝紫色系，加之颜色

明度差异不明显，色觉异常者觉得难分辨是情有

可原的。

尽管在以上３种配色方案中，采用顺序配色

方案制作的地图对于色觉异常者具有更高的可读

性，我们也无法规定在制图的过程中采用某种特

定的配色方案，因为配色方案是与地图想要表达

的主题密切相关的。如地图１采用双向配色方案

表达了我国各行政区划男性的比率。当然，我们

可以用色觉异常者评价较高的顺序配色方案来制

作这幅图，但是用两种配色方案制作出的地图所

传达的信息完全不一样：顺序配色方案可以明确

地表示不同行政区划男性比例的高低，而双向配

色方案不仅能表示出不同行政区划男性比例的高

低，更重要的是它突出地表示出中国男性比率的

平均水平，而且从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内蒙古、青

海、四川男性比率与全国男性比率的平均值相近。

同时，因为颜色明度越低，表示距离平均值的数量

越大，所以很容易得知各行政区划的男性比率偏

离平均水平的程度。

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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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在根据地图表达的主题确定相关的设色方案

后，本文给出的建议如下。

１）对于顺序设色方案，只要使色与色之间保

持较明显的亮度差异，就可以根据表达主题来选

择恰当的色调，选用任何色调对于正常人和色觉

异常者来说几乎都不存在问题。

２）对于定性设色方案，因为不同类别要求尽

量采用不同色相，且颜色不能存在太大亮度差异，

建议在采用定性设色方案制作地图时，除色相不

同外，最重要是保证色与色之间存在能被色觉异

常者觉察的微小明度差异（因为太大的明度差异

暗含量和等级的差别），这样就可以在顾及正常人

的地图可读性和愉悦性的条件下提高色觉异常者

的地图可读性。

３）对于双向设色方案，中间关键点双向的分

级均表达了一种顺序，相当于顺序设色。但是在

离中间点等距离的级别常常会存在颜色混淆的问

题，虽然其色相不同，但是亮度太相近。所以在采

用双向设色方案时，除了像定性设色方案一样，使

得与中间点等距离级别的颜色之间存在少许的亮

度差异，在符合地图表达选色要求的情况下，最好

能保证中间点两边的级别采用的颜色不存在潜在

的混淆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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