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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当前自然用户界面缺乏普适性评估方法的问题, 基于真实感框架提出一种自然用户界面评估方法——

NEM. 该方法以真实感框架为基础定义评估指标, 对多源数据进行采集及特征提取; 并通过层次分析法(AHP)构建
指标权重模型, 最终给出评估建议; 最后以自然用户界面中具有代表性的笔式用户界面为实例, 基于 NEM 方法对
Tilt 交互任务进行评估, 得到了多维度融合的评估结果, 并为 Tilt 交互提供设计建议. 实例结果表明, 文中方法能够
有效地体现自然用户界面的特点, 拓宽评估带宽, 从而指导自然用户界面的设计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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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natural user interface evaluation method (NEM) based on reality framework.
This method defines evaluation criteria based on reality framework, extracts features from multi-source data, utilizes AHP method to construct a weight model, and finally provides integrated evaluation result. This paper takes
pen-based user interface,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NUIs, as an example. We evaluate Tilt interaction tasks
based on NEM and get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ed evaluation results, which provide design guidelines for
Tilt Interaction. It demonstrates that NEM can effectively embody the features of NUI and broaden evaluation
bandwidth, and can be used to guide the design and evaluation for NUI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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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评估方法是人机交互领域的重要研

等[8]提出了触觉反馈的评价方法, Kazemitabaar 等[9]

究课题. 人机交互先驱 Card 等 [1]指出: 评估模型可

对可穿戴系统进行了初步评估探索. 也有少数研

以有效地指导设计, 帮助设计者在界面开发的早

究者针对 NUI 的通用属性展开研究, Christou[10]在

期分析用户行为和表现, 将设计空间缩小到具体

GOMS 的基础上提出了 CoDeIn 模型, 重新测量了

的合理范围, 并且为设计备选方案提供早期分析;

用户完成自然交互的操作符, 较 GOMS 更为精确,

也可以在开发完成后指导评估设计和选择较优方

但其仅考虑了绩效指标, 没有拓展传统评估方法

案, 从而指导和提高界面设计的质量, 提高计算机

的带宽.

的可用性和效率. 在 WIMP 时代, 研究们开发了大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速度和精确度等常用的

量的界面评估方法.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评估模型

用户界面测量方法外, 其他的测量标准, 如工作负

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 Card 等 提出的 GOMS 模

载、约束、用户挫折和疲惫感等也开始用于界面评

型, 其由目标、操作符、方法和选择规则四部分构

估. Lee 等 [11]使用脑电设备(electroencephalograph,

成, 能够有效地评估专家用户完成特定交互任务

EEG)监控被试在进行脑力活动时的脑部活动状态,

的无差错工作时间, 为指导界面设计、评估及选择

他们使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分析脑电波, 在做简单

较优方案提供了重要准则. GOMS 模型及其衍生模

任务分析时能达到 75%的准确率. Yang 等[12]提出了

型 [1-3]得到了广泛重视及应用.

基于混合现实技术的 UVMODE 评估系统, 创新地

[1]

随着计算机软件硬件的发展和对用户心理学

使用了手部负载(hand load)作为评估指标. Hirshfield

的进一步了解, 新兴交互设备和交互技术不断涌

等 [13] 提出了将脑成像技术用于界面可用性评估的

现, 人机交互领域的研究者们设计和开发了大量

思路, Girouard 等 [14]和 Frey 等 [15]也探索了将生理指

的与传统 WIMP 风格不同的新型用户界面, 包括

标应用于界面评估的可行性.

移动交互、体感控制、普适计算、可触摸/实物计

虽然研究者在 NUI 具体应用方面做出了阶段

算、虚拟现实、混合和增强现实、语音和多通道交

性的成果, 也探索了生理测量标准在用户界面评

互、上下文感知计算、隐式交互、情感计算等界面

估中的作用, 但目前还没有研究者基于 NUI 的理

类型. 这些新兴的界面类型尽管看上去风格迥异,

论框架, 提出具有普适性的 NUI 评估方法.

但它们之间却具有显著的共性, 即都前所未有地
吸收和借鉴了用户在自然物理世界中的既有知识,
使得用户与计算系统的交互和感知更为自然, 因此
被称为自然用户界面(natural user interface, NUI)[4].
NUI 是对传统用户界面的颠覆性改变, 是一
种多通道的人机交互方式和无缝(物理空间和计算
空间)的用户体验 [5]. “自然”体现在用户的交互知

真实感框架
Jacob 等 [16-17]提出的真实感框架为 NUI 的评估
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该框架归纳了 NUI 的共性特
征, 构造了基于真实的交互范式, 自底至上定义了
NUI 真实感的 4 个层级, 依次为简单物理感知层级、
身体意识和技能层级、环境意识和技能层级、社会
意识和技能层级, 如图 1 所示.
1.2

识、用户的交互环境以及用户的交互方式的自然性
和直觉化. 由于 NUI 具有以上特点, 因此能够降低
用户的学习成本, 减少用户从“新手用户”转变成
“专家用户”的时间, 并为用户提供愉悦的使用体
验 [4]. 由于 NUI 的交互目的、交互方式和交互环境

图1

真实感框架的 4 个层级 [17]

与 传 统 WIMP 都 有 较 大 差 别 , WIMP 范 式 下 的
GOMS 模型的局限性逐渐显现. 研究针对 NUI 的
评估方法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6-7]

.

在真实感框架中, 简单物理感知层级包含了
用户对外部自然世界的感知和知识, 如速度、重力
等; 身体意识和技能层级描述了用户对自己身体

1

相关工作

及身体运动的感知、控制和协调能力; 环境意识和
技能层级包含了用户对周围环境的感知, 以及在

评估方法
目前, 研究者们针对 NUI 中某些特定交互技
术和应用原型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度量思路. Shakeri
1.1

环境中操作和导航的能力; 社会意识和技能是框
架的最顶层, 包含了用户对环境中其他人的感知
能力, 以及与其他人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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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对 NUI 的普遍特征进行了描述, 能够为目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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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方法

难以估量的新兴界面提供普适性的评估指导.

层次分析法
构建 NUI 评估方法的另一难度在于对多源指

(NUI evaluation method, NEM), 主要包括 4 个关键

标的融合. 在 NUI 中, 评估指标不再局限于简单的

步骤: 基于真实感框架定义评估指标、通过用户实

绩效度量, 而是扩展到更多维度, 如何将不同类型

验采集多源数据、对多源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和指标

的评估指标加以融合成为界面评估中亟待考虑的

转化以及通过 AHP 方法构建指标权重模型, 最终

问题.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给出基于权重模型的评估建议, 如图 2 所示.

1.3

本文提出基于真实感框架的 NUI 评估方法

是一种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层次化、系统化的分

1) 基于真实感框架, 通过专家评估定义评价

析方法, 可以计算出各个评估指标的权重, 得出评
估方案相对重要性的总排序

[18-20]

指标

. 本文将使用

基于真实感框架的 4 个层级, 将 NUI 中的评估

AHP 计算评估指标权重.

指标进行分析与归类.

图2

NUI 评估流程

定义 1. L  {L1 , L2 , L3 , L4 }. 其中, L 表示评估

据, 原始数据 DRaw 一般由传感器生理数据 DSensor 、

指标的真实感层级, 共分为 4 层: L1 表示简单物理

交 互 操 作 数 据 DOperation 和 用 户 主 观 评 估 数 据

层级, L2 表示身体意识和技能层级, L3 表示环境

DSubject 这 3 类元素构成.

意识和技能层级, L4 表示社会意识和技能层级.
定义 2. E  {( E11, E12 , , E1 p ), ( E21, E22 , , E2q ) ,
( E31 , E32 , , E3r ), ( E41 , E42 , , E4 s )}. 其中, E 表示基

于真实感层级的具体评估指标集; E11 ~ E1 p 表示简
单物理层级下的具体评估指标, 如完成时间等;
E21 ~ E2 q 表示身体意识和技能层级下的具体评估

指标, 如疲劳度等; E31 ~ E3r 表示环境意识和技能

定义 3.
DRaw 

D

Sensor

 , DOperation  , DSubject  .

定义 4.

DSensor   DEEG  ,  DEMG  ,  DECG  ,  DRP  ,

DGSR  , DHR  , DEDA  , DSKT  , .
定义 5.





层级下的具体评估指标, 如沉浸感等; E41 ~ E4 s 表

DOperation  CSpace , DTime , DSpeed , .

示社会意识和技能层级下的具体评估指标, 如协

CSpace  CSpaceX , CSpaceY , CSpaceZ  ,

作性等.

DTime   DHour , DMinute , DSecond  ,

基于真实感框架, 结合实际应用, 通过专家评
估法定义具体评估指标.
2) 通过用户实验, 采集多源评估数据
通过用户实验, 从多种来源获得获取具体数





DSpeed  DTipSpeed , DAltSpeed , DAziSpeed , .

定义 6.





DSubject  DSatisfaction , DComfortableness , DNovel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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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征提取及指标转化
将收集到的各类数据进行处理, 提取特征供
权重模型使用. 针对原始数据的连续性和离散性 2
类属性分别采取不同的特征提取手段. 对于离散
型数据, 如用户的主观打分、部分交互操作数据,
可以通过标准化处理将数值直接提取为特征, 并转
化为具体的评估指标. 对于连续型数据, 以肌肉电
(electromyography, EMG)等波形数据为例, 过程可描
述 为 P Wave   SSample ; 其 中 SSample  S1 , S2 , ,
Sn  . Wave 是 EMG 传 感 器 采 集 的 原 始 波 形 数

据 , SSample 是 若 干 窗 口 样 本 Si 的 集 合 , 波 形 数 据
Wave 在规则 P 的作用下被划分成 50%重叠的窗口

图3

样本的集合. SSample 在规则 F 的作用下能够抽取得





到一系列描述特征, F SSample   F1 , F2 , , Fn  .

模型构建方法

计算权向量并做一致性检验. 计算比较矩阵

特征数据与评价指标之间的转化是非常重要

A 的最大特征根 max 及对应特征向量, 计算一致

的环节. 由于体力感觉等级量表(ratings of perceived

性指标(consistency index, CI)、查询平均随机一致

exertion, RPE)能够很好地反映运动负荷, 本文选

性指标(random index, RI)的值, 最终求得一致性比

取 RPE 值作为疲劳度标定 [9]. 对于 EMG 数据中提

例(consistency ratio, CR).

取的时域频域特征, 使用 C4.5 决策树进行学习分

若 CR<0.10 表示一致性检验通过, 则特征向

析、参数调优等, 获取特征数据与疲劳度指标之间

量 即 为 权 向 量 , 记 为 W  ( w1 , w2 , , wm )T ; 否 则 ,

的对应关系, 从而可对样本进行分类.

需重新构造比较矩阵.

4) 采用 AHP 方法构建权重模型, 并给出评估
建议

2) 评价矩阵构建及其标准化处理
设 NUI 设计 有 n 个 设 计 方 案 , 记 为 M  1,

各评估指标的数据趋势不同, 且还存在数量

2, , n ; 有 m 个 评 估 指 标 , 记 为 M  1, 2, , m ;

级和量纲不同的问题. 为了统一各指标的趋势要

设 第 i 个 方 案 对 第 j 个 指 标 的 实 验 值 为 xij (i 

求, 消除各指标间的不可公度性, 需要对评估指标
建立评价矩阵并进行标准化处理. 通过 AHP 方法
得出各个指标的评估权重, 构建权重模型, 将经过
标准化处理的评价矩阵与权重模型融合, 给出设
计方案推荐, 具体方法见第 3 节.

3

1, 2, , n; j  1, 2, , m) , 称 矩 阵 X  ( xij ) nm 为方案

集对指标集的评价矩阵. 将评价矩阵 X 进行标准
化处理, 首先统一指标趋势, 然后统一指标的数量
级并消除量纲.
a. 统一指标的趋势要求. 令 H1  { 要求越小

权重模型构建方法

越 好 的 指 标 }, H 2  { 要 求 越 大 越 好 的 指 标 },

本节对 NEM 的核心方法——权重模型构建方

H1  H 2  H 3  I , 且 H s  H t  ( s  t , s,t  1, 2,3) .

H 3  { 要 求 稳 定 在 某 一 理 想 的 指 标 }, 则

法进行详细描述. 该方法既兼顾了专家对不同评

当要求设计方案评分值最小为最优方案时, 令

估指标在整体评估体系中的权重意见, 又结合了


j  H1
 xij ,

yij   xij ,
j  H2
(1)

*
 xij  x j , j  H 3

当要求设计方案评分值最大为最优方案时, 令

来自用户实验的多源评估数据, 扩宽了评估的带
宽, 从而可用来指导大部分 NUI 评估及设计. 模型
构建方法如图 3 所示.
1) 基于 AHP 法的指标权重模型构建
建立指标层相对方案层的单层次模型, 请业
内专家利用成对比较法和 1~9 比较尺度构造比较
矩 阵. 设有 m 个 评估 指 标, 则 比 较矩 阵 记 为 A 
(aij ) mn (i  1, 2, , n; j  1, 2, , m) .


j  H1
 xij ,

yij   xij ,
j  H2

*
 xij  x j , j  H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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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j 为第 j 个指标的理想值, j  H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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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Wacom 手写板.
实验任务参照本课题组关于 Tilt 手势研究的实

根据各指标的数据趋势选择式(1)或者式(2)进

验设计[25], 对自由 Tilt 任务展开评估. 在屏幕中央

行数据转换.
b. 统一指标的数量级并消除量纲. 令
zij  100 

yij  y j min
y j max  y j min

显示表示起点的绿色圆圈, 围绕该圆圈随机呈现
(N, NE, E, SE, W, SW, S, NW)8 个方向的箭头, 用来

,

指示 Tilt 的方向, 如图 5 所示. 实验步骤如下:
Step1. 将数码笔尖接触 Wacom 板.

其中,



y j max  max  yij | i  1, 2, , n ;
y j min  min yij | i  1, 2, , n ,

记 标 准 化 后 的 评 价 矩 阵 Z  ( zij ) n m ( i  1,
2, , n ; j  1, 2, , m ).

Step2. 调整数码笔使其垂直于 Wacom 板, 此时起
点圆圈由绿色变为红色, 表示一次 Tilt 计时开始.
Step3. 当起点圆圈变色后, 被试保持笔尖不抬起,
按照箭头所指示的方向完成一次 Tilt.
Step4. 当被试认为一次 Tilt 任务结束后, 抬起笔尖,
计时结束.

c. 方案综合加权评分计算.
根据标准化评价矩阵 Z  ( zij ) nm 和层次单排
序得到的 m 个指标的权重 W  ( w1 , w2 , , wm )T , 分
别计算 n 个方案的综合加权分值, 然后根据加权
分值高低对设计方案做出排序.

4

种界面形式 [21-22], Tilt 是笔式用户界面中的重要交
互技术, 如图 4 所示. Tilt 交互技术将笔尾的倾斜
信息用于交互中, 有效地拓展了交互通道. 研究者
们在人机交互顶级会议和期刊上围绕 Tilt cursor[23],
Tilt menu[24], Tilt 手 势 [25-27] 等展 开 研 究. 本 节以
NUI 中的笔式用户界面为实例, 基于 NEM 评估方
法对 Tilt 交互技术进行探索, 综合评估 Tilt 任务中
各个方向的表现, 从而为 Tilt 技术的设计提供指导.

图4

Tilt 交互技术

实验设计
本文招募了 12 名被试, 年龄 23~29 岁, 8 男 4 女,
均为右手使用习惯. 实验所用设备为 1440×900 分
辨率的 LCD, 及 30.4 cm×30.4 cm、采样频率 50 Hz

b. Step2

图5

Tilt 交互技术评估
笔式用户界面是 NUI 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

4.1

a. Step1

c. Step3

d. Step4

实验任务

当一次 Tilt 计时结束后, 系统自动触发下一个
任务. 实验次数: 12(被试)×8(方向)×10(重复)＝960
次. 实验采取被试内设计, 并采用拉丁方设计平衡
顺序效应.

评估指标
基于真实感框架, 通过专家评估法定义 4 个评
估指标. 根据评估指标, 在实验中及实验结束后采
集以下信息:
1) 任务完成时间. 从起始圆圈变为红色到笔
尖离开手写板的时间间隔, 记为一次 Tilt 行为的完
成时间.
2) 疲劳度. EMG 差分电极被放置在被试右前
臂以记录任务执行过程中手臂肌肉的生理活动,
原始 EMG 活动采样频率为 256 Hz.
3) 舒适度. 在实验完成后的调查问卷中, 每
名用户根据实际情况, 分别对 8 个方向 Tilt 任务的
舒适度做出适当评价(从 1 分“最不舒适”到 7 分“最
舒适”).
4) 喜好度. 在实验完成后的调查问卷中, 每
名用户根据实际情况, 分别对 8 个方向 Tilt 任务的
喜好度做出适当评价(从 1 分“最不喜欢”到 7 分“最
喜欢”).
4.2

4.3

数据分析
任务完成时间. 如图 6 所示, 8 个方向的任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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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时间(N, NE, E, SE, W, SW, S, NW)分别是 1.68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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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排序

1.55 s, 1.66 s, 1.69 s, 1.69 s, 1.52 s, 1.66 s 和 1.68 s. 方

排序

分值

缩写

向 因 素 对 完 成 时 间 的 主 效 应 不 显 著 ( F7,77 =0.99,

1

79. 75

W

西

p =0.44). 该数据趋势越小越好.

方案名

2

69. 50

NE

东北

3

68. 01

SW

西南

4

61. 11

E

东

5

48. 28

N

北

6

45. 01

NW

西北

7

26. 96

S

南

8

25. 29

SE

东南

讨论
将实验结果与本课题组关于 Tilt 手势研究的
实验结果进行比较 [25]发现, 在 2 个工作中, 方向因
素对任务完成时间都没有显著影响. 该结论进一
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定性; 同时表明, 仅以任务
完成时间等绩效指标作为 NUI 的唯一衡量标准对
设计的指导还存在不足, 评估维度应扩展到更广
阔的范围.
与之前的工作相比, 本文综合了疲劳度指标、
主观评估指标、绩效评估指标等多个维度, 能够有
效地拓展传统评估方法的带宽; 同时基于层次分
析方法构建的权重模型, 能够给出多维度综合的
分值, 能够更精确地评估以 Tilt 为代表的 NUI 风格,
给出合理的交互技术设计建议.
4.5

图6

任务完成时间

疲劳度. 将提取的样本用训练好的分类器对运
动负荷度等级进行分类, 结果显示在 8 个方向(N,
NE, E, SE, W, SW, S, NW)各自的样本中, 分别有
87.14%, 90%, 85%, 82.14%, 78.57%, 93.57%,
91.43%和 82.86%对应 RPE8 非常轻松(very light);
12.86%, 10%, 15%, 17.86%, 21.43%, 6.43%, 8.57%
和 17.14%对应 RPE7 极轻松(extremely light). 数据
整合后的 RPE 分别是 7.87, 7.90, 7.85, 7.82, 7.79,
7.94, 7.91 和 7.83, 数据趋势越小越好.

5

结

语

舒适度. 8 个方向(N, NE, E, SE, W, SW, S, NW)
的舒适度分别为 4.5, 5.08, 4.67, 3.17, 5.08, 5.17, 3.92

本文在真实感层级框架的指导下, 以 NUI 的

和 4.00, 各方向间存在显著差异( p =0.04), 数据趋

共同属性和普遍特征为基础, 构造了具有普适性

势越大越好.

的 NUI 评估方法 NEM; 并以笔式用户界面为实例

喜好度. 8 个方向(N, NE, E, SE, W, SW, S, NW)
的偏好度分别为 4.42, 4.92, 4.92, 3.17, 5.17, 5.25,
3.75 和 4.00, 各方向间存在显著差异( p =0.028), 数
据趋势越大越好.

4.4

评估结果
基于第 3 节中描述的权重模型构建方法, 对评

估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并构建权重模型根据标
准化评价矩阵 Z  ( zij ) nm 和层次单排序得到的 4
个指标的权重, 分别计算 8 个方案的综合加权分值,
按得分高低排序得到结果如表 1 所示.

对 Tilt 交互任务进行评估, 建立了针对 Tilt 交互的
多维融合的权重模型, 给出具体设计指导, 初步验
证了 NEM 方法的有效性. NEM 方法体现了 NUI
的特点, 有效地拓展了传统评估方法的带宽. 虽然
本文只给出 Tilt 交互这一特定笔式用户界面形式
的评估实例, 但由于 NEM 方法是建立在 NUI 统一
框架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对于
研究其他 NUI 具体形式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尽管 NEM 方法能够有效地指导 NUI 的设计,
但是目前的工作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1) 权重模型
的构造主要通过 AHP 方法, 当评估指标较多时会

基于评估结果, 本文建议 Tilt 交互设计中应该

造成专家用户的标度工作量过大; 2) 从实验结果

尽量考虑分值较高的方向, 尽量避免分值较低的方

可以看出, Tilt 任务属于轻量级运动负荷的交互任

向. 该评估结果将对 Tilt 交互设计起到指导作用.

务, 因此在该任务中疲劳度指标对综合评估中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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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并不大. 但是对于 NUI 中的触控交互、体感
交互等诸多交互形式, 用户在交互中的疲劳情况
将成为决定系统设计的关键要素. 在后续的工作

[14]

中, 我们将探索涉及肢体交互等更复杂运动的自
然交互行为, 进一步验证和扩展 NEM 方法.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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