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研究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ｏｌ．５２，Ｎｏ．９，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８

基于Ｗｅｂ２．０ 型人的数字图书馆交互界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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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种基于市场调查、工业设计与人机交互（ＨＣＩ）的研究取向，型人（Ｐｅｒｓｏｎａｓ）是实践以用户为中心设计（ＵＣＤ）
的一种方式。在一项包括文献综述、统计分析与界面设计的实证研究之后，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创建四种基于 Ｗｅｂ２．０ 用户
行为的型人，并且讨论如何结合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和他们的行为模式。最后，提出这次型人的进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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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Ｗｅｂ２．０ 相关研究

言

在 Ｗｅｂ１．０ 的思维下，网站设计习惯将服务对象视为计算
当前数字图书馆面临的网络环境受到Ｗｅｂ２．０ 时代的冲击

机的一部分：终端机用户（Ｅｎｄ Ｕｓｅｒ）。然而 Ｗｅｂ２．０ 则相反，Ｉａｎ

和挑战，对知识服务对象的了解、刻画、模拟是图书馆迎接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０５ 年）曾生动地说明：Ｗｅｂ１．０ 将人们捕捉给信息， 而

这种冲击和挑战以及拓展新形态知识服务的重要基础工作。

Ｗｅｂ２．０ 则是将信息捕捉给人们［２］。在 Ｗｅｂ２．０ 的思维下，网站

因应 Ｗｅｂ２．０ 的发展，图书情报学界提出 Ｌｉｂｒａｒｙ２．０ 概念，
认为通过用户自组织、自创造、自联结可以达到 Ｗｅｂ２．０ 概念

设计者开始考虑到服务对象是个人（Ｐｅｒｓｏｎ），而创建型人
（Ｐｅｒｓｏｎａｓ）是 ２．０ 式服务的最佳方式。

中信息共建、共享、共创的理想。这种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

这种舍弃技术迷信（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ｍｙｔｈ）而转向人文关怀

（Ｕｓｅｒ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ＵＣＤ）理念，是建立在用户研究的基础之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的 Ｗｅｂ２．０ 趋势日益明显，如 Ｌｕｋｅ Ｔｒｅｄｉｎｎｉｃｋ

上。而针对 Ｗｅｂ２．０ 环境下的用户行为研究，则是将用户视为

（２００６ 年）认为 Ｗｅｂ２．０ 不是一项技术创新， 而是对于信息、知识

网站建设、信息服务、情报研究（信息产品）的第一要素，把

与用户三者有了不同的认识［３］。这类主张除了要求 Ｗｅｂ２．０ 相

用户需求置于一切需求之上。

关技术的应用，也要求知道用户期望哪些服务、不期望哪些

然而，如同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钹［１］所言：
“…当工程技术

服务。如同 Ｃｏｐｅｒ 所言［４］：
“…期望的满足会建立品牌，有利于

人员设计一件产品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产品的功能，而不是

提高价格，提高客户忠诚度，使产品具有更长、更强的生命

用户的感受…事实上，人是产品的创造者与设计者，同时又

周期。这样做不仅会降低成本，而且非常有助于质量改进…”
。

是最终的使用者，
‘人’本应该是被关注的焦点”
。新形态知

过去将服务对象视为单一特征、没有选择权力的“大众

识服务工作，不仅要求从行为习惯对用户进行归类要求，更

（Ｍａｓｓ）”而提供过多服务的批评，受到 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将服务对象视

要求进一步深刻认识用户，而“型人”可以符合这种实现人

为一组一组具有鲜明特征与不同需求人群（Ｐｅｒｓｏｎｓ）的改进。

性化设计的要求。

变成了既节省投资，又准确命中目标市场（ｔａｒｇｅｔ ｍａｒｋｅｔ 所服务
的用户群），并且在交互过程中及时提供用户所需服务的新形

２

态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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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人相关研究

３．２

型人绘制

型人旨在为商业对策、传播行销、网站建设、嵌入式驱

根据不同样本组，将 Ｗｅｂ２．０ 使用程度分为高﹑中﹑低三

动程序开发等透过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实践，提出各方面

等分绘制表格。

的综合建议 。

３．３

［５］

２．２．１

开发系统开发前的用户研究

交互性界面设计

例如 Ａｌｉｓｓａ Ｎｉｃｏｌｅ Ａｎｔｌｅ

Ｗｅｂ２．０ 应用中，对网站实现 ２．０ 化的关键是 Ａｊａｘ 技术线

［６］
（２００６ 年）
建立成年与小孩的人物角色，用以设计人机交互

路，本文的交互性界面设计所参考的框架是提出 Ａｊａｘ 的 Ｊｅｓｓｅ

界面（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ＨＣＩ），就是区别了呈现信息

Ｊａｍｅｓ Ｇａｒｒｅｔｔ 所提的设计框架：战略层﹑范围层﹑结构层﹑框

的方式与内容传递。不只是界面设计，如 Ｌｊｕｎｇｂｌａｄ， Ｓ．等人

架层、表现层［１４］。

（２００６ 年） 建立四个 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用以设计符合人类每日生活需
［７］

求的机器人，从调查人性化代理器（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ａｇｅｎｔ）、

４

研究结果

参与模式、规则与行为，进而设计辅助人类日常活动中的机
器人的模式。ｐｅｒｓｏｎａｓ被广泛利用的原因，如同Ｊｉａｎｍｉｎｇ Ｄｏｎｇ
［８］
等人（２００７ 年）
认为，是因为利用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来了解用户态度、

４．１

数据分析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１

行为与需求，可以强化产品可用性。知道用户的使用习惯与
性 别

偏好，才能有良好的交互性设计。在 Ｕ Ｃ Ｄ 的研究基础上，
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将这种服务过程更加细致化，使设计思路更为开阔
与多变。
２．２．２

系统开发后的升级 成功案例有 Ｓｔｅｆａｎｉｅ Ｐａｎｋｅ 等人

［９］
（２００７ 年）
透过 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评估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系统，获得更多用户

参与的实证研究。他们实证 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的功效后认为：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造性思路，进而更准确地设计符合目标对象（ｔａｒｇｅｔ ｏｂｊｅｃｔ）理想
中的服务功能与模式。另外一个案例是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Ｐ． Ｃａｐｐｓ 等

女

学 级
ＩＭ
Ｐ２Ｐ
Ｂｌｏｇ
ＲＳＳ

因为可以让设计者看到设计以外的、涉及其他生活的、具有
图像与故事的、具有不同风格的用户，而使得他 ／ 她们能有创

Ｗｅｂ２．０ 行为与性别、年龄列联表

Ｔａｇ

４．２

男

硕

博

硕

博

０

１

６

７

２４

１

６１

５０

７７

１５４

０

１３

２０

１６

５２

１

４９

３６

６８

１２６

０

１２

１８

２８

７８

１

５０

３８

５６

１００

０

４０

４４

５２

１３６

１

２２

１２

３２

４２

０

４３

４４

５８

１３４

１

１９

１２

２６

４４

Ｗｅｂ２．０ 型人的绘制如表 ２ 所示：
表２

人（２００６ 年）［１０］为移动装置（ｍｏｂｉｌｅ ｄｅｖｉｃｅｓ）设计的多元 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Ｗｅｂ２．０ 型人

（ｍｕｌｔｉ－ｐｅｒｓｏｎａｓ），考虑到移动装置的特性，必须设计从ｐｅｒｓｏｎａ

型人

Ａ

Ｂ

Ｃ

Ｄ

到 ｐｅｒｓｏｎａ 的迁移功能（ｓｗｉｔｈ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ｓｏｎａ ｔｏ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

性别

女

女

男

男

出身年

这种新的思维，确定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不是固定某些人，在研究其
特性，而是研究人的行为，归纳几个虚构人（ｆｉ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的
特性。
２．２．３

［１１］
运用型人调查学术环境 Ｄｈａｖａｌ Ｖｙａｓ 等人（２００６ 年）

考虑到受访者的教育程度、专业类别，透过“情景研究方法
（Ｓｉｔｕ）”
，将人类学研究运用到系统设计的用户建模中。而Ｊｕｋｋａ

１９８２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０

１９６８

硕士生

博士生

硕士生

博士生

利用及时通讯

高

高

高

高

利用 Ｐ２Ｐ

高

中

高

高

利用博客

高

中

中

低

利用内容聚合

中

低

中

低

利用社会书签

低

低

中

低

攻读学位

４．３

根据人物角色的交互性界面设计如表 ３ 所示：

Ｈａｉｋａｒａ 等人（２００７ 年） 讨论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如何促进交互性设计

表３

［１２］

与可用性。

项目

由于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着重将研究成果建立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
因此在工业与科学界受到重视。运用 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数字图书馆嵌
入式服务模型，是可行的与前瞻的。

３
３．１

研究设计

５

基于 Ｗｅｂ２．０ 型人的 ２．０ 式服务设计
Ａ 型人

Ｂ 型人

战略层

自我表现空间

沟通交流空间

范围层

沟通个性化

沟通大众化

内容大众化

查询个性化

结构层

沟通→传输

沟通→查询

查询→沟通

查询→传输

框架层

简单

罗列

罗列

简单

表现层

可爱

温馨

现代

速度感

讨

Ｃ 型人

Ｄ 型人

内容完整无缺 快速完成任务

论

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
分析数据来自对中国科学院北京青年公寓的随机抽样问

卷调查，相关数据已公布于《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０７年第９期 。
［１３］

数据转化后，采用列联表分析。

５．１ 总体 Ｗｅｂ２．０ 型人情况
从调查得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使用社会软件具有“高度
娱乐性、低度工作性”的特性：①移动学习（Ｍ－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可能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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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ｏｌ．５２，Ｎｏ．９，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８

成为新一代的平台； ②及时通讯（ＩＭ）虽然普及，但是多用于

下的信息共建、共享、共创活动调查，可以从用户的行为活

感觉分享上，而不是较为规范化的工作讨论，这涉及到了情

动中，归纳出用户的类型，成为 ＵＣＤ 和 ２．０ 化的建议。

感化的传播行为，而不是单纯的双向接受发送模式；③ Ｐ２Ｐ

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的优势有：①它融合而且必须要用多种研究方

的使用亦很广泛，但是用于下载传播娱乐事物的用途远多于

法来研究用户的目标、行为和观点；如此提升研究深度，并

工作文档或者软件工具；④博客虽然是较容易进行深度沟通

且利于研究结果的推广；②它在研究之初就考虑到未来的应

的平台，但是用户多以非正式的闲谈交流为主；⑤使用 ＲＳＳ

用和影响，所以要求研究者本身具备跨学科的团队合作能力；

的比率以接受较为规范的文章内容为多；⑥利用社会书签的

如此提升研究结果转化生产力的可行性。
应用 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的优点：①研究结果能够清楚揭示几个典

人不多，利用的同时也不表示愿意付出。

５．２ 对 Ａ 型人的服务设计
相对其他型人，Ａ 型人对博客的使用程度最高。服务于

型用户；②过去的用户研究分别属于网站设计、服务策略、产
品行销与技术开发等，透过跨学科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研究，可以让

这类用户时，可能需要注意到问答过程之中，Ａ 型人对于问

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具备相同的用户模型，而不会各自为政。

题定义的变化。在经过一定程度的熟悉与了解后，对于这类

６．２

研究限制

用户提供优质服务（亦即推荐其他相关服务功能）的成功几

首先，型人如同其它用户研究的方法一样，不是万能的。

率相对较大。

目前它被广泛应用于网站的交互性界面上，对于更为深入的嵌

５．３

入式系统、行为驱动与智能代理只有有限的参考作用。

对 Ｂ 型人的服务设计
相对其他型人，Ｂ 型人对 Ｐ２Ｐ 的使用程度最低。快速传

其次，这次试验性的研究，因为数据来自问卷调查，这

输的功能可能不是这类用户的需要，相关的服务无需特别强

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可避免会因为调查对象的独特性，而

调或推荐。此外，在网络公共空间，如 ＢＢＳ 的讨论可能比个

导致研究结论不适合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原理。对研究结论进

人博客还受到这类用户的欢迎，因此进入“科院星空 ＢＢＳ 站”

行推广时，还需要考虑其他新的验证。

比较能够找到这类用户。

６．３

未来研究

５．４ 对 Ｃ 型人的服务设计

型人是一种用户分类的方式，与传统用户分类的不同点

相对其他型人，Ｃ 型人对五种社会软件工具的使用程度

在于，它首先考量用户的整体网络行为，分类后，再考量个

最平均。在服务一开始就推荐所有的相关服务，再任由这类

别型人具有的特殊行为、需求与系统要求，而不是直接从系

用户去自由选择需要的服务功能，会比较能符合这类用户的

统功能进行用户分类。目前这种研究方兴未艾，值得深入研

浏览和查询路径。此外，这类用户对于每一项服务的完善程

究。

度也比较挑剔，进行服务时可能需要注意满意度问题。

６．３．１

５．５ 对 Ｄ 型人的服务设计

了解其需求与建议，从访谈的内容中分析具有测量意义的问

从质化到量化的方式 先对典型用户进行访谈，从而

相对其他型人，Ｄ 型人对五种社会软件工具的使用程度

题，再对所有可能潜在用户的母体中抽样，进行问卷调查，研

最大差异。对于及时与快速传输的要求可能才是这类用户的最

究型人能够代表所有用户的程度与范围。此时，型人之于数

爱。越是简化的操作与方便的查询相对越受到欢迎。与 Ａ 型人

字图书馆的意义在于使得已建立的服务功能的效率最佳化，

相反，Ｄ 型人很清楚自己需要那些信息或服务。

同时挖掘潜在用户。

５．６

６．３．２

对文献回顾的讨论
对于完全达到 Ｗｅｂ２．０ 的理想：信息自组织、自创造、自

联结以及资源共建、共享、共创，目前似乎还有一段距离。采
用型人的方法是从用户对于品牌的想法、对于功能的需求、对
于查询路径的习惯、对于交互和导航的习惯与要求以及对于
美感的要求等五点深入了解什么才是用户所想（ｔｈｉｎｋ）、所需
（ｎｅｅｄ）与所要（ｗａｎｔ）。

６

结

６．１

论

实践意义
在服务于一线科研人员和研究生队伍的图书情报机构，

对以科学信息活动为主的用户进行新型网络形态 Ｗｅｂ２．０ 概念

１３２

从量化到质化的方式 先对用户群体进行问卷调查，

从而聚类出典型用户，从问卷分析中具有特殊差异的现象，形
成原因提问，再对典型用户进行访谈，更深度地研究先前未
曾考虑的其他观察面向。此时，型人之于数字图书馆的意义
在于作为设计与规划的参考建议。
简言之，第一种方式考虑用户的社会属性（如性别﹑教
育程度﹑年龄等）对用户进行分类后，采用方差分析验证；第
二种方式考虑用户的行为特征（如Ｗｅｂ２．０ 应用）
，在因子分析
后，对用户进行聚类。本研究只进行了极简化的第一阶段，其
用意和目的在于测试成立一个初步的可行性方案和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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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理论与实践》２ ０ ０ ９ 年改版为月刊
为适应 ２１ 世纪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迅猛发展，迅速及时地报道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最新成果和国内外的最
新动态，从 ２００９ 年起，
《情报理论与实践》将从双月刊改为月刊。
《情报理论与实践》作为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重要核心期刊，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经过无数情报学人的精
心培育，已成为我国图书情报界的一朵奇葩。此次改版，将为它的发展迎来新的篇章。
改版后的《情报理论与实践》将秉承优秀传统，并积极创新。继续秉承“全面、系统、及时、准确报道国内外
图书馆学情报学与信息技术发展动态，研究探讨情报学理论方法、信息服务实践和科技信息工作”的办刊宗旨，坚
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突出实践研究与学术动态研究，引导扎实与灵活的学术风气，发挥期刊培养新人、宣传
学术成果的作用。同时，将更加突出灵活的办刊风格，栏目更加丰富，注重学术讨论、专题讨论等的深入研究。我
们将加强学术论坛专栏，希望在本学科引导开辟学术批判与学术争鸣的风气。
当前，我国科技信息工作处于大发展时期，图书情报学教育朝气勃勃，高素质科技信息人才大量涌现，新技术、
新理论不断成熟并应用于实践。改版后的《情报理论与实践》既顺应时代需求，又获得无限发展机遇。期刊将灵活
设置栏目，加强新知识及实践应用成果的报道，大大增加刊登的信息量，使各项研究成果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好的
形式报道出来，促进优秀科技信息工作成果的交流。
２００９ 年本刊改为月刊，每月 ３０ 日出版，大 １６ 开，１２８ 页 ／ 期，定价 １８ 元 ／ 期，全年定价 ２１６ 元，邮发代号 ８２ －
４３６。欢迎订阅，欢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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