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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认知科学与移动计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如何构建与评估自然用户界面成为越来越重要
的问题. 为此, 本文在分析了自然人机交互主要特征的基础上, 指出了自然语言的使用及其语义理解
的重要性, 借用语言学的语义三角形模型, 提出了基于语义三角形的自然人机交互模型. 该模型诠
释了自然人机交互场景下, 人与计算机之间信息流转与理解过程. 最后, 基于该模型给出了自然性、
连续性和易学性 3 个评估要素的评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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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用户界面的发展主要经历了 3 个时代, 分别为批处理界面、命令语言界面和图形用户界面. 其中,
图形用户界面历经 40 年的发展, 直到今天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Shneiderman [1] 提出的直接操纵互
动模式对图形用户界面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此后, 20 世纪 90 年代, 随着模式识别、图像学等研究工
作的开展, 自然人机交互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CI) 的概念被提出. 研究人员开始尝试使用
语音等间接操纵方式拉近人与计算机交互的距离. 2008 年, Bill Gates 在 CES 2008 的演讲中强调了
自然用户界面 (natural user interface, NUI) 的作用, 预言人机交互方式在未来几年内会有很大的改变,
键盘和鼠标将会逐步被更为自然的触摸式、视觉型以及语音控制界面所代替. 2010 年, D’Amico 等 [2]
从经验的角度给出了自然人机交互的定义. 2011 年, Wang 等 [3] 对自然高效的人机交互含义进行了阐
述. 同年, Microsoft 亚洲研究院 Cao [4] 尝试给出了自然用户界面的定义. 近年来, 在认知科学与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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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语义三角形模型
Figure 1

(Color online) Semiotic triangle

计算技术的推动下, 自然人机交互在言语理解、动作识别、视点跟踪、情感识别等方面的研究得到了
迅速发展, 但是当前自然人机交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用户界面的设计与实现上, 自然人机交互没
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 也缺少对自然人机交互模型和自然用户界面评估思路的研究.
自然人机交互的核心科学问题是对人、机、环境相互作用的理解和建模问题 [3] . 信息通过各交互
通道在人与计算机之间传输, 人机之间的信息理解一致性成为自然人机交互的关键. 言语交互是重要
的自然人机交互方式之一. 语言学中, 英国语言学家 Ogden 和 Richards [5] 于 1923 年提出了语义三角
形模型, 此后众多学者进行了拓展与完善 [6∼9] . 语义三角形模型通过定义 “概念”、“符号”、“具象” 3 个
基本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明确了符号表示与事物具象之间建立联系是通过抽象 “概念” 完成的, 即 “概
念” 是言语理解的核心. 语义三角形模型的提出很好地解决了人类语言交流中言语理解一致性问题,
而这一思路很适合于扩展到整个自然人机交互领域, 以解决人机之间信息理解一致性问题. 本文在分
析自然人机交互定义与特性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基于语义三角形的自然人机交互模型, 并基于该模
型给出了自然性、连续性和易学性 3 个评估要素的评估思路.
本文第 2 节介绍了语义三角形模型的发展历史与含义; 第 3 节对自然人机交互定义与特性进行
分析, 并把语义三角形在语言学中的含义扩展到自然人机交互领域; 第 4 节提出了基于语义三角形的
自然人机交互模型, 并以实例方式进一步阐述模型含义; 第 5 节通过提出交互自然性、交互连续性和
交互易学性 3 个评估要素, 阐述了基于自然人机交互模型的自然用户界面的评估思路; 第 6 节总结了
本文主要工作, 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2

语义三角形模型

语义三角形模型最早由英国语言学家 Ogden 和 Richards 于 1923 年提出, 其在 “符号二重性” 理
论的基础上, 在 “能指” 与 “所指” 中增加了 “思想” 项, 并将 “能指” 定义为 “符号” [5] . 语义三角形
的提出完善了 “符号二重性” 理论. 1990 年, Persson [8] 从隐喻角度对语言学进行分析, 认为语义三角
形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图示隐喻, 并对语义三角形进行了分析与完善, 将 “思想” 替换为 “概念”, 将 “所
指” 替换为 “具象”.
具体地说, 语义三角形模型定义了 3 个基本要素, 分别为 “概念”、“符号” 和 “具象”, 如图 1 所示,
其反映了同一事物的 3 个不同维度. “概念” 是事物的抽象体现, “符号” 是事物的表示方式, “具象” 是
事物的具体呈现. 其中, “概念” 和 “符号” 之间是象征关系, 存在直接联系; “概念” 和 “具象” 之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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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指关系, 存在直接联系; “符号” 和 “具象” 之间是代表关系, 符号需要通过 “概念” 完成与 “具象” 的
联系, 所以他们之间是间接联系. 例如, 大象是一种动物, 动物本身的实体形式存在对应于语义三角形
中的具象; 大象实体在人类大脑中的抽象对应于语义三角形中的概念; “大象”、“elephant” 等不同语言
对大象的表示对应于语义三角形中的符号. 在语言表达和交流过程中, “大象”、“elephant” 等符号不是
与大象实体直接对应, 而是通过大象的抽象概念完成与大象实体的对应.
语义三角形的提出从理论角度解决了人类言语交流中的言语理解一致性问题. 当只懂英文的人用
英文表达 “elephant” 时, 只懂中文的人是无法理解英文符号 “elephant” 所指代的概念的. 这种情况
下, 只懂英文的人指向一个大象实体或者拿出大象图片, 只懂中文的人就可以将其与大象概念联系起
来, 进而建立起中文符号 “大象” 与英文符号 “elephant” 之间的联系.

3

自然人机交互与语义三角形

在自然人机交互过程中, 言语交互是重要的自然人机交互方式, 构成了一个主要的交互通道. 言
语交互中, 人类使用语言作为信息交流工具. 但由于语言存在语种、方言等情况, 不同语种和方言的人
群之间无法直接通过语言完成信息的传递, 从而造成信息理解一致性的问题. 语义三角形的提出从模
型层面解决了此问题. 使得在模型层面相同的事物可以使用不同的表示方式表示, 相同的表示方式也
可以表示不同的事物, 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语言学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在自然人机交互的各
种交互方式中, 人的自然交互行为同样存在模糊、个性化表示等情况, 会造成人机之间信息理解不一
致, 影响自然人机交互的效果. 本节在对自然人机交互定义进行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 将语言学中的语
义三角形扩展到人机交互领域, 尝试在模型层面解决自然人机交互中存在的信息理解一致性问题.
3.1

自然人机交互定义

当前, 自然人机交互尚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 各学者基于对自然人机交互的认识, 从不同角度给
出了自然人机交互的定义. D’Amico 等 [2] 基于经验给出了自然人机交互的经验定义: “人们通过声学、
手势和情感表达等自然方式进行交流, 通过视觉和物体操作来完成对环境的探索. 其关键在于他们与
机器的交互方式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其他人的交互方式一样”. Wang 等 [3] 对自然高效的人机交互
进行了阐述: “自然高效的人机交互力图在自然交互场景中通过自然交互方式实现高效人机交互. 在
自然交互场景中, 人们可以通过手势、言语、笔迹等单个通道的自然方式进行输入, 甚至是非主动方式
(如生理、脑电信号等), 也可以是融合多个通道信息的人机交互”. D’Amico 等 [2] 提出的定义从 “以人
为中心” 的自然交互准则出发, 重点强调了自然人机交互的自然性; Wang 等 [3] 提出的定义在体现交
互自然性的同时, 还强调了自然人机交互可以采用的交互方式特征.
Cao [4] 尝试给出了自然用户界面的定义: “自然用户界面是与目标用户群体在预期使用情境下已

有的经验或思维模型相符的用户界面”. 该定义强调了自然用户界面的设计原则, 即使用情境和目标群
体是自然用户界面设计首要考虑的因素, 而与已有经验或思维模型相符是自然用户界面设计的核心.
由各位学者对自然人机交互和自然用户界面的定义可知, 自然人机交互一方面体现在各交互通道
的交互方式需要符合人在预期使用情境下的思维方式和操作习惯, 其反映了自然用户界面的静态特性,
可以称为交互自然性; 另一方面体现在各交互通道的交互过程可以是连续的、持续的, 其反映了自然
用户界面的动态特性, 可以称为交互连续性. 对自然人机交互的刻画需要符合以上对自然人机交互的
认识, 准确反映自然人机交互的交互方式与交互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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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版彩图) 语义三角形在自然人机交互场景下的扩展
Figure 2

3.2

(Color online) Semiotic triangle in natural HCI

语义三角形在自然人机交互中的扩展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 将语言学中的语义三角形扩展到人机交互领域, 形成自然人机交互场景下
的语义三角形, 用于更清晰地解释自然人机交互行为, 如图 2 所示. 自然人机交互场景下, 人与计算机
均可作为交互主体, 各由一个语义三角形描述. 语义三角形中 3 个基本要素的含义可解释如下.
(1) 语义三角形中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交互意图, 是交互主体思想中的概念抽象, 是交互行为的抽象

体现, 用 G 表示. 例如, 领域知识、用户思维方式和操作习惯的抽象.
(2) 语义三角形中的符号可以理解为指代交互意图的交互方式与交互指令. 符号可细分为两个层

次, 分别是原语和表示: 原语是交互意图在符号中的准确表示, 是交互意图最直接的符号体现, 与交互
意图是一一对应关系, 用 P 表示; 表示是用具体符号方式 (如言语等) 对交互意图的表示, 用 L 表示,
通过符号表示可以提取出符号原语. 根据符号表示通道或方式的不同, 同一符号原语可以对应多种不
同的符号表示. 例如, 以人作为交互主体时, 符号原语是人体生理信号, 符号表示是定义好的交互符号
表示体系, 如言语符号规则、指点操作符号规则等; 以计算机作为交互主体时, 符号原语是未体现交互
方式的交互意图计算机指令, 符号表示是定义好的指定交互方式下的计算机符号表示语言或规则.
(3) 语义三角形中的具象可以理解为交互实体的行为动作与状态变化. 具象可细分为两个层次,

分别是行为和呈现: 行为是交互意图的具体执行动作, 其在事实上体现了交互意图的目标, 用 A 表示;
呈现是具象行为的执行效果展现, 用 O 表示. 例如, 以人作为交互主体时, 具象行为是人体生理信号,
具象呈现是人的具体动作, 如在触摸屏上的指点操作动作或根据计算机提示做出的具体动作; 以计算
机作为交互主体时, 具象行为是计算机指令执行过程或控制操作部件完成具体动作的过程, 具象呈现
是计算机对指令执行结果的状态呈现或操作部件完成动作后的最终状态呈现.
自然人机交互场景中语义三角形的 3 条边所代表的含义与标准语义三角形一致, 分别代表了 “象
征”、“代指”、“代表” 关系.

4

基于语义三角形的自然人机交互模型

自然人机交互模型需要在交互方式上体现自然人机交互的静态特性, 也需要在交互过程上体现自
然人机交互的动态特性. 本节基于对自然人机交互场景下语义三角形的理解, 提出了基于语义三角形
的自然人机交互模型, 并通过一个自然人机交互实例对该模型进行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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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络版彩图) 基于语义三角形的自然人机交互模型
Figure 3

4.1

(Color online) Natural HCI model based on semiotic triangle

自然人机交互模型

自然人机交互与具体交互情境相关, 只有将具体交互情境下用户的思维方式、操作习惯及领域知
识抽象为概念模型, 才能有效解决自然人机交互中的信息理解一致性问题. 所以, 本文提出了基于语
义三角形的自然人机交互模型, 如图 3 所示.
在该模型中, 作为交互主体的人和计算机分别用一个语义三角形表示. 人机交互行为体现为代表
交互主体的语义三角形各基本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交互意图通过语义三角形的概念 (G) 体现,
具体的交互通过语义三角形的符号表示 (L) 与具象呈现 (O) 完成. 当人直接采用主观表达的方式与
计算机交互时, 人是通过符号表示 (LH ) 将交互意图传递给计算机, 例如, 人以言语形式直接表达出交
互意图; 当人采用具体行为动作方式与计算机交互时, 人是通过具象呈现 (OH ) 将交互意图传递给计
算机, 例如, 人的指点操作动作或根据计算机提示放置物体的动作. 当计算机采用计算机交互符号直
接展示方式与人交互时, 计算机是通过符号表示 (LC ) 将交互意图传递给人, 例如, 计算机交互指令的
直接展示; 当计算机采用指令执行效果或操作部件执行效果与人交互时, 计算机是通过具象呈现 (OC )
将交互意图传递给人, 例如, 触摸屏的显示效果或机器手的执行结果.
自然人机交互过程可理解为 4 个子过程, 如图 4 所示. (1) 用户自然交互表达转化过程, 其表示
将人的交互意图 (GH ) 转化为自然用户界面设定的符号表示 (LH ) 或具象呈现 (OH ) 的过程; (2) 计
算机自然交互表达识别过程, 其表示计算机完成对自然用户界面设定的符号表示 (LH ) 或具象呈现
(OH ) 的识别, 并将其转化为计算机概念 (GC ) 的过程; (3) 计算机自然交互表达转化过程, 其表示计算
机将所需表达的概念意图 (GC ) 转化为自然用户界面设定的符号表示 (LC ) 或具象呈现 (OC ) 的过程;
(4) 用户自然交互表达识别过程, 其表示人完成对自然用户界面设定的符号表示 (LC ) 或具象呈现 (OC )
的识别, 将其转化为人的概念 (GH ) 的过程. 自然人机交互过程既可以由人发起, 又可以由计算机发
起. 由人发起时, 其按 (1), (2), (3), (4) 的顺序完成交互过程; 由计算机发起时, 其按 (3), (4), (1), (2)
的顺序完成交互过程. 由人发起的交互过程和由计算机发起的交互过程是周而复始连续发生的, 且它
们同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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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网络版彩图) 自然人机交互模型的交互过程
Figure 4

(Color onlin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natural HCI model

解决自然人机交互中信息理解一致性问题的基础是人与计算机具备相同的概念体系, 计算机的概
念体系是基于特定应用情境下的人的概念体系设计, 并以计算机可识别的结构来存储维护, 例如知识
图谱等. 为解决自然人机交互中信息理解一致性问题, 人与计算机均可发起交互操作以建立或完善概
念 (G) 和符号表示 (L) 之间的联系. 以人作为交互发起方为例, 人在将交互意图通过符号表示 (LH ) 与
具象呈现 (OH ) 传递给计算机后, 通过计算机反馈的符号表示与具象呈现判断计算机识别的交互意图
与初始交互意图之间的差异, 从而建立或完善人的交互意图 (GH ) 和符号表示 (LH ) 之间的联系. 计算
机也可通过类似方式建立和完善计算机交互意图 (GC ) 和符号表示 (LC ) 之间的联系. 通过人与计算
机在交互过程中对交互意图 (G) 和符号表示 (L) 之间联系的不断完善, 最终解决人机之间的信息理解
一致性问题.
4.2

模型实例

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基于语义三角形的自然人机交互模型, 本文以人控制机器手完成水杯移动的自
然人机交互场景为例, 解释自然人机交互模型各基本要素的含义及对应的人机交互过程. 在此场景下,
人可以使用语音或指点操作等交互通道将 “移动水杯” 交互意图传递给计算机, 计算机控制机器手完
成水杯移动, 并通过图形图像展示等交互通道方式向人传递操作过程与结果信息.
以人作为交互主体时, 语义三角形中的概念 (GH ) 是 “移动水杯” 交互意图的抽象; 符号原语 (PH )
是人体生理信号; 符号表示 (LH ) 体现为以语言形式表示为 “把杯子移动到桌子右端” 和在触摸屏上拖
动图标到指定屏幕位置的符号设定; 具象行为 (AH ) 体现为人在触摸屏上拖动水杯到特定一个屏幕位
置的动作; 具象呈现 (OH ) 体现为人在触摸屏上最终的行为状态.
以计算机作为交互主体时, 语义三角形中的概念 (GC ) 是计算机识别出的 “移动水杯” 交互意图
的抽象; 符号原语 (PC ) 是 “移动水杯” 交互意图的计算机符号, 例如可以定义为四元组 [10] 的形式
⟨“move”, “cup”, Time, Device⟩; 符号表示 (LC ) 体现为机器手的控制指令和其所对应的图形图像符号
指令; 具象行为 (AC ) 体现为机器手移动水杯的操作过程; 具象呈现 (OC ) 体现为机器手完成水杯移动
的最终效果和以图形图像形式展示出的水杯移动最终效果.
基于此模型, 人控制机器手完成水杯移动这一场景的人机交互过程可解释如下: 交互过程首先由
人发起, 人将 “移动水杯” 的抽象概念 (GH ) 分别转化为语言符号 “把杯子移动到桌子右端” 或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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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触摸屏操作符号 (LH ), 语言符号直接传递到计算机, 触摸屏操作符号通过人的指点操作 (OH ) 将移
动杯子所需的位置及相关控制信息传递给计算机; 计算机对人给出的语言表示符号 (LH ) 和指点操作
(OH ) 进行识别, 对应到计算机的概念 (GC ); 计算机将识别到的 “移动水杯” 抽象概念 (GC ) 转化为机
器手操作指令 (LC ), 控制机器手完成水杯移动操作并以图形图像形式展现 (OC ); 人识别计算机给出
的计算机移动水杯结果和图形图像展示结果 (OC ), 将其转化为抽象概念 (GH ), 从而形成一个交互回
路. 人与计算机通过多次连续交互, 最终完成机器手移动水杯的意图.

自然用户界面评估思路

5

自然人机交互模型的提出旨在描绘自然人机交互场景下人与计算机进行信息交换的方式与过程,
从而进一步指导自然用户界面的设计与评估. 自然用户界面的评估不但需要考虑自然人机交互静态特
性和动态特性, 由于计算机的识别能力对自然用户界面的限制, 还需要考虑人掌握自然用户界面的难
易程度. 因此, 本文提出交互自然性、交互连续性和交互易学性 3 个评估要素, 用以阐述自然用户界面
评估思路.
(1) 交互自然性评估. 交互自然性体现为用户界面符合特定情境下人所熟悉的思维方式和操作习

惯, 如使用言语、手势、形体动作等交互方式进行交互, 并支持多通道交互和模糊输入. 交互自然性一
方面要求用户界面尽量符合当前使用情境下已有的经验或思维模型, 另一方面要求能够被计算机准确
识别并推理出人的交互意图. 所以, 交互自然性的度量由两个部分组成.
• 交互表达差异性, 即自然人机交互模型中人的符号表示 (LH ) 与具象呈现 (OH ) 设计与概念 (GH )

所代表的理想自然交互表达之间的差异性, 体现在图 4 中标识为 (1) 的连线上. 在实例所述交互场
景中, 该差异性体现在人的言语表示、手势表示及指点操作的界面设计是否符合人的思维方式和操作
习惯.
• 计算机识别差异性, 即自然人机交互模型中人的符号表示 (LH ) 与具象呈现 (OH ) 映射为计算机

概念 (GC ) 的识别差异性, 体现在图 4 中标识为 (2) 的连线上. 在实例所述交互场景中, 该差异性体现
在计算机识别的交互信息与人的言语表示、手势表示及指点操作的一致程度.
在交互自然性评估中, 交互表达差异性和计算机识别差异性越小, 用户界面的交互自然性越高.
(2) 交互连续性评估. 交互连续性体现为用户界面需要满足人机交互过程是连续的、实时的, 而不
是离散的、乒乓式的. 在自然人机交互模型中, 交互过程的实时性由 4 个部分组成, 即用户自然交互
表达转化过程实时性、计算机自然交互表达识别过程实时性、计算机自然交互表达转化过程实时性和
用户自然交互表达识别过程实时性, 其体现在图 4 中标识分别为 (1), (2), (3), (4) 的连线上. 在实例所
述交互场景中, 交互连续性体现在人从交互意图产生到识别到机器手操作状态反馈信息的过程的实时
程度和持续交互的连续程度.

交互过程的时间变化量为 4 个子过程时间变化量之和. 当交互过程的时间变化量小于一个正实数
ε 时, 用户界面的交互连续性可以得到保证. ε 的值由交互过程中的自然交互通道特性决定.
(3) 交互易学性评估. 交互易学性体现为人掌握自然用户界面的学习难度, 其要求人可以通过付

出较小的学习成本掌握交互方式. 在自然人机交互模型中, 自然用户界面的学习成本由两部分组成.
• 人对信息从人到计算机所采用的自然交互方式的学习成本, 即人的概念 (GH ) 到自然用户界面中

人的符号表示 (LH ) 和具象呈现 (OH ) 的学习成本, 体现在图 4 中标识为 (1) 的连线上. 在实例所述交
互场景中, 该学习成本体现为人学习指定语言方式、指定手势操作和指定指点操作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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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对信息从计算机到人所采用的自然交互方式的学习成本, 即计算机的符号表示 (LC ) 和具象呈

现 (OC ) 到人的概念 (GH ) 的学习成本, 体现在图 4 中标识为 (4) 的连线上. 在实例所述交互场景中,
该学习成本体现为人学习计算机指定语言方式、图形图像表示方式和机器手操作呈现的成本.
在交互易学性评估中, 人对自然交互方式的学习成本越小, 用户界面的交互易学性越高.

6

总结与展望

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语义三角形的自然人机交互模型. 该模型以语义三角形为基础, 将语义三角
形从语言学领域扩展到人机交互领域, 用以刻画自然人机交互中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信息流转与信息理
解过程. 本文最后基于该模型提出了交互自然性、交互连续性和交互易学性 3 个评估要素, 阐述了用
户界面评估思路. 自然人机交互模型的提出有利于提高对自然人机交互的认识, 对指导自然用户界面
的设计和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本文提出的自然人机交互模型, 后续研究工作将从两个方面开展.
(1) 本文基于自然人机交互模型提出了自然用户界面的评估思路, 但未给出更为具体的评估标准.
在此后的研究中, 需要进一步分析不同自然交互场景下的自然用户界面特点, 提出统一和定量的自然
用户界面评估标准.
(2) 基于语义三角形的自然人机交互模型以概念模型为基础. 只有人与计算机具有相同的概念模
型, 才能进行连续式、多通道、模糊输入的自然人机交互. 概念模型的合理性与意图推理算法的准确
高效是完成意图信息准确传递的关键. 在此后的研究中, 需根据经典的自然人机交互场景, 提出较为
具体的概念模型构建思想, 并设计相应的意图推理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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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del for natural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based on semiotic tri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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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ognitive science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 the method of
building and evaluating a natural user interfa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natural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we highlight the necessity of the use of natural language
between user and computers and its comprehension. Moreover, based on the semiotic triangle model of linguistics,
we propose a model for natural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The model can provide an explanation of how
information is transmitted between the user and computers and understood. Finally, we present an approach for
evaluating the user interface based on interaction naturalness, continuity, and lear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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