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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器画面排布和信息提示对监控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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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眼动跟踪技术， 通过实验操控和设计， 记录被试在监控显示器分画面有无间隙下以及

分画面的不同排布序列下的眼动数据。 并结合调查问卷分析视觉搜索效率， 探讨监控管理流程中是否给予
监控人员提示对监控效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 采用有间隙的、 水平序列的监控分画面排布时， 监控人员发
现问题画面的效率更高， 被试对有间隙监控界面的平均注视时长 （ ４２ １８３ ｍｓ） 显著小于无间隙界面的

（５３ ４８０ ｍｓ） ， 对水平序列监控界面的平均注视时长 （２ ６８９ ９ ｍｓ） 显著小于无间隙界面的 （ ５ ４９２ ５ ｍｓ） ；
在给予监控人员信息提示下， 监控效率显著提高。 建议企业从 ３ 方面优化监控管理流程： 在监控界面各分
界面之间留有间隙； 监控界面的各分画面的序列方式采取水平向序列； 监控管理流程中应对监控人员给予
合适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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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监控系统在现代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１］ ， 近年来诸多触目惊心的火灾报道更是说

明了其重要性。 视觉信息的呈现方式对视觉搜索效率有显著的影响 ［２］ ， 人机交互界面的相关研究表
明， 好的数字化界面布局将优化人机交互过程 ［３］ 。 作为影响监管人员视觉认知效率的重要因素， 监控
画面排布设计的优化对于提高监管效率、 减少事故发生有很大帮助。 因此， 设计合理的监控系统来提
升监管效率是一个重要课题。

当前相关研究中， 研究者更多在意界面的容纳度而非界面设计对监控效率的影响 ［４］ ， 且以往该领

域的研究主要依赖研究者的经验或定性分析工具 ［５］ 。 近年来， 随着眼动跟踪技术的发展， 研究者可以
实现对监控画面布局的更精准观察 ［６］ 。 本研究基于实验操控， 采用眼动追踪技术采集被试注视监控界
面时的眼动数据， 结合问卷调查进行数据分析， 探讨不同的监控画面排布方案和信息提示对监控效率
的影响， 以利于监控画面排布和监控系统的优化， 提高监控人员的监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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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设计
实验目的
通过对监控画面布局进行设计， 研究分画面间是否有间隙， 画面的水平或垂直序列方式， 是否给

予提示对被试观看监控画面时注意力分布的影响， 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建议， 优化监控效率。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通信作者：
引文格式：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０⁃１１⁃０６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０⁃１２⁃２４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２０ＢＧＬ１３２）
陈青兰， 女，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管理决策优化， 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ｑｉｎｇｌａｎ＠ ｘｍｕｔ．ｅｄｕ．ｃｎ。
李若玉，罗楠，余忠伟，等．显示器画面排布和信息提示对监控效率的影响［ Ｊ］  厦门理
工学院学报，２０２１，２９（１） ：５３⁃６０
ＬＩ Ｒ Ｙ， ＬＵＯ Ｎ， ＹＵ Ｚ Ｗ，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ｓｃｒｅｅｎ ｌａｙｏｕ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ｐｔｓ 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２９（ １） ：５３⁃６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５４·

１ ２

厦门理工学院学报

２０２１ 年

页面布局和组间设计
界面作为人机信息交互的基础， 改善其设计水平能有效提高人机系统绩效 ［６］ 。 文献 ［７］ 对数字

化界面的设置要素进行了综合考量， 以期达到合理的视觉效果和高效的信息传播能力， 提出了人机交
互界面布局设计平衡、 比例、 简洁、 呼应的美度指标。 本文充分考量这些指标， 对监控画面进行
设计。
若监控人员难以从监控画面背景中识别正确信息， 造成看错或忽视这些信息， 则监控画面排布的
可用性就很差。 而在监控显示器的分画面间留出间隙， 可以减小画面密度， 易于辨别视觉效果。 赵乃
迪 ［８］ 通过对互联网网页进行实验， 验证了被试在高密度页面的视觉搜索效率显著低于低密度页面， 这
一点在手机界面上也得以验证 ［９］ 。 也有研究指出， 人机界面的信息采取水平方式排布比垂直排布更为
高效， 如： 雷静 ［１０］ 认为信息栏目呈水平结构排列时最有利于视觉搜索； 宋洋洋等 ［１１］ 提出， 在网页视
觉搜索中， 区间位置效应其视觉搜索时间呈现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逐渐增加的趋势。
本研究执行 ２（ 监控分画面间有无间隙） × ２（ 分画面以水平或垂直序列排布） × ２（ 监控管理流程中是
否给予提示） 的组间实验设计， 对每个因子及其各自的两个水准进行交互， 形成 ８ 种不同监控管理方
式。 以 Ｘ 公司真实生产车间监控画面为实验素材， 根据分画面有无间隙、 分画面排列方式（２ × ２） 设计

４ 种监控界面， 具体如图 １ 所示。

图１
Ｆｉｇ １

４ 种监控画面

Ｆｏｕｒ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实验组在实验说明中增加提示 “ 该工厂近年来常常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 监控人员责任很大， 需

要敏锐地察觉到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 你的疏忽也许会无法挽回本可以及时减免的重大的人财损失” ；
控制组则不做提示。

１ ３

试测
为了更严谨地执行正式实验， 先招募志愿者进行试测。 测试了实验材料、 流程、 数据等， 确保都

可行后才进行正式实验。

１ ４

实验流程

通过微信群、 朋友圈等方式招募 １００ 名在校学生参与眼动实验。 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无色

盲、 色弱。 剔除视力、 数据不完整等不满足条件的被试， 有效被试为 ８０ 人， 其中男女比例各半，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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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分布在 １８ ～ ２４ 岁， 将男、 女随机平均分配到 ８ 组中。 每个人需要在浏览显示器后选择出自己认为
有问题的画面， 并回答相应问卷。 本实验利用眼动仪来记录被试的注视时间、 注视次数、 注视轨迹
等。 除必要的实验步骤说明外， 研究内容与目的未告知被试， 以避免实验室效应。
实验步骤如下：

１） 向被试说明本次实验的流程， 告知其将花费的时间和获取的奖励。

２） 请被试阅读关于实验背景、 操作步骤的实验说明并加以讲解、 确认。

３） 为被试配戴好眼动头盔。 被试保持平静和放松的状态， 进行五点定标。

４） 指导被试观看监控画面。 为了验证水平或者垂直序列排布方式对监控效率的影响， 在听到

“ 开始” 指令后， 请被试首先看 ６ 号分画面以确认人员是否在岗 （ 本研究中， 在水平或者垂直序列排
布方式下， ６ 号分画面在屏幕上的位置明显不同） ； 然后继续执行其他监控任务， 若认为当前画面显
示工厂运作存在某些可能的不安全因素， 请指出， 否则结束本任务。 观测时长限制为 １００ ｓ。
５） 给被试摘下眼动仪， 请其填写问卷， 表达谢意， 支付报酬， 送其离开。

２

实验结果与数据分析
眼动跟踪系统进行数据采集， 研究获取被试视觉搜索的整个活动过程。 使用 ＡＮＯＶＡ 分析各人口

统计量是否对发现问题画面的速率和发现问题的正确率产生影响， 结果显示， 视力、 性别和是否有过
ＶＲ 体验对其影响均无显著性差异。

２ １

视觉搜索效率

视觉搜索效率可以说明界面信息布局的优劣， 认知处理时间远大于搜索信息时间， 说明信息布局

合理， 搜索信息效率高 ［１２］ ， 监控效率高。 本研究采用视觉搜索效率公式 ［１３］ 对各组被试进行任务 “ 请
看 ６ 号画面并告知人员是否在岗” 的视觉搜索效率评估， 计算公式为：
Ｒ＝

ｆ
。
ｓ

（１）

式（１） 中： Ｒ 为视觉搜索效率； ｆ 为凝视持续的时间（ 认知处理信息的时间） ， 单位为 ｍｓ； ｓ 为扫视时
间（ 搜索路径持续时间） ， 单位为 ｍｓ。

本文采用凝视 ／ 扫视比来比较被试在不同布局监控界面的搜索效率。 表 １ 给出了在有无获取监控

信息提示情景下各组被试的注视时长、 进行某任务的扫视时间、 凝视持续时间和扫视次数。 表 １ 中，

１ ～ ４ 组为被试获取提示下的实验组， ５ ～ ８ 组为被试未获取提示下的实验组。 由表 １ 可见： （１） 分画面
水平序列方式下的反应时间与凝视持续时间小于垂直序列方式下； （２） 分画面有间隙时的反应时间与
凝视持续时间小于分画面无间隙的。 说明无间隙、 垂直序列排布方式对存在问题画面的搜索耗时长于
有间隙、 水平序列排布方式的。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各实验组具有代表性的眼动指标参数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ｅｙ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ｂ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实验组

注视时长 ／ ｍｓ

执行某任务的扫视时间 ／ ｍｓ

凝视时长 ／ ｍｓ

扫视次数

２

６６ ７２４

１３ ８７１

１１ ８５５

１８９

６７ ４７３

３１ １６２

８ ２５１

４７ １３３

９ ７６０

１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４０ ０６５
５８ ６４４
５８ ２６６
５７ ００８
３７ ３３１

２ ０４０
２ ７２０
２ ５１０
３ ０４０
７ ３００

４ ７４１
６ ９９０
７ ５６９
９ ６２９
９ ８７２

１５ １０２

１６０
１４４
２１８
１７８
１３８
１４１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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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

厦门理工学院学报

表 ２ 为各实验组对任务 “ 请看 ６ 号画面并告知人员是否在岗” 的搜索效率。 根据不同画面布局方
案的凝视与扫视， 可根据注视时长、 凝视时间、 注视点数等， 分析有无获取监控信息提示、 间隙、 序
列方式对被试发现问题画面效率的影响。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各实验组对给定任务的视觉搜索效率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ａ ｇｉｖｅｎ ｔａｓｋ ｂ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实验组
１

３ ３０４ ４１１ ７６５

３

２ ５６９ ８５２ ９４１

２

是否高效
是

０ ８５４ ６６０ ８０３

４

否
是

０ ２８０ ８２２ ７９７

５

否

２ ８７４ １７４ １７４

６

是

０ ９８６ ５７７ ８６９

７

否

３ ２４７ ３６８ ４２１

８

２ ２

搜索效率

是

０ ２００ ３９６ ８２５

否

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
通过分析各组被试选取问题画面的效率 （ 结合调查问卷进行准确性分析） ， 验证监控分画面有无
间隙、 分画面水平或垂直序列方式、 监控系统有无提示对被试监控效率的影响， 并且进一步利用计量
经济模型进行方差分析， 以验证研究假设。 对被试者在 ３ 因子、 ８ 组实验中观看监控画面的注视时间
和注视次数进行 ＡＮＯＶＡ 方差分析， 结果见表 ３。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实验

注视时长

任务扫视时间

组
１

平均注视时长
５３ ７９２ ５００

１５ ９８３ ３４０ ６９０

３

５４ ５７０ ２５０

１８ １０３ ８２５ ６７０

２
４
５
６
７
８

６４ ４４２ ８７５
５６ ５５３ ７５０
３３ ５１１ １７５
４３ ５０４ ２５０
３２ ８５６ ６２５
３４ ９６９ ８７５

不同实验组的眼动指标平均值与标准差

Ｍｅａ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ｙ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ｂ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标准差

平均注视时长

１６ ６３５ ９７４ ２００

３ ９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２ ０３７ ００３ ５２０
１５ １５７ ９３９ ２９０
１８ ８９５ ９５３ ７１０
１５ ９０６ ３５０ ０８０
８ ５１８ ８７４ ８７３

４ ３８２ ５００ ０００
２ ６１５ １２５ ０００

平均注视时长

２ ８６６ １２８ ０８９

２６ ７７３ ００

１ ２００ ９０４ ３９２

６ ４６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 ４６４ ３３１ ５５０

２ ５８４ ６６６ ６６７

３ ２７１ ４１８ ４３２

４ ４８５ ７１４ ２８６
１ ５０３ ８５７ １４３
５ ８１８ ７１４ ２８６

注视到第一个问题画面经过的时间

标准差

３ １３１ ３０４ ６４０

２ ３１６ ０２４ ０３９
１ ０６６ １９４ ７６０
３ ７７８ ３７７ ７５９

ｍｓ
标准差

３６ ０１７ ６０

２５ ８１７ ８００ ００

２１ ４７４ １０

２０ ２２８ ３００ ００

２４ ９１２ ７５
３２ ５６２ ５０
４２ ９３３ ８０
２７ ６２８ ３０
３４ ９６９ ９０

２６ １５４ ２００ ００
２８ １８１ １６０ ２８
１３ ４２８ ４９９ ６７
２３ ３１９ ４２０ １４
１３ ８４９ ９００ ００
８ ５１８ ９００ ００

由表 ３ 可见， 被试观看监控画面时， 在本研究所采用的各种变量作用下， 注视时间存在显著差

异， 被试观看无间隙和垂直序列监控界面相对于观看有间隙和水平序列监控界面而言， 其注视时间更
长 （ Ｆ 间隙 ＝ １１ ２６ ， Ｐ ＝ ０ ００２＜０ ０５， Ｆ 序列方式 ＝ ５ ６５， Ｐ ＝ ０ ０２２＜０ ０５） 。 被试注视到 ６ 号画面的时间
也存在一定差异， 在任务 “ 请看 ６ 号人员画面是否在岗” 中， 对于给定的任务画面水平或垂直序列
的主效应较为显著， 在水平序列监控界面上找到 ６ 号画面所需的时间比在垂直序列的监控界面上更短
（ Ｆ 间隙 ＝ ０ １３， Ｐ ＝ ０ ７１７＞０ ０５， Ｆ 序列方式 ＝ ３ ３６， Ｐ ＝ ０ ０７５＜０ １） 。

研究被试选择第一个问题画面被注视到前经过的时间， 态度主效应最为显著， 被试获取监控信息提

示比未获取监控信息提示能够更快地注意到问题画面。 同时， 间隙对注意到问题画面的时间也存在显著
影响， 监控界面的分画面之间存在间隙， 能使被试更快发现问题画面 （ Ｆ 间隙 ＝ ２ ９， Ｐ ＝ ０ ０９１ ００＜ ０ １，
Ｆ 序列方式 ＝ ０ ２０， Ｐ ＝ ０ ６６１＞０ １， Ｆ 态度 ＝ １１ ０５， Ｐ ＝ ０ ００２＜０ ０５） 。

２ ３

视觉搜索和信息提示

视觉搜索是在视觉环境中寻找特定目标的过程， 是生产生活中一项很常见的任务 ［１４］ 。 视觉搜索

要求在特定的刺激背景中搜索到目标， 具有强烈的目的性 ［１５⁃１６］ 。 在视觉搜索行为的研究中， 反应时间
与反应准确性是视觉搜索效率的重要指标 ［１７］ 。 李晶等 ［１８］ 发现， 通过形状编码引导视觉注意的前后顺
序能有效提高信息搜索和目标认知效率； 杨林栋等 ［１９］ 在探讨效率、 时间压力和目标个数对视觉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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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的影响时发现， 在有时间压力和目标出现概率的情况下搜索效率视觉较高； 刘畅等 ［２０］ 对语音噪
声环境下的视觉搜索绩效进行了研究， 认为语言传输指数对于视觉搜索准确率并没有显著影响。
通过给予监控人员提示， 以提高其对危险感知能力， 增强安全意识， 提高危险警惕， 保障人身安

全， 预防事故发生［２１］ 。 而在是否得到提示时的眼动模式分为带发现搜索与无目的浏览［２２］ 。 带发现搜索
即得到外在提示并带着某种任务进行视觉搜索， 无目的浏览是在注视某个对象时， 主观上不容易注意到
该对象展现的某些属性特征， 除非特征能被显著注意到。 研究表明， 被试在有无项目位置信息提示页面
布局中， 视觉搜索绩效和鼠标点击绩效指标上的差异十分显著［１９］８８ 。 在外界提示是否有助于被试的视觉
搜索方面， 白霜等［２３］ 研究指出， 刺激对被试的视觉搜索绩效与正确率的提高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采用轨迹图来分析有无信息提示下的视觉搜索效率。 图 ２、 图 ３ 分别为被试在有无获取信

息提示下的凝视⁃扫视轨迹图。 图 ３ 中， 圆点表示注视点， 其大小代表停留时间， 数字表示先后顺序，
圆点之间的直线表示眼跳， 扫视路径的长度则体现被试视觉在各区域之间的往返情况， 此图可以很直
观地观察被试的观看过程 ［２４］ 。 由图 ２ 可见， 被试在获取提示、 积极带发现观看画面时， 在各个区域
内的注视点普遍比较密集， 在某些区域则聚集着更多的注视点。 由图 ３ 可见， 被试在未获取提示、 无
目的浏览状态下， 表现出的是分散且往返程度低的凝视⁃扫视过程。 可见， 轨迹图所展示结果与定量
数据分析结论相符合， 即当监控管理流程中增加监控提示状态下， 被试可形成密集且往返程度高的凝
视⁃扫视过程。

图２
Ｆｉｇ ２

Ｇａｚｅ⁃ｇｌａｎｃｅ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ｍｐｔｓ

图３
Ｆｉｇ ３

获取信息提示下的凝视⁃扫视轨迹图

未获取信息提示下的凝视⁃扫视轨迹图

Ｇａｚｅ⁃ｇｌａｎｃｅ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ｍｐ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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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布局排布方式和心态， 被试的视觉搜索过程呈现显著的不同。 图 ４ 列举了各实验组的轨迹

图， 由此可见， 注视点所聚集的区域不尽相同， 注视点延伸轨迹大不相同， 注视点数量差距显著。

图４
Ｆｉｇ ４

各实验组的凝视⁃扫视轨迹图

Ｇａｚｅ⁃ｇｌａｎｃｅ ｔｒａｃｋ ｂ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前 ４ 组被试获得监控信息提示， 后 ４ 组无。 组 １、 组 ２ 在各区域间无间隙且以水平、 垂直方向序

列， 组 ３、 组 ４ 在各区域间有间隙且以水平、 垂直方向序列， 表明， 被试对各个区域的关注均匀程度
较大； 组 ５、 组 ６ 在各区域间无间隙且以水平、 垂直方向序列， 组 ７、 组 ８ 在各区域间有间隙且以水
平、 垂直方向序列， 表明， 被试对各个区域的关注均匀程度较小。
２ ５

热点图

热点图能够直观反映被试的注意程度， 其颜色越深代表注视频率越高。 由图 ５ 可以看出： １） 有提

示下， 被试的注意更集中； ２） 相比各区域间存在间隙， 被试在无间隙的界面注视时间更长； ３） 相比
各区域以水平方式序列， 被试在垂直方式序列的界面注视时间更长。

图５
Ｆｉｇ ５

３
３ １

是否获取提示下的眼动轨迹热点图

Ｅｙ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ｒａｃｋ ｈｅａｔ ｗｉｔｈ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ｍｐ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讨论
监控显示器分画面有无间隙时的监控效率

对监控显示器分画面有无间隙的眼动数据进行双样本 ｔ 值检验， 结果显示： 在 ０ ０５ 显著性水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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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间隙的监控界面平均注视时间 （４２ １８３ ｍｓ） 显著小于无间隙的监控界面平均注视时间 （５３ ４８０ ｍｓ）。
与分画面无间隙相比， 分画面间留有间隙能够提高监控效率。 间隙增加了每个分画面被区别出来的能
力。 由于监控界面具有色彩且工厂的场景具有相似性， 有间隙加以区分能帮助监控人员更有效地执行
任务。

３ ２

监控显示器分画面序列不同排布方式下的监控效率

对监控显示器分画面水平 ／ 垂直序列排布方式的眼动数据进行双样本 ｔ 值检验， 结果显示： 在

０ ０５ 显著性水平下， 水平序列的监控界面平均注视时间 （２ ６８９ ９ ｍｓ） 显著小于垂直序列的监控界面
平均注视时间 （５ ４９２ ５ ｍｓ） 。 与分画面垂直序列排布相比， 分画面水平序列排布能够提高监控效率。
在水平序列排布下， 监控人员进行某个给定任务的效率更高。 大多数人的视觉活动习惯为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 ［２５］ 。 由视觉搜索轨迹图、 视觉搜索效率计算得知， 在给定某个任务时， 监控显示器的分画
面以水平序列方式进行排布能使监控人员更快找到该任务画面， 尤其在多区域监控界面上。

３ ３

监控管理流程中是否给予提示情况下的监控效率

对监控管理流程中是否给予提示的眼动数据进行双样本 ｔ 值检验， 结果显示：在 ０ ０５ 显著性水平下，

有提示情况下发现第一个问题画面平均时间（２１ ２３３ ｍｓ） 显著小于被试未获提示情况下的（３８ ２４６ ｍｓ）。
与未给予监控人员提示相比， 有提示时监控效率更高。 在未获取监控提示时， 对不安全因素的处理属
于保守信息处理模式， 积极观看能更快地发现问题画面。

４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借助眼动跟踪技术对监控画面排布进行了优化， 并对监控管理流程中是否给予监管人员提

示进行了探讨。 根据监控显示界面的眼动指标， 得到如下 ３ 点结论：

１） 相对于无间隙的分画面排布方案， 采用有间隙的分画面排布方案， 监控人员发现问题画面的效

率更高。 被试在对有无间隙的排布方案监控界面进行观看时， 有间隙的监控界面平均注视时间为

４２ １８３ ｍｓ， 显著小于无间隙的监控界面平均注视时间 （５３ ４８０ ｍｓ） 。

２） 相对于垂直序列的分画面排布方案， 采用水平序列的分画面排布方案， 监控人员发现问题画面

的效率更高。 被试在对水平、 垂直方式序列排布方案的监控界面进行观看时， 水平序列的监控界面平
均注视时间为 ２ ６８９ ９ ｍｓ， 显著小于无间隙的监控界面平均注视时间 （５ ４９２ ５ ｍｓ） 。

３） 给予监控人员相应提示可显著提高监控效率。 被试在获取提示下发现第一个问题画面所需的平

均注视时间为 ２１ ２３３ ｍｓ， 显著小于未获取提示下的平均注视时间 （３８ ２４６ ｍｓ） 。

根据以上结果， 对企业的监控管理提出以下 ３ 条建议： １） 在监控界面各分画面之间留有间隙；

２） 监控界面的各分画面的序列方式采取水平向序列； ３） 监控管理流程中应对监控人员给予合适的提
示， 以便监控人员集中注意力。

本研究丰富了人机界面视觉搜索效率的相关研究， 为企业提高监控效率提供了理论基础。 但本研
究还存在许多不足， 如： 样本多为在校学生， 忽略了在有无任务情形下对监控效率的影响。 未来研究
可以扩大样本数量， 扩展被试的角色， 可从任务类型、 任务的紧急程度等诸多因素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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