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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有信息检索研究领域中，衡量知识学习质量和信息获取精度的核心标准是信息与用户需求的相关性

（量化指标为相关度）．然而，这一测度往往无法直观反映用户对信息伪反馈的“满意度”．相比于多媒体（文字语言、

图像、音频和视频）之间可测可量的相关度，由用户主观认知驱动的满意度往往无法通过直观的量化方法予以获取

和测量．针对这一问题，文中提出一种基于鼠标滑动（Ｍｏｕｓ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简称“滑鼠”）运动学规律的“满意度”量化

分析和预测方法．该方法集中于人类肢体活动驱动下的滑鼠滑行轨迹分析，借助复杂滑行过程中滑鼠呈现出的动

力学能量，间接预测人类思维活跃的程度，以此估计用户接触特定信息伪反馈时隐式反射出的满意度．实验验证，

该方法能够有效辅助信息检索过程中的用户体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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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现代信息检索的雏形是一套以信息和知识获取

为目标，以用户与信息载体的迭代交互为基本过程，

以信息需求与信息本源内涵的相关性为核心度量标

准的机器智能和处理技术．其中，相关性理论（相关

论）的核心思想是评价信息中蕴含的知识、实体、媒

体、数据和语义（整体称为“内容”）是否拟合于用户

表述的查询内容与意图［１２］．比如，衡量一篇“苹果公

司上市”和一篇“进口苹果上市”的新闻报道分别与

查询“苹果上市”的相关性（该例侧重意图相关性的

判断，而非语言层面，前者相关，后者不相关）．这一

理论支撑了现有绝大部分的信息获取应用技术，包括

以领域相关性为核心的垂直检索（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ｅａｒｃｈ）、

以用户为中心的个性化搜索（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ｅａｒｃｈ）
［３］和

广告搜索（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Ｓｅａｒｃｈ）
［４］．相应地，诸如

排序学习［５］、查询重构与扩展［６］、意图与偏好学

习［７８］等核心方法的研究集中于解释、表示和测量相

关性．

然而，现有信息检索技术的应用与实践已然证

明相关性仅仅代表了检索结果价值体系中的独特一

元，而非全部．比如，Ｙｕ等人
［９］的研究显示，信息本

源正确性在评定检索结果合理性中的价值，并证明

了在检索结果推送、过滤和排序过程中区别对待相

关性和正确性的必要性，比如，“地球是圆的”（本源

正确）为值得反馈的合理结果，“地球是方的”（本源

错误）为具有误导性的噪声，应予以屏蔽．

相对地，在用户一端，相关性也并非唯一有效的

评价标准．恰如本文所述，用户对信息的满意度也是

反映检索结果价值的重要标准．比如，尽管都在文字

信息层面相关于查询意图“风衣”，但是男款“风衣”

和女款“风衣”在两性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吸引力，

产生明显相异的信息获取体验．由此，满意度可以定

义为个体主观认知驱动的一种对信息质量的认可程

度．满意度是一种难以直接探测与度量的指标．这一

论断来源于如下认知发现：语言形式和信号形式的

信息是一种可见信息，机器学习和处理可以借助语

言和信号之间的逻辑、语义、结构和焦点关系衡量信

息之间的关联程度［１０］，而满意度是一种人类的感知

反馈，属于不可见信息，缺少直接承载和表示这类感

知信息的方法，从而难以在语言和感知（或信号和感

知）之间建立相互关联的桥梁，关联度难以得到直接

且无偏的计算．比如，在线文本搜索过程中，隐藏于

文字查询之后的用户情感、品味和智慧活动并没有

显式且直接的表现形式和传输载体，难以估计与

度量．

针对这一问题，现有基于用户行为特征的信息

检索研究尝试间接的探测手段．比如，点击行为

（Ｃｌｉｃｋ）指向的检索结果往往间接体现用户的意图

与偏好［１０１３］．然而，这一特征更多地反映用户对现有

多样性查询反馈的筛选原则，有助于缩小目标对象

的概念范围，去除冗余和噪声，以及消除信息和信号

中蕴含的歧义．比如，如果用户点击题为“苹果公司

上市”的检索结果，则可以缩小“苹果”的词义范畴，

摒除“水果类”结果的干扰．但是，这一特征仍然驻留

于“什么相关于用户需求”的相关论范畴，仅仅是浅

层的认知理解，无法解释用户在感念相同的同类检

索结果中进行比较、对照和筛选的根本原理．比如，

同为相关于“女款风衣”的检索结果，特定女性用户

仍然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并往往具有“优良”、“尚

佳”、“一般”和“较差”等程度不同的价值判定结果，

呈现一种“度”的区分性，而非“类”的区分性，反映出

满意度和相关性截然不同的作用．

相对而言，现有利用视觉特征的用户学习有助

于挖掘用户满意度生成过程中的生理线索，比如，瞳

孔扩张的程度和视觉焦点驻停的时长等［１４］．然而，

视觉特征的采集和机器学习模型的训练往往对用户

具有的设备（是否具有摄像头及其清晰度）、所处的

操作环境（眼球与摄像头的距离与角度）以及个体生

理特点（瞳距、尺寸和运动规律）等等，都有着极大程

度的依赖性，其通用性和可靠性往往难以得到有效

保证．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滑鼠运动学原理的检索满意

度分析与测量技术．其核心思想是利用鼠标在屏幕

上的滑行轨迹，计算其虚拟的物理动量，并根据滑鼠

运动与人体上肢运动之间的协调关系，等比表示用

户控制鼠标滑行和“趋向点击”过程中产生的生物能

量．根据“意图愈强，则条件反射更为剧烈”的假设，

该技术尝试将这一生物能量映射为认知驱动的满意

度量化指标，辅助满意度的测量．这一技术的优点在

于：（１）现有机械和触摸式鼠标已得到广泛应用；

（２）滑鼠数据易于采集且在相同操作系统下往往具

有统一的信号模式，从而，机器学习和训练所得的数

学模型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和可靠性．

本文主要内容为集中验证滑鼠动量与满意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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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具有协同性的基本假设，重点开展了如下工作：

（１）面向滑鼠数据和满意度数据的采集，建立

了一套以图片检索为基础的标注平台，集成了图片

搜索、滑鼠跟踪以及个体满意度评分技术；

（２）提出并实施了滑鼠动量分析与计算方法，

其中滑鼠动量涵盖无质量的动能与角动能指标，利

用分段计算与合并法，对复杂滑鼠轨迹中的动量进

行综合测量；

（３）研究分析了滑鼠动量与用户满意度评分的

拟合规律，侧重分析特定时间范围内且完整检索行

为序列中，滑鼠动量与满意度趋势的整体拟合与互

斥现象，挖掘协作演化的规律．

其中，个体满意度的客观存在性和差异性检验，

滑鼠动量的分析与计算方法以及两者之间的协作关

系检验是本文重点．该研究是利用人体行为特征间

探测与模拟用户认知反馈的一项全新尝试．研究过

程引入了简单的仿生学和物理学知识，辅助滑鼠行

为分析和量化计算．实验结果显示，特定用户在概念

相同且属性类似的检索伪反馈中，仍然存在显著的

满意度评判差异．此外，滑鼠的动量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个体满意度的差异．

本文第２节简要回顾用户检索倾向性分析的相

关研究；第３节给出本文的基本假设和主要思想；第

４节给出滑鼠行为的量化分析方法；第５节介绍满

意度标注及滑鼠跟踪平台；第６节介绍实验并给出

结果分析；第７节总结全文．

２　相关工作

现有信息检索的基础方法理论可分为４类：语

言理解、概率统计、机器学习和行为分析，其中，前三

者可合并为计算语言学，从语言特征和统计特征入

手，以机器学习为辅助，建立信息关联关系的计算模

型，侧重以文字相关性为准绳进行知识获取．相对

地，行为分析专注于学习用户在检索过程中的行为

特征，借以探测用户意图和倾向，侧重于以行为相关

性为准绳的知识获取和应用．因而，面向信息检索的

行为分析研究与本文最为相关，本节将重点回顾这

一领域的相关工作．

前人已对用户的点击行为［１０１２］进行了较为深入

的分析．其中，根据 Ａｇｉｃｈｔｅｉｎ等人
［１３］的研究成果，

用户在浏览检索结果列表时进行的有序点击行为，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用户主观判断相关性的标准

与原则，点击顺序的机器学习与应用有助于实时的

检索结果重排序．在此基础上，Ｄｕｐｒｅｔ等人
［１５］提出

了基于点击顺序的相关信息检测模型，通过学习用

户查询日志中检索记录组块中的查询与点击顺序关

系，识别用户实时检索过程中的关联查询，并判定点

击概率较高的潜在相关检索结果．

但是，上述研究无法回避如下问题：（１）点击顺

序受限于检索结果列表的先验排序，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２）点击顺序往往取决于用户的检索习惯，却

并不绝对依赖于点击对象与用户需求在内容层面上

的一致性或可比性，这对于反映用户更倾向于或更

热衷于特定检索结果的判定，难以提供可靠的线索．

此外，Ｆａｎ等人
［１６］认为点击的目标是信息的抽象，

比如，文本检索结果列表中，每项结果往往是一套文

档的主题、快照（一种包含查询词的文摘或文字片

段）和发布日期的可点击的套件，仅仅涵盖与查询关

联的局部内容，并未覆盖全部内容．其结果是点击前

后的用户认知并不完全一致，换言之，点击前的用户

体验与点击后的用户体验将有一定差异，从而，点击

往往反映一种“第一印象”，点击顺序则反映“第一印

象”的排序．为此，Ｆａｎ等人提出将点击行为特征与

实际被点击的信息的全局内容进行综合考量的思

想，形成了融合模型．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研究的对

象（滑鼠轨迹与动量）发生于点击之前，因此，也存在

“第一印象”的问题．在实际应用中，应根据Ｆａｎ等

人的理论，对点击前的行为特征和后验的信息内容

进行综合建模．

触发本文核心工作的相关研究来自于Ｄｕｐｒｅｔ

等人［１７］，其提出了点击“效用衰减”理论，核心思想

来源于如下假设：用户点击和阅览信息的过程中，将

从目标信息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认知量，特定用户对

知识的摄取存在先验的认知总量，比如，特定用户在

一次查询中仅仅希望了解“效用衰减”理论，而不涉

及具体实验和结果，那么“效用衰减”理论的定义、解

释与分析即为当前用户的摄取总量，而非一篇完整

的论文．在摄取知识的过程中，特定检索结果提供的

认知量，将削弱用户继续查询与检索的欲望，直至用

户摄取到自我先期谋定的足量的认知水平，欲望衰

减为零，检索过程即会停止．这一过程中，用户每摄

取一定认知量，新的查询结果能提供的认知量将衰

减，简称“效用衰减”．这一理论解释了用户迭代进行

查询重构、浏览和点击阅览的根本原因．同时，该研

究也在认知层面上给出了“度”的概念，对于解释本

文用户满意度及其演化的思想起到借鉴作用．

除了点击行为，前人还对诸如视觉等其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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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深入探索．其中，Ｂｕｓｃｈｅｒ等人
［１８］检测并采集

用户在检索过程中的视觉焦点特征，并通过计算和

统计视觉焦点的分布密度，判定视觉焦点锁定的检

索结果的相关性．然而，高性能的视觉采集设备往往

价格昂贵，在实际应用中并不普及．此外，计算机系

统携带的便携式摄像头往往精度较差，难以有效采

集可靠的视觉信息．更为重要的是，视觉信息采集对

操作环境和对象有着较高的要求，抗干扰能力略低，

无法有效支持各类复杂环境下的视觉分析．

作为一种替代方法，基于光标跟踪的用户行为

分析与应用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和实用性．研究基础

起源于光标在屏幕上的位置与用户视觉覆盖区域的

关联性［１９］．具体地，Ｃｈｅｎ等人
［２０］证实视觉覆盖和焦

点往往与光标的位置有着较小的距离差异．Ｈｕａｎｇ

等人［２１２２］证明，现有检索行为特征之中，视觉焦点与

光标位置的关联性最为明显．Ｇｕｏ等人
［２３］进一步证

明，光标位置与视觉焦点在半径为１００个像素点的

范围内，偏差概率低于７７％，并且纵向偏差低于横

向偏差．光标与视觉焦点在运动过程中的协同规律，

支持了利用肢体驱动的设备反馈跟踪和应用于用户

行为特征的信息检索研究．其中，Ｇｕｏ等人
［２４］提出

了后置点击行为（ＰｏｓｔＣｌｉｃｋＢｅｈａｖｉｏｒ）模型，这一模

型融合了多种行为特征和设备反馈，包括光标的停

滞与延迟时长、移动、交互模式与区域、翻页与滚动、

上下文和顺序等特征．

综上所述，现有利用行为特征的信息检索研究

详细分析了认知、行为和设备反馈之间的关联性，并

将这一关联性应用于信息与用户需求和意图的相关

性判定，能够有效辅助用户偏好的发现．但是，对于

用户在特定检索过程中呈现的偏好程度，以及对符

合偏好的同类检索结果给出的不同满意程度，则难

以有效区分．详细而言，仍存在如下问题：

（１）相关度是否能够表征满意度，即是否相关

信息必然满足用户的检索需求？

（２）如果满意度能表征用户对同类检索结果的

不同价值评判，什么特征能够有效探测满意度？

（３）如果行为特征有助于相关性判定，是否也

能够辅助满意度判定，如何使用和建模？

３　满意度假设与量化分析思想

３１　检索满意度假设

围绕现有研究中暴露的上述问题，本文围绕用

户端的检索体验，提出满意度这一全新的检索结果

评价标准．其动机来源于如下基本假设：（１）相关性

为信息在内容和语义层面的一致性、可比较性或关

联性，可表征特定信息呈现查询目标和意图的能力；

（２）相关性仅仅是评价检索体验的一元，源自信息

端，无法涵盖用户端植根于用户认知体系的主观体

验；（３）用户端的主观体验是一种独立的全新的评

价标准，往往需要脱离信息本身的价值而依赖不同

用户独特的认知体系进行判断．

基于这一假设，本文将用户端用户的主观检索

体验定义为“满意度”，其具有如下特点：

（１）满意度仅仅注重用户审视信息价值的视

角，忽略信息本身的相关性．换言之，与当前查询相

关度较低的检索结果依然存在符合用户满意度标准

的可能性，这一特征可用于解释用户查询和浏览过

程中的目标转移与意图切换．

（２）满意度反映用户自身具有的认知体系和价

值权衡方式，信息质量的高低需要考量用户的意识、

品味、视角和直观感受等特征，其量化标准、数值计

算和数学建模均需要围绕这类特征予以实施，而不能

将信息本身的特征作为主要判定依据．例如，文本

检索中涉及的关键词和图像检索中涉及的色彩与

轮廓，皆为信息本身的特征，而视觉跟踪中对人类

眼球收缩机能的描述与量化则属于刻画满意度的

主观特征．

（３）相关度与满意度是两种不同的量化指标，

不等价且无交叉，在实际检索场景中应独立测量、分

析和应用．比如，不能判定一个文字层面相关度略低

的文本检索结果同样具有较低的用户满意度，实际

情况往往恰恰相反．

满意度与相关度在信息获取研究和应用领域有

着截然不同的意义，本节以电子商务中的信息推荐

为实例场景，分析两者在结果推送中的差异．

图１显示了一组针对查询“新款皮鞋”的信息检

索与推荐结果．其中，图１（ａ）表示的是利用通用检

索系统反馈的初始检索结果，并以平铺的方式予以

呈现．在这一基础上，假设用户针对子图１（ａ）中的２

号图片进行点击，表示该图片引起了用户的关注．那

么，利用这一用户反馈为特征，基于相关度和满意度

进行检索结果重排序，可获得两种截然不同的排序

结果．图１（ｂ）即为根据相关度进行结果筛选和重排

序的结果，表现为一系列“新款女鞋”，显示了相关度

在识别属性相同和类别相同方面的优势．

相对地，图１（ｃ）为根据满意度进行重排序和结

果推荐，可获得一系列“萝莉商品”，比如，“萝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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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满意度”和“相关度”的应用对比

装”、“萝莉熊”和“萝莉家装”等，并不包含“女鞋”类

的反馈信息．上述例证显示，用户对检索结果有着多

样性的评价标准，比如类别与属性的一致性，以及品

味和视角的一致性．而显然地，相关性更趋向挖掘和

组织属性类别一致的信息检索进行推荐，从而推荐

集中于“女鞋”类的信息；满意度则趋向探测用户对

色彩和款式方面的品味与审美观点（“粉色萝莉”），

从而推荐集中于“粉色萝莉”涉及的范畴，并不局限

于特定类别与目标．因此，满意度有助于构建全新的

信息检索和推荐模式．尤其，通过联合使用相关度和

满意度，可形成既关联于目标类别又符合主观认知

特点的综合检索结果，如图１（ｄ）所示，为一系列“粉

色萝莉”款式的“新款女鞋”．

３２　满意度的滑鼠量化分析思想

由于满意度植根于用户主观认知和价值体系，

而非围绕信息的属性和外部关系，因此，针对信息满

意度的处理手段需要摒弃传统以信息为中心的方

法，转而围绕用户端的主观特性进行挖掘和学习．由

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滑鼠行为和动量的满意度测

量方法．

滑鼠特指鼠标滑行与运动，受人类上肢（手臂与

手部）控制，是配合视觉驱动光标滑行与驻停的根本

条件．作为一种运动形式，滑鼠可通过基本的物理学

原理进行数值计算和数学建模，形成可计量的标准

化数据．其中，与本文直接相关的量化数据是滑鼠

的动量，包括滑鼠动能（Ｋｉｎｅｔ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ＫＥ）和角

动能（ＡｎｇｕｌａｒＫｉｎｅｔ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ＡＫＥ）两种形式及其

合成．

本文将这类能量作为间接反映用户满意度的量

化的关键性数据，其动机与原理如下：满意度来源于

主观认知，由复杂的脑部运动形成，对其直接探测具

有一定难度．但是，人们脑部运动的变化往往来源于

外部信号的刺激，且在肢体和生理层面产生相应的

条件反射．比如，强光刺激可触发瞳孔缩小和上肢遮

挡眼球的系列反应．就满意度而言，令用户满意（或

极大触发获取欲望）的信息往往调动多样的生理反

应，比如视觉驻停、瞳孔扩展、面部肌肉收紧、肾上

腺素增加和肢体运动剧烈等等，而这类生理与肢

体反应都是受脑部运动活跃性驱动，或称之为脑部

响应外界刺激的条件反射．相比于探测和学习脑部

复杂的运动形式与原理，采集和分析生理和肢体反

应更为直接，恰如在实验室环境观测猿类对香蕉产

生的反应一样直观而有效．尤其，对生理和肢体反应

的采集与分析装置已在生物信息学领域得以设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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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比如，针对视觉和瞳孔运动
［２５２６］的分析研究，

Ｇｏｏｇｌｅ和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等公司与研究机构已经设计并

研制了视觉采集仪器［２７］．针对信息检索而言，用户

与信息之间的主要媒介是由计算机装置为载体的操

作系统，对系统控制的主要途径是由人类上肢驱动

外部设备，鼠标即为其中一种．从而，用户对信息的

反应形式可以通过｛脑部、肢体、鼠标和光标｝形成的

相互协调的行为予以展现．从而，滑鼠运动也可定义

为一种“肢体反映思维”的间接认知与意识反馈．尤

其，滑鼠运动远比表情、视觉和内分泌等数据更容易

采集和分析，所需的装置仅仅为通用且价格低廉的

机械、光电和触摸式鼠标．因此，本文将用户满意度

的分析与测量集中于滑鼠这一间接的肢体反馈进行

研究．

基于滑鼠运动能量的满意度测量遵循如下基本

思想：针对视觉锁定的满意信息，用户的脑部运动将

更加活跃，与脑部运动相互协调的肢体反应也将更

为剧烈，比如手部推拉鼠标的力度与速度，而光标直

接受手部驱动，其点击目标和运动至目标的轨迹都

能反应手部行为的特征．以相反的顺序推理，利用光

标起点与点击点之间的距离、运动的加速度和角度

在物理学范畴内进行量化计算，所获得的能量指标

可以等比地反映肢体行为的能耗（尽管这一能耗较

为细微，但仍然存在），借以反映肢体的条件反射强

度，那么根据肢体反射与脑部运动的协调关系，滑鼠

能量也可等比地模拟脑部运动的活跃性．那么，如果

满意度是一种脑部运动的能量，则滑鼠的能量可作

为间接的测量手段，量化地模拟满意度的高低．

总而言之，来源于脑部运动的满意度与受肢体

运动驱动的滑鼠能量形式，存在如下相互转化的过

程：（１）外部信息通过视觉刺激大脑；（２）脑部运动

形成满意度意识；（３）满意度意识决定肢体条件反

射的强度；（４）肢体响应意识并实现条件反射，进行

能耗等比的控制行为；（５）鼠标接受肢体控制，触发

能耗等比的滑鼠行为；（６）滑鼠运动过程呈现的能

量形式可作为量化指标反映脑部运动的活跃性，进

而刻画满意度强弱．

根据上述动机与思想，本文通过满意度标注系

统，收集了４２３２套滑鼠样本和相对应的满意度评

分．利用物理学和机器人学的基本常识与模型，形成

了滑鼠运动的量化计算方法．实验重点集中于检测

和验证滑鼠能量与满意度之间的协调关系，分析利

用行为动量仿真满意度的可行性．

４　滑鼠行为的量化方法

如前文所述，满意度是由人脑部对事物的能动

反应而产生的，直观地反映人们对事物或信息的认

可程度，其量值由脑部活动的剧烈程度而决定．然

而，衡量脑部活动的剧烈程度极其困难，寻找一种替

代方案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可靠思路．随着人机交

互技术的发展，键盘与鼠标成为当今网络用户与计

算机进行交互的主要形式．尤其是鼠标，其简单直观

的操作方式充分体现了机器感知用户在可视化界面

中获取信息的具体过程．进一步地，用户在获取信息

过程中反映的心理及脑部活动自然地通过手部运动

进行传递，从而使得机器能够感知用户的信息需求．

根据人机交互学的理论研究，用户对鼠标的操作具

有两种不同的运动状态：平滑状态及转动状态．物质

运动过程中，以上的两种状态同时伴随着不同的物

理量变化，即动能与角动能变化．这两种能量来源于

用户脑部活动对其神经系统的直接反馈，同时直观地

反映了用户对于所浏览信息的满意程度．因此，本研

究将通过计算用户在信息检索过程中产生的能量波

动，进一步地分析用户对所检索到信息的满意程度．

下文内容将详述两种能量的产生过程及计算方法．

下面将通过分析用户在交互界面中的鼠标真实

移动轨迹来具体阐述两种能量（动能和角动能）的计

算方法．图２为用户在一个交互界面中的真实鼠标

滑动轨迹，图中数字表示每段滑鼠轨迹编号．

图２　一个交互界面中鼠标移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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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直线运动过程中动能计算分析

如前文所述，鼠标的滑动过程具有平滑和转动

两种状态．因此，可以抽象出两种运动方式，即直线

运动和曲线运动．在直线运动过程中，鼠标的动能变

化易于计算，具体方法如图３所述．

图３　直线运动状态示意

图３所示为直线运动状态的示意图．图中每个

点（犃、犅、犆…）均表示光标在当前时刻所在位置，相

邻两个点间的时间间隔固定已知（由实验平台决定，

下文将详细叙述该实验标注平台的原理及语料标注

方法）．由于鼠标滑动过程中，相邻两点之间的距离

相对较小，且时间较短．因此，本实验将相邻两个点

之间的运动状态看作是匀变速直线运动，其运动过

程中的物理量性质可认为与真实匀变速直线运动状

态下相同．同时，图中相邻两点间的距离通过实验平

台记录的滑鼠坐标可精确计算出，用犛１，犛２，犛３…表

示．根据经典物理学公式，在一段匀变速直线运动

中，若起始点的初速度、运动时间及运动距离已知，

则可以计算出该段运动中，终点的速度、该段运动过

程的加速度，从而进一步计算出该运动过程中，物体

的动能变化情况．以上图３中犃犅段为例，具体计算

方法如下：鼠标在犃犅 段的运动中，点犃 是鼠标的

初始位置，因此初速度为０，用狏０表示（狏０＝０），犃犅

段的距离用犛１表示，时间用狋表示（犛１与狋均由实验

平台精确记录并测量得到，可认为是常量）．因此，根

据下述式（１）、（２）可计算出犃犅段运动中的加速度

犪１及鼠标匀加速运动至犅点处的速度狏犫．

狏犫 ＝狏０＋犪１×狋 （１）

狊１ ＝狏犪×狋＋
１

２
×犪１×狋

２ （２）

式中：狏０，犛１，狋已知，容易计算出狏犫，犪１．

进一步地，由动能定理公式，如下：

Δ犈犃犅 ＝
１

２
×犿×狏

２
犫－
１

２
×犿×狏

２
０

（３）

可计算出犃犅段运动中，光标滑动“消耗”的动能，这

里将光标看做是质点，因此质量犿 忽略不计．同理，

犅犆段运动的初始速度为狏犫，距离为犛２，时间同为狋，

因此计算出犅犆段的动能变化量Δ犈犅犆，以此类推，

计算出一段光标连续滑动过程中相邻两点间的动能

变化Δ犈犆犇，Δ犈犇犈，Δ犈犈犉…．

最后，通过累加相邻两点间的动能变化计算出整

个连续滑动过程中的光标动能变化量，如下式（４）：

犈犽 ＝∑
犻＝０

Δ犈犽犻 （４）

　　本研究将整段连续滑动过程中累加的动能变化

量作为一次光标滑动轨迹中“消耗”的动能，作为表

征满意度的一个测度．同理，由以上递推计算方法容

易计算出角动能累加和用于作为表征满意度的一个

测度．

４２　曲线运动过程中角动能变化分析

前文已述，光标的一次连续滑动轨迹中包含直

线运动与曲线运动状态．直线运动状态中相邻两点

间的光标移动可近似看作匀变速直线运动，其中包

含着动能的变化．同理，光标的曲线运动状态包含着

角动能的变化．

图４所示为光标移动轨迹中抽象出的曲线运动

状态．由于网页信息的不规则分布，信息检索用户在

从事信息检索活动时，光标的移动会呈现曲线运动

状态，在此曲线运动状态中，通常伴随着角动能的变

化，本节将以具体实例分析曲线运动过程中光标的

角动能变化情况．

图４　曲线运动状态示意

如图４所示，图中的每个实心点同样代表当前

时刻光标所在的位置（如犃、犅、犆…），图４表示鼠标

从犃点移动到犈 点，其中相邻两点间的时间间隔固

定已知（由实验平台决定）．根据实验平台记录的光

标所在点的实时坐标，计算出向量犃犅，犅犆的夹角

Δθ１，用于表征光标从犃点移动到犅 点旋转的角度，

因此，类比角速度计算公式：

ω犅 ＝Δθ１／狋 （５）

　　可以计算出光标在犅点处的角速度ωΒ，同理，

以此类推可以分别计算出光标在各个点处的角速度

ω犆，ω犇，ω犈，…．进一步地，计算光标在每个点处的角

动能，公式如下：

犈ω ＝
１

２
×犐×ω

２ （６）

　　这里，犐代表曲线运动中的转动惯量，通常为常量．

因此，相邻两点间的角动能变化量可通过下

式（７）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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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犈ω ＝
１

２
×犐×犈

２
ω２－

１

２
×犐×犈

２
ω１

（７）

　　同时，类比动能的计算过程，整个光标移动轨迹

的角动能变化同样使用相邻两点间角动能的变化累

加和来表征．因此，利用公式：

犈ω ＝∑ Δ犈ω犻 （８）

计算出整条光标移动轨迹过程中的角动能变化累加

和，作为表征满意度的另外一个测度．

综上，用户信息检索活动的光标移动轨迹中，包

含着不同状态的运动规律，如直线运动状态和曲线

运动状态，详细分析两种运动过程，抽象出其中的直

线运动及曲线运动形式，借助物理学经典公式计算

出光标在移动过程中“消耗”的动能及角动能，作为

衡量用户检索满意度的测度，下文将通过实验进一

步论证两种能量作为衡量满意度测度的可靠性．

５　语料标注系统

５１　系统描述及设计动机

本文研究旨在探测用户对检索结果的满意程

度，不同于传统信息检索的文本相关度，其侧重于用

户个人品味偏好对检索结果的影响．前文已述，鼠标

滑动行为可以直观地反映用户对所接收信息的脑部

活动状态，从而得到用户对检索结果的满意性反馈．

因此，采集用户在信息检索过程中的滑鼠行为成为

该实验系统的核心任务．

实验系统是基于浏览器／服务器（ＢｒｏｗｓｅＳｅｒｖｅｒ，

Ｂ／Ｓ）架构开发的交互式网站，为了便于直观地反映

用户对所浏览信息的兴趣度，本实验系统选择人物图

片作为信息载体．语料标注人员登录到系统后对页面

中的图片根据自己的满意度主观评分，每张图片预设

１到１０个不同的分值．实验系统记录下用户登录系

统后的所有鼠标滑动及点击行为．利用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脚

本语言的采点机制，实验系统在等间隔时间点内记

录下光标的瞬时坐标，形成光标移动轨迹（如图２所

示），同时将数据存储于后台数据库中，用于光标移

动过程中的能量“消耗”计算．

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真实有效，本系统的语料

采集目的及内容对标注人员保密，保证了标注人员

仅从主观满意性角度对图片评分，作为其对检索结

果满意度的标准．

５２　语料标注方式

系统提供实时在线服务，语料标注人员可以在

任意时间段内通过计算机远程登录系统进行图片评

分．为了提高用户对图片的评分热度，系统设置不同

的性别权限．男性标注人员仅对“美女图片”进行评

分，女性标注人员仅对“帅哥图片”进行评分．

实验系统将不同类别的人物图片随机分布于交

互页面中，每张图片大小一致（格式化显示于每个交

互页面中）．用户登录进系统后，移动鼠标至感兴趣

的图片缩略图上，点击缩略图显示该图片的完整内

容，标注人员根据自己对该图片的喜好程度进行评

分（点击图片下方星号，共有１０个），评分结束后点

击页面任意位置返回主界面，至此为一次完整的语

料标注过程．实验系统记录下用户每次标注过程中

的时间、鼠标移动轨迹、点击位置等信息．用户在一

个页面标注结束后，可以点击翻页．下一页面中将随

机出现其余未标注过的人物图片．标注人员可随时

退出系统结束图片评分．

６　实验数据

６１　图片数据

本研究的语料标注平台是基于图片评分的用户

满意度标注系统，因此，图片数据是该系统的基本数

据．为了排除信息相关性对用户的直接影响，本实验

采用不同性别的公众人物图片作为信息载体，共包

含男女图片１０４０４张．实验抓取了不同领域的明星

人物图片，按照男女比例接近１∶１的自然分布嵌入

标注平台中．为了提升标注人员参与实验标注的体

验，实验过程中事先将从网络中抓取的图片人工过

滤，保留其中内容清晰、无重复且易于辨认的数据．

同时，考虑到不同用户个性化偏好及兴趣点不同，图

片数据不均衡分布于包括体育明星、新闻主播、歌

手、电影演员等共计２４个领域内．

６２　滑动轨迹数据

本实验的核心内容是基于用户的鼠标滑动轨

迹，计算其滑鼠过程中“消耗”的动能及角动能，由此

分析并度量用户对不同信息的满意度．因此，鼠标滑

动轨迹数据是本实验的核心研究数据．

前文已述，语料标注平台记录下标注人员登录

系统后等时间间隔内鼠标所在的瞬时坐标．其中，若

用户在某时刻产生鼠标点击行为，系统将记录下用

户的所点击图片的编号以及其主观评分，具体格式

如表１所示．

表１所示为某标注人员在一个标注页面中的部

分鼠标滑动轨迹数据，其中第１列狓表示在某一时

刻鼠标在页面上的横坐标信息；第２列狔表示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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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鼠标在页面上的纵坐标位置，根据横纵坐标信息，

可以计算出鼠标相邻两个时间间隔内移动的水平位

移、垂直位移以及滑过的距离，用于后续“消耗”的能

量值计算；第３列ｓｅｃ指的是鼠标当前所在位置距

离上一位置经过的时间（单位：ｍｓ），由于平台预设

等间隔采点时间为８ｍｓ，因此超过８ｍｓ的时间差即

表示鼠标在此位置产生停顿，用于后续过滤噪音

数据；第４列ｓｔａｒｔ是二值的标记数据，犜 表示当前

位置为鼠标起始位置，犉 表示非起始位置；第５列

ｃｌｉｃｋ同为标记位，－１表示鼠标在当前位置未产生

点击，否则其具体数值表示当前点击的图片编号（如

表１中的１８２）；第６列ｕｓｅｒｉｄ表示当前用户的编

号；第７列ｔｉｍｅ表示该用户登录系统起始时间，结

合第３列时间差，可精确计算出鼠标在任意位置的

具体时刻；第８列ｐａｇｅｉｄ表示当前标注页面的编

号，为了排除不同页面间的轨迹干扰，本实验将针对

在同一标注页面中的多次点击构建实例对，分析滑

鼠能量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表１　滑鼠行为轨迹数据

狓 狔 ｓｅｃ ｓｔａｒｔ ｃｌｉｃｋ ｕｓｅｒｉｄ ｔｉｍｅ ｐａｇｅｉｄ

１３１９ ２１３ ０ 犜 －１ ４２ ２０１４４２２１：０７：１５ ａ１９ｂ９ｃｇｆｂｃ６２ｄｂ

１３１９ ２１５ ８ 犉 －１ ４２ ２０１４４２２１：０７：１５ ａ１９ｂ９ｃｇｆｂｃ６２ｄｂ

１３２０ ３０４ ８ 犉 －１ ４２ ２０１４４２２１：０７：１５ ａ１９ｂ９ｃｇｆｂｃ６２ｄｂ

… … … … … … … …

１３２１ ３０９ １２４ 犉 １８２ ４２ ２０１４４２２１：０７：１５ ａ１９ｂ９ｃｇｆｂｃ６２ｄｂ

６３　能量数据

本文旨在验证用户检索满意度独立于相关度，

由用户个性化的兴趣偏好及认知偏置产生，并首次

提出使用滑鼠过程中“消耗”的能量来有效度量对不

同检索结果的满意性差异．因此，鼠标移动轨迹中计

算出的能量数据是本实验的直接分析数据．表２所

示为一个标注页面中，过滤噪声后五次有效滑动点

击轨迹对应的能量计算结果及所点击图片评分数

据．第１列为对应点击图片评分；第２列为该条移动

轨迹中“消耗”的动能量值；第３列表示该条移动轨

迹中“消耗”的角动能量值．

表２　一个标注页面中能量计算结果

犛犆犗犚犈 犓犈 犃犓犈

７ ０．０００９ ０．１９７２

８ ０．１２２８ ０．２９６７

４ ０．０３９５ ０．２９８９

７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１９９

７ ０．２６４０ ０．４５０２

为了排除不同页面中鼠标滑动轨迹的相互干

扰，本实验将在同一标注页面中构建数据实例分析

满意度与能量值之间的关系，后文将详述．

本实验参与标注语料的人员共有６０名，标注周

期为１个月．据统计，所有标注人员产生的有效滑

动点击轨迹为３５８９７条，即平均每名标注者标注

５９６张图片．共得到有效标注页面１６７２个，平均每

名标注者对２８个页面进行评分标注．

７　实验结果及分析

　　当前，搜索引擎检索结果主要以多反馈列表的

形式呈现，并结合查询相关度进行优化排序，检索结

果的优劣评价核心在于多结果间的相关性程度对

比．同样，检索结果的满意性度量及评价应聚焦于多

结果的满意度高低对比．为此，本实验设置两种不同

的数据实例：基于二元组的实例以及基于多元组的

实例，为满意性的度量提供量化的分析方法．

基于二元组的实例分析，旨在通过构建成对结果

的对比实例样本，分析两两滑动点击轨迹中“消耗”

的动能与角动能与用户主观评分之间的大小关系来

说明动能及角动能对量化满意性大小的有效性及

可行性．表３表示一个二元组数据样例．其中，ＮＯ

表示编号；犛犆犗犚犈表示用户对图片的主观评分，直

观地表示用户对该图片的满意度；犓犈表示计算出

的动能量；犃犓犈表示计算出的角动能量．以表３中

的二元组实例为例，分别比较动能和角动能与用户

评分的大小关系，若一致则置此实例为正例，否则为

负例．本实验采用正例的准确率来衡量动能／角动能

在度量满意度过程中的不同性能，得到表４的实验

结果．

表３　二元组实例

ＮＯ 犛犆犗犚犈 犓犈 犃犓犈

＃１ ７ ０．０００９ ０．１９７２

＃２ ８ ０．１２２８ ０．２９６７

表４　两种能量准确率对比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ＲＡＴＥ

犓犈 ０．５４８３

犃犓犈 ０．４５１７

表４中第１列表示两种能量；第２列为其对应

的正实例准确率．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动能及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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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单独度量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可行性，且使用动能

准确性高于角动能．但是，单独使用两种能量中的一

种仅能得到５０％左右的实验性能．为了提高实验性

能，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两种能量在度量满意度过程

中的差异性，以期寻找有效的融合方法，为满意度度

量提供更加合理有效的方法．

为了分析两种能量对于满意度度量的差异性，

本研究提出错误相似度计算方法，如式（９）所示：

犉犔（犓犈，犃犓犈）＝

犉（犓犈，犃犓犈）

犉（犓犈）＋ 犉（犃犓犈）－ 犉 犓犈，（ ）犃犓犈
（９）

其中：｜犉（犓犈）｜表示仅使用动能判断满意度大小错

误的实例数；｜犉（犃犓犈）｜表示仅使用角动能判断满

意度大小错误的实例数；｜犉（犓犈，犃犓犈）｜表示两种

能量均不能有效判断的实例数．该错误相似度表示两

种能量在度量满意度中的一致程度，其值越小表示两

种能量之间的一致性越差，差异性越小．实验结果发

现，两种能量在度量满意度中的一致性仅为０．０７３４．

进一步地，统计单独使用动能判断正确的实例集合

中，有２３．２０％的实例角动能判断错误，统计单独使

用角动能判断正确的实例集合中，有２３．２０％的实

例动能判断错误．以上分析说明，两种能量在衡量满

意度过程中具有不同角度的贡献．由此，寻找一种合

理的融合方法融合两种能量，必然可以进一步提高

两种能量度量满意度的准确性．

图５　点击点象限分布

为此，本实验从用户浏览信息的行为习惯角度

分析两种能量产生差异的原因．图５和图６分别表

示用户在标注页面中点击图片的分布以及数据统

计，图中的不同象限分布表示用户从鼠标起始滑动

至点击图片旋转过的角度，图５中不同圆的半径表

示用户对所点击图片的评分．从图中看出，用户滑动

点击旋转过的角度集中于第三象限．由此说明，用户

在浏览页面过程中旋转过的角度呈现一定的规律，

且用户在不同满意度下旋转角度呈现不同的变化．

因此，本实验进一步对比在多个实例中，在不同的用

户满意度下，动能及角动能呈现的规律．尝试使用规

则过滤的方法来融合两种能量．

图６　点击点象限分布统计

图７和图８分别表示多个实例中分数与动能、

分数与角动能对比趋势图，两个图中的实例一一对

应．以实例２为例，第１个点击点的动能值高于第２

个点，其分数对比关系与角动能一致；实例８则相

反，第１个点的动能值低于第２个点，其分数对比关

系与角动能一致．通过大量观察数据发现，二元组中

前后两个点不同的大小关系，其对应的动能与角动

能与分数对应关系也不同．

图７　分数与动能对比趋势

图８　分数与角动能对比趋势

因此，根据上述现象，本实验通过人工设定规则

来进一步量化满意度．规则１：若前一个点动能高于

后一个点，则使用动能度量满意度；反之，使用角动

能度量．规则２：若前一个点动能低于后一个则使用

动能度量满意度；反之使用角动能度量．实验结果如

３７０２１０期 洪　宇等：面向满意度预测的滑鼠行为量化分析方法



表５所示，从表中数据看出，使用规则１度量满意度

明显高于规则２，且使用规则融合的方法性能超过

单独使用一种能量度量满意度方法，因此，本研究为

用户检索满意度预测提供了有效的量化标准．

表５　不同规则下满意度度量精确度

Ｒｕｌ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ＲＡＴＥ

Ｒ１ ０７２

Ｒ２ ０．３５

８　总　结

目前，对检索性能的评价仅停留在信息相关性

及本源正确性的基础上，并未涉及用户主观认知和

价值体系下检索结果质量的评判标准和度量方法．

本文前瞻性地提出满意度是一种衡量检索性能的新

标准．实验结果证明了满意度的客观存在性．在此基

础上，本文尝试利用滑鼠行为和能量形式模拟源自

脑部活动的满意度．实验证明了这一方法在模拟满

意度计量和分布研究中的可行性．尤其，滑鼠行为的

动能与角动能在度量检索结果满意度上具有各自的

优势．

未来工作将集中于提出合理的机器学习模型，

其研究重点将围绕融合动能与角动能，形成面向单

一目标的满意度等比计量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通过

对序列点击行为中滑鼠行为及其能量变化的趋势，

模拟用户检索过程中的满意度演化模式，形成针对

特定用户序列检索行为的检索结果重排序模型．比

如ＣＲＦ，该模型是一种全局线性模型，可以在全局

数据中抽取特征，使得构建的模型充分考虑用户在

多次点击之间的相互作用．

致　谢　苏州大学朱巧明教授和姚建民研究员对这

一研究给予了长期支持与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和教育部以及江苏省和苏州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对

本文研究给予了长期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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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０２１０期 洪　宇等：面向满意度预测的滑鼠行为量化分析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