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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计算机
技术、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等的
高速发展，高技术产品不断涌入我
们的生活。在我国互联网的发展过
程中，PC互联网已日趋饱和。用
户逐渐移动化—手机购物、在线支
付、视频、微博、在线地图、天气
查询、娱乐、游戏等。人们通过移
动互联网络，沉浸在交流的愉悦中。
截至2014年4月，我国移动互联网
用户总数达8.48亿户，手机保持第
一大上网终端地位。

移动互联环境下的技术传播主要
以用户界面(use interface, UI)的
形式出现，用户界面的易用性设计
将直接影响到人们接受信息和与对
方进行交流的方式，也是评价APP
（application）的关键要素之一，
它关系着我们的工作效率，生活质
量和身心健康。

易用性研究目的



界面设计是融
合了认知心理学、
设计学、语言学等
不同学科参与的系
统工程。

精美的界面设
计、良好的用户体
验使产品焕发了生
命力、增进了用户
的使用黏度与口碑
传播，也将大幅提
升了产品的下载量、
点击率。

而按照易用
性原则设计的界
面将让用户在浏
览的过程中不会
产生压力或感到
挫折，能用最少
的努力发挥最大
的效能，这就是
移动互联环境下
技术传播易用性
研究的目的。

易用性研究目的



易用性是工业设计中要考
虑的重要特质。自从原始
人开始利用器具进行改造
自然那一刻起，如何借助
外物来方便自己的行动的
愿望慢慢萌芽，这就是最
初的易用性。中华民族造
物中的易用性理念在远古
时代就开始萌芽，箸筷子
的发明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箸既可以任意拆分、
拾取各种较大形态的食料，
又可以方便的拈来块、条、
丝、片、丁、末等，经过
细加工的各种食品。箸使
用的广泛性和便利性不仅
体现在功能上，而且体现
在它的形态结构上。

如此简单的两支小棍，
却精妙绝伦的应用了物理
学上的杠杆原理，使其成
为人类手指的延伸，轻巧、
灵活、方便，夹取食物的
适应性很强。

从中国的箸看易用性



5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
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在
东京接受记者访问时说：
“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
就发明了筷子。如此简单的
两根东西，却是高妙绝伦的
应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
它是人类手指的延长，手指
能做的是它也能做，而且不
怕高温，不怕寒冻，真是高
明极了！”

从中国的箸看易用性

不仅如此，箸使用
能通过手功能的训练促
进脑的发育，有利于人
类智力的发育。由此可
见，箸不仅在实现操作
目标上能带来便利，而
且对操作人本身也很有
利，使人们更愿意使用
它。



从中国的箸看易用性



易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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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erro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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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

易用性概念

这里的“Usability”有两个含义，一
个是“可用性，有用性”，另一个是“便
于使用”。目前该书题目的中文翻译为
《可用性工程》。但从文章中可以看到很
多“ease of use”即“易于使用”的说法。



ISO 9241-11 Ergonomic requirements for office work with visual 
display terminals (VDTs) -- Part 11: Guidance on usability
具有可视显示终端(VDTs)的办公室工作的人类工效学要求—

第11部分:可用性指南

适用范围
本标准详细说明了可用性，并且解释了如何识别那些当按照用户

工作效率和用户满意度来说明或评价可用性时有必要重视的信息。
对于如何描述产品的使用背景（硬件、软件或者服务）和那些

必须的可用性测量，这里以一种清晰的方式给出了指导。
ISO 9241-11的本标准的指导可以在对可用性信息进行获取、

设计、研发、评估，以及沟通的活动中使用。

易用性标准



ISO 9241-11国际标准中将“Usability”定义为：
“以有效性、效率、满意度为指标，产品在特定使用背景下为

了特定的目标可为特定用户使用的程度。”
该定义包含了Jakob Nielsen尼森博士的Usefulness内涵。

易用性标准

ISO 9241-11:1998  Ergonomic requirements for office work with 
visual display terminals (VDTs) -- Part 11: Guidance on usability

办公用视觉显示终端(VDTs)的人类工效学要求 第11部分:可用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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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9241-11 / ISO 13407 JakobNiel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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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TC 159/SC 4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人机交互人类工效学

ISO/TC 159/ SC4 结构
WG2  Visual display requirements 可视显示要求
WG3  Controls, workplace and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控制,工作场所和环境要求
WG5  Software ergonomics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人机相互作用的软件工效学
WG6  Human-centred design processes for interactive systems

以人为本的互动系统的设计过程
WG8   Ergonomic design of control centres 控制中心的人类工效学
WG9   Tactile and haptic interaction 触觉交互
WG10  Accessible Design for Consumer Products 无障碍设计的消费产品
WG11  Ease of operation of everyday products 易于操作的日常产品
WG12  Image safety 图像安全
WG28  Common Industry Formats for Usability Reports 常见行业格式的可用性报
告

国际标准标准化组织概况



1、ISO 1503:2008  Spatial orientation and direction of movement -- Ergonomic requirements
空间方位和运动方向,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要求

2、ISO 9241-1:1997 Ergonomic requirements for office work with visual display terminals (VDTs) --
Part 1: General introduction

具有可视显示终端(VDTs)的办公室工作的人类工效学要求——第1部分:一般介绍
3、ISO 9241-2:1992 Ergonomic requirements for office work with visual display terminals (VDTs) --
Part 2: Guidance on task requirements

具有可视显示终端(VDTs)的办公室工作的人类工效学要求——第2部分:指导任务的需求
4、ISO 9241-5:1998 Ergonomic requirements for office work with visual display terminals (VDTs) --
Part 5: Workstation layout and postural requirements

具有可视显示终端(VDTs)的办公室工作的人类工效学要求——第5部分:工作台布置及姿势要求
5、ISO 9241-6:1999 Ergonomic requirements for office work with visual display terminals (VDTs) --
Part 6: Guidance on the work environment

具有可视显示终端(VDTs)的办公室工作的人类工效学要求——第6部分: 工作环境指南
6、ISO 9241-11:1998 Ergonomic requirements for office work with visual display terminals (VDTs) --
Part 11: Guidance on usability

具有可视显示终端(VDTs)的办公室工作的人类工效学要求——第11部分:可用性指南
7、ISO 9241-12:1998 Ergonomic requirements for office work with visual display terminals (VDTs) --
Part 12: Presentation of information

具有可视显示终端(VDTs)的办公室工作的人类工效学要求——第12部分: 信息显示

Standards and projects under the direct responsibility of ISO/TC 159/SC 4 
Secretariat     ISO / TC 159 / SC 4秘书处直接责任下的标准和项目

可用性系列国际标准



8、ISO 9241-13:1998 Ergonomic requirements for office work with visual display terminals (VDTs) -- Part 
13: User guidance

具有可视显示终端(VDTs)的办公室工作的人类工效学要求——第13部分:用户指南
9、ISO 9241-14:1997 Ergonomic requirements for office work with visual display terminals (VDTs) -- Part 
14: Menu dialogues

具有可视显示终端(VDTs)的办公室工作的人类工效学要求——第14部分:对话菜单
10、ISO 9241-15:1997 Ergonomic requirements for office work with visual display terminals (VDTs) --
Part 15: Command dialogues

具有可视显示终端(VDTs)的办公室工作的人类工效学要求——第15部分:命令对话
11、ISO 9241-16:1999 Ergonomic requirements for office work with visual display terminals (VDTs) -- Part 
16: Direct manipulation dialogues

具有可视显示终端(VDTs)的办公室工作的人类工效学要求——第16部分:直接控制对话
12、ISO 9241-20:2008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20: Accessibility guidelines for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equipment and services 13.180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20部分: 可访问性信息指南/通信技术(ICT)设备和服务
13、ISO/TR 9241-100:2010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100: Introduction to 
standards related to software ergonomics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100部分:人类工效学相关软件标准介绍
14、ISO 9241-110:2006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110: Dialogue princip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110部分:对话原理
15、ISO 9241-129:2010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129: Guidance on software 
individualization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129部分: 个性化软件指南
16、ISO 9241-143:2012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143: Forms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143部分:表格

可用性系列国际标准



17、ISO 9241-151:2008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151: Guidance on World Wide Web 
user interfaces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151部分: 网站用户界面指南
18、ISO 9241-154:2013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154: Interactive voice response 
(IVR) applications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154部分: 交互式语音响应应用程序
19、ISO 9241-171:2008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171: Guidance on software 
accessibility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171部分: 软件可访问性指南

20、ISO 9241-210:2010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210: Human-centred design for 
interactive systems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210部分: 以人为本的交互系统设计
21、ISO 9241-300:2008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300: Introduction to electronic 
visual display requirements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300部分:电子视觉显示需求介绍
22、ISO 9241-302:2008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302: Terminology for electronic 
visual displays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302部分:电子视觉显示器术语
23、ISO 9241-303:2011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303: Requirements for electronic 
visual displays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302部分:电子视觉显示器要求
24、ISO 9241-304:2008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304: User performance test methods 
for electronic visual displays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3004部分: 用户电子视觉显示器的性能测试方法
25、ISO 9241-305:2008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305: Optical laboratory test 
methods for electronic visual displays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305部分: 电子视觉显示器光学实验室测试方法

可用性系列国际标准



26、ISO 9241-306:2008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306: Field assessment methods 
for electronic visual displays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306部分: 电子视觉显示器现场评估方法
27、ISO 9241-307:2008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307: Analysis and compliance 
test methods for electronic visual displays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307部分: 电子视觉显示器分析和遵从性测试方法
28、ISO/TR 9241-308:2008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308: Surface-conduction 
electron-emitter displays (SED)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308部分: 表面传导电子发射显示(SED)
29、ISO/TR 9241-309:2008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309: 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 (OLED) displays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309部分: 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 显示器
30、ISO/TR 9241-310:2010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310: Visibility, aesthetics 
and ergonomics of pixel defects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310部分: 可见性、美学和人类工效学的像素的缺陷
31、ISO/TR 9241-331:2012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331: Op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utostereoscopic displays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331部分: 自动立体显示器的光学特征
32、ISO 9241-400:2007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400: Principles and 
requirements for physical input devices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400部分:物理输入设备的原理和要求
33、ISO 9241-410:2008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410: Design criteria for physical 
input devices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410部分: 物理输入设备的设计标准

可用性系列国际标准



34、ISO/TS 9241-411:2012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411: Evaluation methods for 
the design of physical input devices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411部分:物理输入设备设计的评价方法
35、ISO 9241-420:2011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420: Selection of physical input 
devices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420部分:物理输入设备的选择
36、ISO 9241-910:2011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910: Framework for tactile and 
haptic interaction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910部分: 触觉交互框架
37、ISO 9241-920:2009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920: Guidance on tactile and 
haptic interactions

人机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920部分: 触觉交互指南

38、ISO 9355-1:1999  Ergonomic requirements for the design of displays and control actuators -- Part 1: 
Human interactions with displays and control actuators
39、ISO 9355-2:1999  Ergonomic requirements for the design of displays and control actuators -- Part 2: 
Displays40、ISO 9355-3:2006  Ergonomic requirements for the design of displays and control actuators --
Part 3: Control actuators
40、ISO 11064-1:2000  Ergonomic design of control centres -- Part 1: Principles for the design of control 
centres42、ISO 11064-2:2000  Ergonomic design of control centres -- Part 2: Principles for the 
arrangement of control suites
41、ISO 11064-3:1999Ergonomic design of control centres -- Part 3: Control room layout
42、ISO 11064-3:1999/Cor 1:2002

可用性系列国际标准



44、ISO 11064-6:2005  Ergonomic design of control centres -- Part 6: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for 
control centres
45、ISO 11064-7:2006  Ergonomic design of control centres -- Part 7: Principles for the evaluation of 
control centres
46、ISO 14915-1:2002  Software ergonomics for multimedia user interfaces -- Part 1: Design principles 
and framework
47、ISO 14915-2:2003  Software ergonomics for multimedia user interfaces -- Part 2: Multimedia 
navigation and control
48、ISO 14915-3:2002Software ergonomics for multimedia user interfaces -- Part 3: Media selection and 
combination
49、ISO/TR 16982:2002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Usability methods supporting 
human-centred design
50、ISO/TS 18152:2010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Specification for the process 
assessment of human-system issues
51、ISO/TR 18529:2000  Ergonomics --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Human-centred 
lifecycle process descriptions
52、ISO 20282-1:2006  Ease of operation of everyday products -- Part 1: Design requirements for context 
of use and user characteristics
53、ISO/TS 20282-2:2013  Usability of consumer products and products for public use -- Part 2: 
Summative test method
54、ISO 24503:2011 Ergonomics -- Accessible design --Tactile dots and bars on consumer products

可用性系列国际标准



1 别让我动脑 3 略去多余的文字

2  只要每个点击都是明确
无误，多点击也没关系

一位深受尊敬的美国用户界面
（APP）效果专家斯蒂夫 克鲁格曾
对用户界面的易用性阐述了自己的
理解，他将易用性原则称为”效果
优化原则“。他认为一个易用性良
好的用户界面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就可以节省用户寻找时间，又能让
人轻松适意。

易用性设计--效果优化原则



易用性设计--效果优化原则

1、别让我动脑

这个概念在不同的人身上有着不一样的概念，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会因为生活的地域
不同有着文化差异，或者因为受到的教育经历不同有着理解问题的差异，或者是个人观点和习惯
的不同等等有着各种各样的差异，我们要让所有人都能够理解我们的网站能够方便的使用网站达
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这简直是太难了。

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那可是非常困难的。即排除让人费解的东西，尽量是内容做到一目了然，
力求自解自明。



易用性设计--效果优化原则

2、只要每个点击都是明确无误，多点击也没关系

这是强调操作的顺利，顺利的操作即使多花一点时间，也是让人乐于接受的。



易用性设计--效果优化原则

3、略去多余的文字

通过Keep Calm and Read On去鼓励青少年多读书。制作方法比较简易一张图片，一个有
意思的大标题就可以。略去那些多余的诉说，指南性的文字。



Jakob Nielsen尼森博士被纽约时报称为“Web 易用性大师”，
被 Internet Magazine 称为 “易用之王”，他是 Web 易用性领域的顶尖
领袖，他把对用户界面的易用性设计原则称为“启发式原则”。

提出“启发式原则”需要满足的十个要点: 
1. 系统状态的可见性 Visibility of system status
2 系统和现实世界的匹配 Match between system and the real world
3. 用户控制和自由 User control and freedom
4. 一致性和标准 Consistency and standards
5. 错误预防 Error prevention
6. 识别而不是回忆 Recognition rather than recall
7. 使用的灵活性和效率 Flexi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use
8. 美学和最小设计 Aesthetic and minimalist design
9. 帮助用户认识、诊断错误并恢复

Help users recognize, diagnose, and recover from errors
10.帮助和文档 Help and documentatio

易用性设计--启发式原则



易用性设计原则--启发式原则

1.  系统状态的可见性 Visibility of system status
系统必须在合适时间，适当反馈让用户知道系统当前在干什么。

软件应该保持相同的模式，透过适当的反应，在合理的时间内通知
使用者，让使用者了解系统正在发生的事情。

※ 最常见的就是按钮状态。在计算机上浏览网页时常常会发现某些地方
在光标移过去时颜色会有所改变，提示你这里可以被点击。
在 iPhone 上没有光标，所以会以更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你这里可以被
操作，像是更立体的按钮、或是仿真实体开关的图象。

※ 用户点击按钮，会出现按钮被按下去的凹陷感，提示你已经点击到了。

※ 另一种常见的系统状态响应就是需要用户等一下，现在正“读取中” 、
“下载中”。
在等待时如果没有任何提示，就会产生“自从点了这个按钮后画面就

不动了，我的操作到底有没有被执行呢？不晓得要等多久…”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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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和现实世界的匹配
Match between system and the real world

系统必须使用用户的语言，使用用户熟悉的单词、词组和概念，而
不是面向系统的术语。遵循现实世界的规范，使得信息以自然和有逻辑
的方式呈现。

真实发生的的例子：女儿教父亲怎么操作家庭计算机，当她说“请把鼠标移到开
始”时，父亲拿起手上的鼠标左右翻看了一下，便将整只鼠标对准屏幕上的「开
始」敲下去，屏幕被鼠标撞击发出抠抠抠的声音……女儿问父亲，为什么会把鼠
标拿起来敲屏幕，明明只要在桌上移动鼠标就可以操作，父亲说：“你叫我把鼠
标移到开始的啊！”

女儿的认知里，拿鼠标敲屏幕无法完成任何操作，鼠标只是为了控制光标而
存在，所以将鼠标移到开始同等于”操作鼠标以控制屏幕上的光标、并将光标移
到开始“。但对父亲而言，因为不熟悉计算机操作，他尚未建立鼠标等于光标的
概念，光标是光标、鼠标是鼠标，所以会发生拿鼠标敲屏幕的爆笑情况。

你觉得大家都应该要知道的事情，其实不一定都会晓得。虽说这种说词对
“父亲”很失礼，但请把所有使用者都当成是”父亲“那类型的人物。设计者应

思考：用什么样的用语才能让第一次接触 App 的人没有误会的快速上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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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户控制和自由 User control and freedom
用户经常会错误选择系统功能并需要一个明确标识的“紧

急出口”来离开非预期的状态，而不必面对冗长的对话框提示
支持撤销和重做。

※ 易于犯错且修正错误代价高昂的高风险情形将导致使用者不愿意多
研究这个软件。良好的设计能让使用者降低出错率，在提供消和
重做的功能前先减少用户出错的机会。

※  用户操作 App 是为了完成他预期的目标，根据八二法则，你的
使用者有 80% 都是使用最初阶的操作，只有 20% 人会想要专业
进阶的功能。越轻松简单无压力越受大部份使用者青睐不过是想
透过 APP完成某项目的，用不着压力这么大的挑战自我极限吧？

※ 凡事都有轻重缓急，最重要、最常用的功能放在最显眼易触碰的
位置，较次级非必备的功能就摆到下一层或是干脆挪到某个进阶
选单里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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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致性和标准 Consistency and standards

用户不需要思索是否不同词、场景或者动作具有相同的含义。
请遵循平台规范。

使用者不应该猜测不同的字汇、状态、动作是不是代表同一
件事。APP必须采取用户的语言、并运用他们熟悉的单词、短语
和概念，而不是程序语言或专有名词。依现实生活常见的习惯，
让讯息在自然且有逻辑顺序的情况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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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错误预防 Error prevention

比起提供用户明确易懂的错误讯息，更重要的是如何防止使用
者发生错误。

在小小的手机屏幕上打字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按钮小不好按、
又容易出错，使用者自行输入的字段出错是经常发生的，明明只能
输入数字的地方就是有人会想打英文字母。摆明说了账号只能使用
英文或数字，还是会有人用上特殊符号。错误预防方式：
※ 最好也最贴心的作法是连输入都简化了，最好点点手指就解决。
※ 比起使用者填完所有字段按了送出后再告诉他哪些地方有误，

不如在输入错误时就挡住他、在输入正确数据前无法进入下个
步骤。如果能在字段旁边实时反应验证状态是再好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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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识别而不是回忆 Recognition rather than recall

使用者没办法记住太多步骤，也不必记住一个对话框到另一个

对话框之间的信息。应将对象、动作和选项可视化，以减少用户的

记忆压力。如果有使用说明介绍，应该放在显眼且可轻易使用的

位置，系统的使用指导在适当的时候必须可见或可轻易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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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的灵活性和效率 Flexi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use

功能与易用性之间通常存在一个平衡，对于软件中的每个特性、
功能、或能力，都必须提供一种途径让使用者调用或控制。如果用户
的目标是可预测而且常用的，使用者不应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必须
做很多工作。

做少量的工作、得到很多结果，才是使用者想要的。简单来说就
是要思考“有多少用户”和“使用频率如何”的问题。
※ 越频繁使用的功能，需要点击的次数应该要越少。
※ 越多用户使用某功能，它就应该越明显。
※ 且要为核心情况设计，不要为”边缘“情况付出太多。
※ 快捷键就是这个易用性准则的最佳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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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美学和最小设计 Aesthetic and minimalist design

对话框的每一个附加信息都会和相关信息竞争并减少它们的相
对可视性。
※ 为了防止用户出错，可以在软件设计上就尽量减少用户的记忆

负担。将功能、操作及选项设计得显而易见。对话框不能包含无
关或者几乎不需要的信息。对于不相关或是很少需要的讯息或功

能
要隐藏起来，仅突出重点在APP设计上非常重要。

※ 像是注册新会员，如果一开始就要使用者填写一长串的个人资
料，相信许多人在这个阶段就打退堂鼓。简化注册流程就可以增
加用户成为会员的意愿，最好只要一个按钮就能完成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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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帮助用户认识、诊断错误并恢复
Help users recognize, diagnose, and recover from errors

帮助使用者识别、诊断、并从错误中恢复，将损失降到最低。如
果无法自动挽回，则提供详尽的说明文字和指导方向，而非难以理解
的代码。最好能在告知使用者发生错误的同时一并提供解决方法。
※ 错误消息必须通过普通语言表达（不包含代码），准确指出问题

并积极提示解决办法。
※ 使用者不会想知道”404“代表什么意思，直接说明“找不到网

页”比简短的错误代号更能理解。比起找不到网页的文字，如
果能说明找不到网页的原因、并加上如何解决，将更能帮助使用
者排除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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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帮助和文档 Help and documentation

一个软件在完美的情形下不需要任何说明文件使用者就能够操作，
但就算是最好的软件也需要提供帮助与说明文件。
※ 当用户寻求帮助时，此类讯息应该容易被搜索查询。
※ 完美的接口即使没有任何说明提示下，使用者仍然能够流畅操作。
※ 为了预防还是有少数使用者搞不清楚状 况，常见的作法除了设

制说明页之外，初次开启 APP，就直接进入说明教学，强迫使
用

者阅读完毕后才可开始操作。
※ 尽管如果系统没有文档就可以使用是更好，但是还是需要提供帮

助和文档。这些信息必须容易搜索、关注用户任务并列出需要执
行的具体步骤，而不是大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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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易用的用户界面除了其平面图像或文字本身的处理以外，还有更多方面需要注
意的。虽然我们可能不能很直接的从表面上看到，但这些因素会不时地渗透在使用用户
界面的过程中，是易用用户界面设计中不可忽视的考虑内容。

全球最大可用性咨询公司HFI (Human Factors International)人因国际，曾对用
户界面设计从技术层面提出了十条易用性原则。



1.  激发

6.  在设计的过程中一直进行易用性测试

3.  结构－易用性的 80% 

9.  多媒体 － 要区别对待

4.  给出的东西必须明显2. 用户
任务流

5.  复制

7. 了解技
术的限制

8. 了解用户
的忍耐力

10. 使用状
态统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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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激发
它指的是在充分了解特定用户的需要和目的的前提下，使用一
些激发性的东西去引导不同角色进入到网页的特定部分。

2. 用户任务流
即了解用户的身份特征，他在线的工作环境如何，上网的任务
是什么。而网页的设计尽可能符合用户的工作流程。

3. 结构－易用性的 80% 
4. 给出的东西必须明显
5. 复制

复制指的是对一些结构模板的套用，比如对于通常的 8－12 页
形式的网址，可以使用已经设计好的符合人体工效学的模板。
这种做法大大减少了设计中的工作量。

易用性设计--技术易用性原则

（后面详述）



6.  在设计的过程中一直进行易用性测试
在设计过程中一直进行易用性测试。这是对设计过程的不断考证以确
保最后设计的易用性。选出具有代表性的用户在设计的早期就开始参
与配合测试，通过他们在使用不同阶段设计中给出的反馈，对设计进
行不断的改进，是网页更容易使用。

7. 了解技术的限制
确定用户的浏览器和硬件并最优化网页。测试一下 html、
javascript 等的兼容性。尽量从技术上保证一些设计效果的实现。

8. 了解用户的忍耐力
这是从心理和生理方面去了解用户操作过程对困难的承受能力。随着
网站竞争的激烈，用户看网页时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了。对文件下载时
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下载速度慢的网页往往被认为是不易用的。
所以了解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他们认知或感受的状况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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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多媒体 － 要区别对待
在是一个物体更具有吸引力的时候有一条就是让物体动起来，因为
动态要比静态更容易进入人们的眼球。同样多媒体技术在网页设计
中的应用大大提高了设计的趣味性，好的动画能够吸引用户对特定
信息的注意。当然对多媒体的运用也要讲究合适度，过多的动作会
分散用户的注意力并影响理解力。

10. 使用状态统计包
通过对网页流量的监控技术来判断哪些网页吸引用户的注意，
哪些网页让他们离开，从而调节网页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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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终端由于屏幕尺寸的限制，可显示内容要比PC屏幕少得
多。在手机界面设计中，若直接把所有内容在一屏内显示，会使界
面混乱不堪，丑陋且不可用。

我们需要对信息进行有效组织，通过合理布局结构把信息展示
给用户。合理结构设计可以使信息变得井然有序，增强手机终端的
易用性和交互体验。

结构可分为硬结构和软结构：
硬结构是指在用户界面（APP）上对文字、图像的合理安排，

使得用户很容易找到需要的信息；
软结构是指对每个用户界面（APP）操作时，或具体地说点击

一些命令按钮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从视觉效果考虑，结构被认为决定用户界面（APP）易用性的
最重要的部分，大概占有 80%的比例。

易用性设计--技术易用性原则，3 结构



九宫格

TAB 

手风琴

多面板

弹出框

抽屉/
侧边栏

标签

竖排列表 横排方块

手机终端界面设计中常用到的一些结构

易用性设计--技术易用性原则，3 结构



竖排列表是最常用的布

局之一。手机屏幕一般

是列表竖屏显示的，文

字是横屏显示的，因此

竖排列表可以包含比较

多的信息。列表长度可

以没有限制，通过上下

滑动可以查看更多内容。

竖排列表在视觉上整齐

美观，用户接受度很高，

常用于并列元素的展示，

包括目录、分类、内容

等。

1， 竖排列表

易用性设计--技术易用性原则，3 结构



2， 横排方块 横排方块是把并列元
素横向显示的一种布
局。我们常见的工具
栏，TAB，
Coverflow 等都采
用这种布局。受屏幕
宽度限制，它可显示
的数量较少，但可通
过左右滑动屏幕或点
击箭头查看更多内容，
不过这需要用户进行
主动探索。它比较适
合元素数量较少的情
形，当需要展示更多
的内容适，竖排列表
则是更优的选择。

易用性设计--技术易用性原则，3 结构



九宫格是非常经典的

设计，展示形式简单

明了，用户接受度很

广。当元素数量固定

不变为8、9、12、

16时，则适合采用九

宫格。虽然它有时候

给人设计老套的感觉，

不过它的一些变体目

前比较流行。

3  九宫格

易用性设计--技术易用性原则，3 结构



4， TAB 采用TAB可以减少界
面跳转的层级，可以
将并列的信息通过横
向或竖向TAB来表现。
与传统的一级一级的
架构方式对比，此种
架构方式可以减少用
户的点击次数，提高
效率。当功能之间联
系密切，用户需要频
繁在各功能之间进行
频繁时，TAB布局是
首选。

易用性设计--技术易用性原则，3 结构



5  多面板 多面版的布局常见

于PAD终端，手机

上也会用到。多面

版很像竖屏排列的

TAB，可以展示更

多的信息量，操作

效率较高，适合分

类和内容都比较多

的情形。它的不足

是界面比较拥挤。

易用性设计--技术易用性原则，3 结构



6， 手风琴 手风琴布局常见于
两级结构的内容。用户
点击分类可展开显示二
级内容，在不用的时候，
内容是隐藏的。因此它
可承载比较多的信息，
同时保持界面简洁。

手风琴可以减少界
面跳转，与树形结构相
比，手风琴减少点击次
数，提高操作效率。手
风琴在浏览器上很常见，
很多浏览器的导航、历
史、下载管理等页面均
采用了手风琴的设计。

易用性设计--技术易用性原则，3 结构



7  弹出框 弹出框很常见，也属
于布局设计的一种。
弹出框把内容隐藏，
仅在需要的时候才弹
出，以节省屏幕空间。
弹出框可在原有界面
上进行操作，不必跳
出界面，体验比较连
贯。
弹出框在安卓系统上
的使用很普遍，比菜
单、单选框、多选框
等，在IOS系统上使
用相对少些。

易用性设计--技术易用性原则，3 结构



8，抽屉/侧边栏 抽屉也是将内容先
藏起来，在需要时再展
开。弹出框一般是完成
设置或完成某个任务，
而抽屉展示的一般是具
体内容。抽屉在交互体
验上更加自然，和原界
面融合较好。

抽屉栏一般从顶部
或底部拉出，若是从左
右两侧拉出的，我们一
般称为侧边栏。Path
和一些浏览器的书签，
均采用了侧边栏的设计。

易用性设计--技术易用性原则，3 结构



9， 标签
在搜索界面和分

类界面时，会采用

标签的方式来展现。

标签方式比较动

感的，增加了应用

的趣味性，但使用

场景较有限。

易用性设计--技术易用性原则，3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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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并茂”的文字
关于图片的设计，不仅可以平铺直叙，还可以通过有趣的形式或微妙的视觉效果将

图像变得更加有吸引力——将文字视觉化，设计出具有影响力的图像。



图文解释
图文解释是信息图的一种表

现形式—将图片分解成各个部
分，且各部分都为大标题服务。

正如示意图一样，图文解释
也可以寓教于乐，同时增加内
容的知识性和趣味性。

这类幽默的图文解释通常会
很讨喜，所以设计者不用过于
担心在设计中会犯错，只要想
着如何贴合自己的品牌、满足
市场需求进行创作就行了，只
有这样才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受
众并提高他们的参与度。

迪士尼童话人物的角色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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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图
对比图，顾名思义，就是将

两张表明相反态度/属性的图片
同时呈现于用户面前。

当人们看到这类图片时，发
现图中呈现的内容往往是被大众
忽视的日常生活现象。对比本身
就可以起到教育他人的作用，而
图片则可以让对比的效果更加明
显，在社交媒体上能产生更广泛
的传播。

因此为了引导我们的用户去
进一步了解更多相关信息，我们
可以采取对比可视化的方式。

易用性设计--技术易用性原则，4 明显



数据可视化
至于对信息的呈现，越来越多的APP开始尝试数据可视化、信息图表化，让界面上不仅仅是列

表，还有更多直观的饼图、扇形图、折线型、柱状图等等丰富的表达方式。表面上看起来也不是很难
的事情，但是若真想实现，背后的复杂程度也不容小窥。

易用性设计--技术易用性原则，4 明显



圆形的运用
园形是最容易让人觉得舒服的形状，尤其是在充满各种方框的手机屏幕内，增加一些圆润的
形状点缀，立刻就会增加活泼的气息，吸引眼球。

易用性设计--技术易用性原则，4 明显



唯一主色调
为什么我们要定义一个

界面多种颜色？仅仅用一个
主色调，是不是就能够很好
的表达界面层次、重要信息，
并且能展现良好的视觉效果？

可以说唯一主色调设计
手法，是真的做到了移动端
APP的最小化（Minimal）
设计，减少冗余信息的干扰，
使用户专注于主要信息的获
取。卡塔尔航空公司

卡塔尔公司航空就是这样的设计案例，整个界面采用粉色的主色
调，从标题栏到标签页，从操作按钮到提示信息，除了黑白灰之
外，全部采用粉色设计，这种简介的的配色风格，起到了很好的
信息传达效果，具有良好的视觉表现力。

易用性设计--技术易用性原则，4 明显



找一个值得
信赖的客户

让他们实际
访问你的站点

闭上嘴让他
们说给你听

Jakob Nielsen 尼森 提出测试网站易用性的最好方式，应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易用性测试



易用性测试

你只需要5个用户就能发现足够多的易用性问题并让你忙活几个月。尽管只有这三
个简单的原则，很多研究发现人们仍不能完全遵守。

比如，你不能让朋友或同事去测试，你应当找那些对你的项目一无所知的外部用户，
他们还不能敷衍了事，必须实际去用，同时，你不能对他们施加影响，不能暗示他们该
如何操作。这就是闭嘴原则如此重要的原因。



从易用性研究的过程，可以发现，在产品开发早期就将用户
对易用的需求考虑的话，能够缩短开发周期，确保尽早发现问题，
避免昂贵的再设计费用，提高商业效率。

曾有试验表明，在产品生产出来再改，成本会是原来的 100倍。
所以易用性研究能大大降低产品的成本。对于用户来说自然就降低
购买产品的支出。

在产品易用性方面有较好声誉的 IBM 公司对其创造的经济利润
有这样的描述：“1 美元的投入能获得10-100美元的回报”

网络的易用性问题还在不断的产生，所以解决方式也不断的在完
善，特别随着移动网络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网络的易用性
问题受到越来越多专业人士的关注。

易用性价值



感谢您的聆听！
huangyh9@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