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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交叉领域语言信息工程方向

隶属于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成立于2006年

2007年开设大陆首个计算机辅助翻译专业

培养现代化的语言服务人才（懂语言、懂文化、懂技术、懂管理）

学生背景：1/3 语言，1/3 技术、 1/3 其他

专业名称 学位 招生人数

自然语言处理（现“互联网信息处理”） 硕士 15

计算机辅助翻译(CAT) 硕士 30

技术传播与翻译 双硕士、二学位 10，20



内容提要

1. 移动说明书特点

2. 渐进式呈现

3. 移动说明书渐进式呈现的策略研究



移动说明书



移动说明书
• 定义：为基于触控的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优化设计的信息产品，不包

括电纸阅读器（如Kindle）、笔记本电脑等其他移动设备。
分类：1.电子书（如Epub），2. 移动Web（如HTML5），3. App

来源：德国Tekom《移动文档指南》



移动设备优势

• 摄像头
• 蓝牙
• 麦克风
• GPS
• 触摸屏
• 联网

• 随身携带



小米平衡车驾驶教程

1. 动画引导用户学习	
2. 通过传感器和蓝牙，APP可以知晓用户是否在根据教程学习	



移动设备缺点

• 移动可用性问题（Nielsen 2011）
– 屏幕小 (small screen)
– 输入笨拙(awkward Input)
– 下载延迟 (download delays)
– 未针对移动设备设计(mis-designed sites)

• 实证研究
– Singh(2011)发现手机端的可理解性比PC差50%
– Durwin(2013)发现手机页面加载超过5秒，74%的用户会离开



未做移动优化的帮助文档



渐进式呈现



渐进式呈现(Progressive Disclosure)

• 基本思想：重要的信息先呈现给用户，次重要的信息根据用户
的需求后呈现。

• 信息根据用户的需求后呈现。可用性专家Nielsen（2012）把
PD定义为“把高级的或者不常用的功能放到次要的页面（或位
置）显示，让界面更易用，降低用户犯错可能性”。

Jakob Nileson



Adobe	Reader打印选项的渐进式呈现



类似说法

• 极简主义（Mimimalism）

• 倒金字塔写作



渐进式呈现提示控件



内容渐进式呈现



移动说明书中应用渐进式程序策略*
*此部分内容基于朱灿华的硕士毕业论文，论文指导教师为高志军、俞敬松	



渐进式呈现（Progressive Disclosure)

1. 移动可用性要求

2. 用户体验要求

3. PD的特点和优点

4. 说明书内容PD改造可行性

• 屏幕小à阅读表现差
• 额外操作à 任务负担

• 交互模态à满意度、参与度
• 用户控制à 表现、满意度

• 节约屏幕空间

• 用户控制

• 快速定位信息
• 说明书内容信息分类：概念性、步骤性
• DITA的信息分类



研究问题

1. 说明书内容可以有怎样的渐进式呈现策略？

2. 移动网页式说明书中不同程度PD策略的应用是否

会影响用户表现和使用态度？

3. 用户对移动网页式说明书中PD内容的具体使用情

况是怎样的：影响用户是否展开阅读PD内容的因素

是什么？用户对PD的主观看法是怎样的？



研究设计概览
形成

提出

对比试验

不同PD程度说明书
使用对比试验

无PD版

半PD版

全PD版

屏幕操作录像分析

回顾性用户访谈用户访谈

观察

德尔菲专家咨询

第一轮问卷

专家给出意见

第二轮问卷

匿名互评意见，
给出新意见。

第三轮问卷

评价争论意见，
形成统一意见。

文献调查和分析

二级PD划
分策略

一级PD划
分策略

如果需要

文献研究

首次任务表现

迁移任务表现

概念掌握程度

任务负荷度

参与度

可用性满意度



使用说明书信息类型

• 说明书引导用户完成特定任务，由程序性内容即程序
性内容（procedural instructions），以及描述支
配该领域内容的逻辑和原则——即原理（principles）
或概念（concept）

• 程序性内容，描述如何做（How to do it)

• 概念性内容，描述原理（How it works）

• 程序性内容 为重要，用户是否阅读概念性内容尚有争议



说明书内容PD策略

说明书中哪些内容适合PD处理？ 主 次

步骤性/程序型 概念性

Andrea (2012)

新手 高级初学者 熟练用户 精通用户 专家



信息等级 对应内容和用户特点
0 • 嵌入式帮助，包括错误信息和恢复指导

• 入门内容，可能为教程，主要为关键、入门任务指导
• 任务型内容，以及辅助背景和细节
• 简单例子和案例
（不熟悉术语、范例等，需要解释全部内容）

25-50 • 嵌入式帮助，包括错误信息和恢复指导
• 任务型内容，以及辅助背景和细节
• 普通例子和案例
• 社区内容指向，如知识库和用户论坛
（熟悉入门内容中的术语、范例等）

75 • 嵌入式帮助，包括错误信息和恢复指导
• 更复杂任务的任务型内容
• 深度概念信息
• 故障排除内容
• 说明复杂问题的例子和案例
• 社区内容指向，如知识库和用户论坛
（熟悉术语、范式、概念等，所以没必要解释，用引用代替）

100 • 深度概念信息
• 解释复杂问题的例子和案例
• 社区内容指向，如知识库和用户论坛
• 高级故障排除内容
• 更复杂任务的任务型内容
• 嵌入式帮助，包括错误信息和恢复指导
（熟悉术语、范式、概念等，所以没必要解释，用引用代替）





说明书内容PD策略

信息等级及对应内容



说明书内容PD策略

第一级PD划分

内容模块 PD显示 直接显示内容 PD显示
1 / / /
2 入门指南

3 低阶任务 任务型内容和辅助
信息 高阶任务

4 简易例子和案例 普通例子和案例 复杂问题例子和案例

5 社区内容指向（link）

6 深度概念信息

7 故障排除内容



程序型内容成分细分

• Farkas（1999）将技术文档中程序性内容的实质提炼为“描述
系统状态以及改变系统状态的活动的内容”

• 系统状态包括：1）期望的状态；2）首要必备状态；3）过渡
状态；4）意外状态。

• 活动则包括：1）人的活动；2）机器活动；3）外部事件。

• 程序性内容的四元模型(Four components model)，即目标成
分（goal(s) component）、必要条件成分（prerequisites
component）、动作和反应成分（actions and reactions）
以及排除状态成分（unwanted states component）



程序性内容PD策略

四元模型成分 文档内容 对应DITA内容
Goal(s)
用户要实现的状态， 终状
态或者中间状态， 直接呈
现在标题中，也包括对标题
的描述。

目标呈现和分解：标题和子标
题 <title>

目标描述（describing）和铺
垫（selling a goal）：简短描
述、摘要、背景信息

<shortdesc>
<abstract>
<context>

Prerequisites
用户完成任务必须具备的条
件。

系统状态 <prereq>

先验（prior）技能和知识 插入Task中的<concept>或<reference>

Actions and Reactions
用户的动作和系统的反馈。 具体步骤

<steps> <step>
<cmd>
<info>

<choices>/<choicetable>
<stepxmp>

<stepresult>
Unwanted States
包括危险信息和要排除的故
障。

警告信息 <hazardstatement>
<note>

故障排除
注意：文档中可能出现的任务相关的独立概念（<concept>）和引用信息（<reference>）默认直接

做PD处理，供用户选择阅读（类似于link功能，但当篇幅不长时，不跳转位置而在当前位置显示）。同故
障排除内容。同时默认<title>和<cmd>（步骤核心句）为必要元素，不做PD处理。



说明书内容PD策略

PD内容策略专家咨询（德尔菲法）

形成

德尔菲专家咨询

第一轮问卷

专家给出意见

第二轮问卷

匿名互评意见，
给出新意见。

第三轮问卷

评价争论意见，
形成统一意见。

二级PD划
分策略

如果需要

专家咨询参与情况
专家人数 12

从业时间 平均7.7年（其中5人10年以上）

岗位情况 Senior TW、文档部门经理、信息架构师

公司情况 华为、科多思、文思海辉、瑞斯康达、阿里技术等

地区（IP）分布 上海4、北京3、广东2、江苏1、浙江1、瑞典1



说明书内容PD策略

专家评估结果

元素 适合PD程度
子任务内容 完全适合

任务中插入的概念和引用信息
（<concept>/<reference>）

很适合

背景信息和相关概念：<context> 很适合

步骤选择(<choices>/<choicetable>) 一般

步骤中指令（<cmd>）之外额外信息(<info>) 很适合

步骤操作举例(<stepexample>) 较不适合

任务目标简述：<shortdesc> 很不适合

步骤和任务结果(<stepresult> / <result>) 一般

危险警告、注意事项(<hazardstatement> / <note>) 很不适合

必要条件(<prereq>) 完全不适合



PD效果实验

移动网页式说明书中不同程度PD策略的应用是否会

影响用户表现和使用态度？

无PD版

半PD版

全PD版

首次任务表现

迁移任务表现

概念掌握程度

任务负荷度

参与度

可用性满意度

自变量 因变量 工具/量表

完成任务时间、正确数

完成任务时间、正确数

评分

NASA-TLX

认知专注度问卷

IBM的测后系统可用性问卷（PSSUQ）

Trados 
任务



PD效果实验

实验材料——说明书设计

6类内容元素进行PD处理

• 子任务标题下内容(<task>)

• 任务话题下的概念性内容（<concept>）

• 参考信息及术语解释（<ref>）

• 步骤中指令之外的额外内容（<info>）

• 任务中的补充提示信息（<note>）

• 截屏（<image>）

无PD版

半PD版

全PD版



PD效果实验

说明书设计——原型效果图1



PD效果实验

说明书设计——原型效果图2



PD效果实验

实验任务设计——首次任务

任务一：
创建一个本地翻译记忆库，满足以下要求：

• 以“样本 英-中”为名；
• 存于本地桌面上；
• 用于英文English (United States)翻译为中文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为其创建一个名为“项目”的文本类型字段；
• 翻译记忆库不将缩写设为非译元素；
• 添加一个名为“USB”的变量。

任务二：
在Trados中打开桌面上Word格式的样例文档

“样例PhotoPrinter.doc”，并完成对其从英文到
中文的翻译，满足以下要求：

资源配置
• 添加另一个翻译记忆库资源“打印机.sdltm”；
• 翻译过程中不对记忆库“打印机.sdltm”进行

更新；
• 记忆库搜索的 低匹配率更改为65%；

翻译
• 编辑器中完成对所有句段的英文到中文的翻译，

并确认；
• 参照参考译文，保证翻译正确；
• 翻译完成后，将译文另存为“样例译文.doc”

文档，存至桌面。



PD效果实验

实验任务设计——迁移任务

迁移任务
创建一个新的本地翻译记忆库，满足以下要求（请

注意以下各并不完全按照操作顺序排列）：
• 该翻译记忆库用于从英语English (United States)

到德语German (Germany)的翻译；
• 为其创建一个名为“1000”的字数类型字段；
• 翻译记忆库不将时间识别为非译元素；
• 记忆库命名为“英德”；
• 创建一个名为“PKU”的变量。
• 创建一个名为abcdef.的缩写。
• 存于本地桌面上；



PD效果实验

实验主要步骤

主试
准备

设备适应 首次任务 评估问卷
&简答题

迁移任务



PD效果实验

预实验和用户测试—21人次

任务设计

说明书设计

流程设计

被试



实验结果和讨论

被试分布

被试背景信息整体描述性统计量
统计量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33.00 1.58 0.50
专业 33.00 1.45 0.51
年龄 33.00 23.03 2.64
注：性别（男=1，女=2），专业（理科=1，文科=2）

被试背景信息各组描述统计量-均值（标准差）
全PD 半PD 无PD

性别 1.64（0.50） 1.55（0.52） 1.55（0.52）
专业 1.36（0.50） 1.55（0.52） 1.45（0.52）
年龄 24.18（3.06）23.00（1.34） 21.91（2.88）
注：性别（男=1，女=2），专业（理科=1，文科=2）



实验结果和讨论

首次任务表现——完成任务时间

首次任务完成时间LSD多重比较

(I) PD_degree 均值差 (I-J) 标准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无
PD

半PD 6.07* 2.08 .007 1.82 10.33 

全PD 2.54 2.08 .233 -1.72 6.79 

半
PD

无PD -6.07* 2.08 .007 -10.33 -1.82 

全PD -3.54 2.08 .099 -7.80 0.71 

全
PD

无PD -2.54 2.08 .233 -6.79 1.72 

半PD 3.54 2.08 .099 -0.71 7.80 

*.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

首次任务完成时间描述

N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无PD 11 23.64 6.65 15.13 33.67 
半PD 11 17.56 2.50 14.52 22.15 
全PD 11 21.10 4.61 12.30 29.60 
总数 33 20.77 5.37 12.30 33.67 

注：时间单位为分。

首次任务完成时间总差异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205.054 2 102.527 4.293 .023
组内 716.549 30 23.885
总数 921.603 32



实验结果和讨论

首次任务表现

全PD 半PD 无PD

首次任务完成时间
>半PD >*半PD

<*无PD，<全PD

首次任务正确数 无显著差异

• 无PD用户需要阅读 多的（非直接相关）信息

• 全PD用户需要挨个点开图片



实验结果和讨论

迁移任务表现

• 半PD不相关认知负荷少，模仿操作记忆效果好，但是不一定

能保证正确数

• 无PD用户更好的掌握了概念，完成了更多的正确操作

全PD 半PD 无PD

迁移任务完成时间
>半PD >半PD

<无PD，<全PD

迁移任务正确数
>*全PD，>*半PD

<*无PD <*无PD



实验结果和讨论

概念掌握程度

• 描述性（概念性）信息有助于帮助用户形成概念模型

全PD 半PD 无PD

概念掌握程度
>*全PD，>*半PD

<*无PD <*全PD



实验结果和讨论

任务负荷度
全PD 半PD 无PD

任务负荷度
>半PD >半PD

<无PD，<半PD

• 无PD用户需要阅读 多的信息，寻找信息

• 全PD用户需要挨个点开图片



实验结果和讨论

可用性满意度

• 说明书本身质量比较高

• 没有对比

全PD 半PD 无PD

满意度-易用性 无显著差异

满意度-信息质量 无显著差异

满意度-界面质量 无显著差异

满意度问卷可靠性统计量

Cronbach's Alpha 项数

易用性 .876 8

信息质量 .807 5

界面质量 .768 3



实验结果和讨论

参与度

• PD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用户的好奇度

全PD 半PD 无PD
参与度-专注度 无显著差异
参与度-控制度 无显著差异

参与度-好奇度 >*无PD，>半PD
<全PD <*全PD

参与度-时间紧迫度 不适用
参与度-享受度 不适用

参与度可靠性统计量

Cronbach's Alpha 项数
时间紧迫度 .196 3
专注度 .801 3
享受度 .501 2
控制度 .597 2
好奇度 .683 3

• 和过去的研究一致：交互模态à用户体验



PD使用情况

• 用户对概念性内容有一定的兴趣：想先了解软件

• 步骤中的信息足够用户完成任务

本实验中PD元素使用情况概括

元素 被打开比例

子任务（<task>） 97%

概念性内容（<concept>） 51%

任务中的参考信息及术语（<ref>） 3%

步骤中指令之外的额外信息(<info>) 0.8%

任务中的补充提示信息（<note>） 10%

步骤中的截屏（<image>） 84%

整体情况



用户操作

录屏样例



PD使用情况

1. 无PD版说明书更容易导致和任务不相关操作

2. 用户喜欢一开始自己先探索而不是使用说明书

其它发现

13/33



用户访谈

对PD的主观看法

通用：内容贴切、条理清楚

PD（尤其是半PD）：简洁干净、快速定位信息

好评

问题

通用：不能点开大图；风格更活泼；增加视频、更多功能（H5）

无PD：文字、无关信息太多（虽然无形中用户获益）

PD版：缺少宏观介绍；需要点击打开图片；控件设计不够直观，
容易误解；控件不灵敏



结论

PD版说明书的优点

1. PD有利于用户定位信息，适当的PD能提升用户的初始任务表现

（完成时间）

2. 适当的PD能提升用户体验（主观评价）

3. 适当的PD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任务负荷

4. PD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用户的好奇度/兴趣度



结论

PD版说明书的问题和应对

1. PD可能不利于用户迁移学习和概念掌握à适度PD、控件增强

2. 过多的PD导致增加用户操作à截屏不PD



结论

其它注意事项

1. PD控件要有足够的自解释性。

2. 用户对移动网页式说明书有更多的期待。

3. PD要结合用户习惯——页面不能太空



研究不足和展望

不足

1. PD内容划分可以更精细

2. 实验人数可以更多、参与度问卷效度低

1. PC和移动端对比研究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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