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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是谁？这人是谁？

• 2016/4－至今任迪臣架构

• 16年五百强企业GE和中小外
企从文档工程师做到经理

• 6年 XML 部署经验6年 XML 部署经验

• 2015年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讲师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讲师



为什么我们消费内容为什么我们消费内容？为什么我们消费内容为什么我们消费内容？



为什么我们消费内容为什么我们消费内容？为什么我们消费内容为什么我们消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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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如何影响品牌的？内容如何影响品牌的？



议事日程议事日程

1 “内容为王”与互联网时代面对的变化1. “内容为王”与互联网时代面对的变化

2. 标准化和流程自动化-互联网时代技术传播
实践的解决之道实践的解决之道

3. DITA XML和 XLIFF 的实际应用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技术传播“内容为王”

第 部分第 部分



内容内容 1 01 0内容内容 1.01.0



内容内容 2 02 0“去文本化”“去文本化”内容内容 2.02.0 去文本化去文本化



内容交付内容交付 3 03 0“富媒体”“富媒体”内容交付内容交付 3.03.0“富媒体”“富媒体”



互联网时代面对的变化互联网时代面对的变化



移动终端取代移动终端取代PCPC移动终端取代移动终端取代PCPC

中国网民6.88亿，其中手机网民占比90.12%
2015年天猫“双11”成交额912.17亿，其中移动客户端

占比68 67% 数据来自CNNIC占比68.67% 数据来自CNNIC



万物互联时代来临万物互联时代来临万物互联时代来临万物互联时代来临

云计算、大数据，帮助“人人相联”向“物物相联”迈进云计算、大数据，帮助 人人相联 向 物物相联 迈进



手机连接一切手机连接一切手机连接 切手机连接 切
生活购物

教育学习
娱乐社交

苹果商店APP应用数量超200万，下载总量超1300亿次

2015年Google Play应用下载量是 2亿次，是苹果商店的两倍



多屏互动，百屏争艳多屏互动，百屏争艳多屏互动，百屏争艳多屏互动，百屏争艳

PAD、手机、苹果Watch、Google眼镜、智能手环、车联网、物联网、VR……手机 苹果 g 镜 智能手环 车联 物联

抢占流量入口



碎片化阅读碎片化阅读碎片化阅读碎片化阅读

碎片化阅读，快速了解世界（往外看，感性看别人）
深度阅读，才能慢慢了解自己（往内看，理性看自己）



读
图
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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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半年时间粉丝量破1000万

真格基金等投资1200万个
人
视
频

真格基金等投资1200万
估值3亿人民币

2000频 直播首秀人数破2000万

同时在线459万

视频时代

全
民

章鱼TV创业2年

1亿民
直
播

腾讯、红杉B轮领投1亿
美元

估值100亿人民币播 估值100亿人民币



阅读的人越来越少阅读的人越来越少，
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多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多

大脑进入理性思维的时限为5‐10秒大脑进入理性思维的时限为5‐10秒

电影电视每个镜头的平均时间是3.5秒



个性化内容共享个性化内容共享个性化内容共享个性化内容共享



互联网时代下的技术传播？互联网时代下的技术传播？互联网时代下的技术传播？互联网时代下的技术传播？



第二部分
标准化和流程自动化－互联网时代技术传播的
解决之道解决之道



为什么标准化？为什么标准化？为什么标准化？为什么标准化？



DITA XMLDITA XML 标准标准DITA XML DITA XML 标准标准



互联网时代下的技术传播？互联网时代下的技术传播？互联网时代下的技术传播？互联网时代下的技术传播？



DITA XML DITA XML 标准提供动力的结构化标准提供动力的结构化
内容部署内容部署内容部署内容部署

• 多型号复用

• 文档类型

磐石 盘古 哪吒

用户手册 维修手册 培训手册

多样格式• 多样格式



DITA XML DITA XML 内容部署内容部署

基于DITA  XML 和主题
复用

从书籍类写作…
复用困难 复用

个性化内容定制灵活

复用困难

没有个性化定制内容

DTP 成本高昂



好处－内容条件化极大便利了重用好处－内容条件化极大便利了重用

W350i W890i



结构结构 “模块化”好处－敏捷“模块化”好处－敏捷

• 缩短了交付周期• 缩短了交付周期

我们期待您具备下列素质：



结构化的好处结构化的好处

• Enhanced efficiency with DITA +CMSEnhanced efficiency with DITA +CMS



XML XML 标准框架下的流程标准框架下的流程



结构化的好处结构化的好处



互联网时代下的技术传播？互联网时代下的技术传播？互联网时代下的技术传播？互联网时代下的技术传播？



多样格式多样格式 响应式用户资料响应式用户资料多样格式多样格式--响应式用户资料响应式用户资料



多样格式多样格式--响应式用户资料响应式用户资料多样格式多样格式 响应式用户资料响应式用户资料



互联网时代下的技术传播？互联网时代下的技术传播？互联网时代下的技术传播？互联网时代下的技术传播？



多样格式多样格式--动态发布动态发布



多样格式多样格式--动态发布动态发布



XLIFFXLIFF 标准标准XLIFFXLIFF 标准标准



XLIFFXLIFFXLIFFXLIFF
• 处理可翻译文本

• 利用TM 翻译记忆库

• 利用术语表利用术语表

• 控制 SEGMENT 分割单元

• 本地化工作流管理本地化工作流管理



XLIFFXLIFF 翻译剖析翻译剖析XLIFF XLIFF 翻译剖析翻译剖析



非非XMLXML标准化的本地化流程标准化的本地化流程非非XMLXML标准化的本地化流程标准化的本地化流程



今天的模型－启用今天的模型－启用DITADITA的翻译流程的翻译流程

中文
DITA文档

DITA
(XLIFF

Schema)
转换 DITA XML
– DITA Schema
– XLIFF Schema

翻译

译文

DITA文档

DITA
(XLIFF

Schema)
转换DITA XML 内容
–XLIFF Schema
– DITA SchemaDITA Schema

文档可维护，变为资产



今天的模型 启用今天的模型 启用XLIFFXLIFF 优势优势今天的模型－启用今天的模型－启用XLIFF XLIFF 优势优势
DTP 排版工作被消除

没有文本手工提取和整合没有文本手工提取和整合

XML 文件小容易传输XML 文件小容易传输
- This saves time for up- and downloading files to FTP sites



今天的模型今天的模型 XMLXML 的本地化结果的本地化结果今天的模型－今天的模型－ XML XML 的本地化结果的本地化结果



第三部分
DITA 和 XLIFF 的实际应用



DITA CMS

• 世界最大通信设备厂家全

DITA CMS

世界最大通信设备厂家全
球范围包括美国、加拿大、
瑞典、中国等地2015-2016瑞典、中国等地2015 2016
年部署了DITA CMS 集团
版软件来解决其庞大手册版软件来解决其庞大手册
完成内容复用要手工操作
的痛点。的痛点。



DITA CMSDITA CMS



XLIFF DITA CMSXLIFF DITA CMSXLIFF , DITA CMS XLIFF , DITA CMS 



I t lI t l公司公司 XLIFFXLIFF 部署部署IntelIntel公司公司 XLIFF XLIFF 部署部署

援引 FEISGILTT @ L W ld援引：FEISGILTT @ LocWorld 
31 Dublin, 8th June 2016, CCD 



I t lI t l 公司公司 XLIFFXLIFF 部署部署Intel Intel 公司公司 XLIFF XLIFF 部署部署

援引：FEISGILTT @ LocWorld援引：FEISGILTT @ LocWorld 
31 Dublin, 8th June 2016, CCD 



Mi ftMi ft公司公司 XLIFFXLIFF 部署部署MicrosoftMicrosoft公司公司 XLIFF XLIFF 部署部署

援引：FEISGILTT @ 
LocWorld 31 Dublin, 8th 
June 2016, CCD 



现在的内容交付现在的内容交付现在的内容交付现在的内容交付



DITA XML DITA XML 让“动态交付”更容易让“动态交付”更容易

传统交付 动态交付

DITA 嫁接的“桥梁”

Advantages:
•Publish from a single source to multiple outputs

•Separate content from presentation

•Customize deliverables by product variations

Advantages:
•Easily accessible & responsive

•Personalized documentation

•Customer feedback/ratingy p

•Easily reuse content across deliverables

•Leverage DITA CMS to automate publishing

•Out-of-the-box integration to PDF rendering tools

g

•Results in:
• Improved user experience
• Boosts support productivity
• Analysis on content usage



DITA XMLDITA XML 让“动态发布”更容易让“动态发布”更容易DITA XML DITA XML 让 动态发布 更容易让 动态发布 更容易



DITA XMLDITA XML 让“动态发布”更容易让“动态发布”更容易DITA XML DITA XML 让 动态发布 更容易让 动态发布 更容易



DITA XMLDITA XML 让“动态发布”更容易让“动态发布”更容易DITA XML DITA XML 让 动态发布 更容易让 动态发布 更容易



DITA XMLDITA XML 让“动态发布”更容易让“动态发布”更容易DITA XML DITA XML 让 动态发布 更容易让 动态发布 更容易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联系： 134 6656 0061 
范雷范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