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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艺术与技术传播系
• 2016年年与数字艺术系合并，筹备： 

• 技术传播硕⼠士 

• International Master Program of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 2006语⾔言信息⼯工程系 

• 2007年年开设⼤大陆⾸首个计算机辅助翻译专业 

• 培养现代化的语⾔言服务⼈人才（懂语⾔言、懂⽂文化、懂技术、懂管理理） 

• 学⽣生背景：1/3 语⾔言，1/3 技术、 1/3 其他 

• 增强与虚拟现实 
• 数字艺术创作 
• 交互媒体 
• 智能化产品设计



⼈人信交互 (HII)
• Human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HII) 

• HII强调信息的沟通，⽽而⾮非写⽂文档或设计⽹网站，也⾮非⽣生成内容的⽅方法 

• 有效沟通需要理理解⽤用户，⽽而这就涉及如下领域的知识 

• 技术传播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 认知⼼心理理学 (Cognitive Psychology) 

• 可⽤用性 (Usability) 

• ⼈人机交互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 信息设计 (Information Design) 

• 信息科学 (Information Science)



HII Definiton
• HII develops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people use and react to 

information so that a design team can make informed evaluations of 
what constitutes “meaningful and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 HII builds on cognitive and social psychology, HCI, human factors, 
and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 and reworks them into a basis 
for evaluating the tradeoff inherent in creat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 Understanding the underlying theory behind how people interact with 
information supports making predictions about reader response and 
making design decisions matching those predictions. 

• It also helps the design team articulate what is being improved or given 
up as design and content decisions change during project development, 
as well as provide the basis for developing the usability test plans.



HII Model

Michael J. Albers,2011



⼈人的因素
• Human Factors 

• 思考： 

• ⼀一部电影⼀一般持续多⻓长时间？ 

• ⾼高铁座椅如何设计？



阅读顺序



扫描



UI 设计



⻩黄⾦金金分割

1.168



⼤大⾃自然的⻩黄⾦金金分割



斐波那契数列列
• 1, 1, 2, 3, 5, 8, 13, 21, 34, 55, 

89, 144, 233 

• 当n趋向于⽆无穷⼤大时，前⼀一项
与后⼀一项的⽐比值越来越逼近⻩黄
⾦金金分割0.618

1+1=2 
1+2=3 
2+3=5 
3+5=8 
5+8=13



斐波那契弧线构图



An example of  
Anti-Theft Backpack

https://www.xd-design.com/bobby



⼈人的底层需要
• Min-Max (minimalism) 

• Zipf’s Law 

• ⽂文字、图、视频、AR/VR的选择 

• ⼈人喜欢娱乐 (Storytelling)



信息⾏行行为



⾏行行为学 Behavior Science
• 憋尿尿有助于提⾼高决策能⼒力力 

- University of Twente 

- 2011 lg Nobel Prize 

• 93%的⾏行行为可以预测 (Northeast University) 

• 改变⼈人的⾏行行为(BJ Fogg, Stanford University) 

• 改变动物⾏行行为（海海豚表演，鸽⼦子送信）



技术传播者主要职责
• 帮助⽤用户使⽤用产品或服务 

- 预测⽤用户使⽤用产品时需要的技术信息 

- 以⽤用户偏好的⽅方式提供所需的信息



信息设计的考虑要点
• ⽤用户如何使⽤用产品？ 

• ⽤用户什什么时候需要信息？ 

• ⽤用户需要信息时如何找寻？ 

• 找到信息时如何使⽤用？



信息⾏行行为(Information Behavior)
• The totality of human behavior in relation to sources 

and channels of information, including both active 
and passive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information 
use (Wilson, 2000) 

• 与信息来源和信息渠道相关的所有⼈人类⾏行行为，包括主
动和被动的信息搜寻与信息使⽤用 (Wilson, 2000)



信息需要 (Information Need)
• An information need is a recognition that your 

knowledge is inadequate to satisfy a goal that you 
have. 

• 信息需要指意识到你的知识不不⾜足以完成你的⽬目标。



信息搜寻⾏行行为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 The purposive seeking for information as a 

consequence of a need to satisfy some goal. 
(Wilson, 2000) 

• 因为需要实现某个⽬目标，⽽而有意进⾏行行的信息搜寻。



信息查找⾏行行为 
（Information Searching Behavior）
• The micro-level of behavior employed by the 

searcher in interacting with information systems of 
all kinds (Wilson, 2000) 

• 查找者与所有信息系统交互时采⽤用的微观⾏行行为。



信息使⽤用⾏行行为 
(Information Use Behavior)

•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acts involves in 
incorporating the information found into the 
person’s existing knowledge base (Wilson, 2000) 

• 将找到的信息融⼊入到本⼈人现有知识体系中的所有⽣生理理
与⼼心理理⾏行行动。



⼈人类信息⾏行行为 
(Human Information Behavior)

• The study of how individuals need, seek, give and 
use information in different contexts, such as 
workplace, school and everyday living. 

• 研究⼈人类在各种场景下，如⼯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中，
“需要”、“搜寻”、“提供”和“使⽤用”信息的⽅方式。



信息⾏行行为模型
• 模型可以是对⼀一个问题的系统性思考 

• 信息⾏行行为模型的特征：

• 以图表的形式进⾏行行表述 

• 试图描述信息搜寻活动、原因和结果 

• 信息⾏行行为不不同阶段的关系 

• ⼏几乎没有模型能成为理理论假设或“准假设”，但是依然可以作
为探索或测试的基础



模型
• 房屋模型（实物的缩⼩小） 

• 沟通模型（复杂问题的抽象） 

• 语⾔言模型（数学表达）



Wilson's information Behavior model



Wilson模型的缺陷
• 仅仅提供了了研究领域的地图，引起⼤大家对研究⽋欠缺的
注意 

• 不不能解释信息⾏行行为造成的原因 

• 也并未提出能进⾏行行测试的假设



信息需求



信息需求研究
• 起始于1948年年 

• 较为知名的有美国Baltimore 在1972-1973年年的研究 

• 研究内容：普通市⺠民的信息需要，要回答的问题： 

• 市⺠民需要哪些信息？ 

• 这些需求是如何满⾜足的？ 

• 能否使⽤用公共机构更更好的满⾜足这些需要

信息需要并⾮非基本需要，Wilson 1981



⻢马斯洛洛需求层次理理论



产品使⽤用模型 
 (based on activity theory)

⽤用户如何使⽤用产品完成⽬目标的模型： 
⽤用户在使⽤用的各个阶段都需要信息： 
• Forming a goal 
• Planning a task 
• Executing a task 
• Interpreting the response 
• Troubleshooting a problem 
• Evaluating the outcome

Lundin, 2011



信息需求层次



信息搜寻



Dervin’s sense-making model



Wilson's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ur model





Ellis

• Starting: the means employed by the user to begin seeking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asking some knowledgeable colleague; 

• Chaining: following footnotes and citations in known material or 'forward' 
chaining from known items through citation indexes; 

• Browsing: 'semi-directed or semi-structured searching' (Ellis, 1989: 187) 
• Differentiating: using known differences in information sources as a way of 

filtering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obtained; 
• Monitoring: keeping up-to-date or current awareness searching; 
• Extracting: selectively identifying relevant material in an information 

source; 
• Verifying: checking the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 Ending: which may be defined as 'tying up loose ends' through a final 

search.



"berry-picking" model



向谁询问信息？
• 正好在身边的⼈人（百度，⾕谷歌） 

• 认识的⼈人 

• 信任的⼈人： 

• ⽼老老师 

• 图书馆管理理员

Information Seeking



如何询问信息？
• ⼈人们只有需要信息的时候才会去问，询问⽅方式有如下
特征： 

• 最容易易获取⽅方式 (min-max) 

• 最合适的答案是他们期待的

Information Seeking



信息找寻习惯(1/2)
• 找不不找信息由多种因素决定 

• 每个⼈人搜寻信息的⽅方式都不不⼀一样 

• ⼈人类⾸首先从⾃自⼰己的经验中搜寻信息，然后从其他⼈人获得
信息来源，尤其是与⾃自⼰己相似的⼈人 

• ⼈人类总是搜寻最容易易获取的信息，⾯面对⾯面交流是主要信
息来源 

• ⼈人类常常使⽤用过往成功过的搜寻习惯



信息找寻习惯(2/2)
• ⼈人们提问或搜寻信息的⽅方式与其对系统的⼼心智模型有关 

• ⼈人们搜索信息时的来源常常是其认为有⽤用、值得信赖并
能提供可靠信息的 

• 信息提供的⽅方式与信息本身同样重要 

• ⼈人们需要理理解，有时需要信息提供者的情感⽀支持。如果
提供者这样做了了，便便会觉得信息有⽤用，⽽而不不管其提供的
信息准确与否



信息使⽤用



信息使⽤用
• Mote(1962) 发现Shell研究中⼼心有三类科学家 

1. 发展完善的领域（有通⽤用理理论、⽂文献完备，研究领域清楚，如“有
机化学”）的研究者 

2. 不不太完善的领域的研究者 

3. 初创领域的研究者 

• 结论： 

• 1类科学家，提供⾃自助型图书馆即可 

• 2和3类科学家，需要信息⽀支持⼈人员



对信息的局限性
• 不不想获得会让⼈人失望的信息 

• 不不想获得可能会让⼈人失望的信息 

• 信息多于能记住时，则不不想获得 

• 信息多余能处理理能⼒力力时，则不不想获得 

• 停⽌止获得信息，根据已有的信息采取⾏行行动

Information Use



信息过载
• Miller(1960)指出了了信息过载造成的7中可能反应： 

• 省略略。不不能处理理某些信息 

• 错误。在某些⽅方⾯面错误地处理理信息 

• 排队。推迟处理理某些信息，以后再回来处理理。 

• 过滤。仅处理理“⾼高优先级”的信息。 

• 只求⼤大概。降低分类和反应的标准。 

• 多渠道。将信息分类，以便便能去中⼼心化 

• 逃避。直接放弃处理理



⼩小结
• 了了解⽤用户的信息交互⾏行行为，对设计⽤用户帮助系统极为
重要 

• ⽬目前国内外对技术传播领域中⼈人信交互视⻆角的研究才
刚刚起步



图书推荐



Any Questions?
⾼高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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