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做好准备了吗——了解移动平台和移动应用

我们要做的，不是传统的设计；我们面对的，不是平常的用户；我们想要成为的，也不是普通的设计师。
很多人询问过我：我想设计一个移动应用，应该怎样入手？用什么软件？看些什么资料？……面对这些问
题，我确实有些犯难。并不是我没法回答他们，而是这些问题反映出他们对移动应用设计实在是一无所知。
我们要清楚，为移动平台设计应用程序，绝不是心血来潮、想做就做的事情。如果仅仅是为了填补一下自
己的设计业务领域的空白，或是满足一下自己“IT 时代”的时尚情怀，那还是省省吧。
真正地面对一个成熟的应用设想或一个实实在在的项目时，我们需要考虑的绝不是上述的这些问
题。你的应用将要在什么平台上运行？在什么设备上安装？面对什么样的用户群体？这个应用到底能给
你带来什么？……我们所面对的工作，绝不仅仅是针对视觉和感官上的设计，而是移动应用的用户体验
设计。想要得到完美的设计结果，也绝不是普通的设计师能够做到的，我们将要成为的是一名用户体验
设计师。
你做好准备了吗？

1.1

成为用户体验设计师

每当我们打开手机或平板电脑，看着一款款精美时尚、高效实用的应用产品的时候，心里不免会感慨：
这要是我的作品该多好啊！然而，每个精彩的移动应用背后，都需要完成大量的工作，经历烦琐的步骤，
耗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单靠一个人的工作几乎不可能，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个甚至多个团队的合作。
在本节中，我们系统介绍一下用户体验设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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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UI、ID、UE和GUI，这些都是什么

在网页和应用设计领域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人们用这些英文缩写描述设计工作，那么它们各自代表什
么含义？具体的工作、方向和区别是什么呢？
下面让我们先来看看它们的英文全称和基本概念。
•• UI（User Interface）。用户界面设计，是指对应用软件的操作逻辑、人机交互、界面的整体设计。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用户界面设计成为了计算机科学的正式学科。在设计理念上，UI 设计不仅
是让软件变得有个性、有品味，还要让软件的操作变得舒适、简单、自由，充分体现软件的定位
和特点。
•• ID（Interaction Design）。交互设计，又称互动设计，它考虑的是人、环境与设备的关系和行为，
以及传达这种行为的元素的设计。这个解释有点难懂。简单地说，我们进行交互设计，就是为了
让产品更易用、有效，让人使用产品时感到舒适。同时，它需要了解用户和他们的期望，了解用
户在同产品交互时彼此的行为，以及“人”本身的心理和行为特点。交互设计还涉及人体工程学、
心理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以及与多领域人员的沟通。
•• UE（User Experience）。用户体验设计，它要求设计师能够全面地分析和体察用户在使用某
个系统时的感受。他的工作从开发的最早期开始，并贯穿始终。目的是保证用户对产品的体验有
正确的预估，了解用户的真实期望和目的，并对功能核心设计进行修正，保证功能核心同人机界
面之间的协调工作。
•• GUI（Graphical User Interface）。图形用户界面设计，是指针对采用图形方式显示的操作环
境用户接口进行设计。其实就是界面美工，只关心界面的美观和有关视觉方面的设计工作。
从上面各项设计工作的概念来看，UI 的概念比较广，包含了软硬件设计，也囊括其他各项设计的部
分内涵。而 GUI 设计比 UI 设计稍窄。目前，国内大部分 UI 设计师其实做的是 GUI，他们大多出自美术
院校。简单地讲，ID 设计只是指人和电脑之间的互动过程，目前一般是软件工程师在做。而 UE 设计从简
单理解上，关注的是用户的行为习惯和心理感受，就是琢磨人会怎么用软件或者硬件才觉得得心应手。但是，
有关用户体验这一课题的确切定义、框架及其要素还在不断发展和革新。
下面我们通过一则国外的 UE 设计师招聘要求，看看现在的用户体验设计师需要处理的工作内容（如
图 1-1 所示）。
面对这份招聘启事，我和大家有同感，它的业务跨度相当大，条件也近乎于苛刻，不是吗？我们不但
要了解编程工作，还要善于图形设计；不但要有组织和测试能力，还要善于沟通；不但要掌握各种图像软件，
还得是个绘画、制图的高手。看来，想要成为真正的用户体验设计师比想象得要难一些。但是我们仔细分
析一下，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未来的用户体验设计师就是要具备界面设计、交互设计、图形美术设计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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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为中心的原型和体验设计于一身的全能型设计人才。这也是我们为本书选题的原因，我们的目标就是
要从零开始伴随大家逐步成为用户体验设计师。

图 1-1
UE 设计师招聘要求

1.1.2

了解成功的用户体验设计案例

无论你是否真的做好准备成为一名用户体验设计师，现在我们都需要先放松一下，深吸一口气，用心
地观摩几款成功的移动应用用户体验设计案例。这对于我们加深对这门学科的认识，提高我们研究它的兴
趣，以及对它设计理念的深入理解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下面我们先为大家介绍 iOS 平台的 Passbook，如图 1-2 所示。
自从 iOS 6 一发布，Passbook 就以它独特的支付功能和超凡的用户体验设计博得了大众的眼球。
它是苹果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2 日在全球开发者大会（WWDC）上宣布的，并在 iOS 6 系统上提供操
作的一个全新应用。这是一款可以存放优惠券、会员卡和电影票的移动应用。它整合了来自各类服务的票据，
包括电影票、登机牌、积分卡和礼品卡等。这些票据将被显示在锁屏屏幕上，当用户走到相关商店或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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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时，通过定位功能，对应的票据将会自动显示。在这个大多数印刷品都开始数码化的年代，使用电子
优惠券或电子机票其实是很平常的事。

图 1-2
iOS 平台的 Passbook

Passbook 的另一个独特功能在于，它能够自动显示附近商家的会员卡和优惠券等信息。例如，当
你经过必胜客时，Passbook 就会弹出一条信息，提醒你必胜客就在附近，你可以使用相关的必胜客优
惠券和礼券等。此外，它还支持各种信息的实时更新，如果登机牌上的航班出现延迟，它会自动通知你。
如果你不想使用 Passbook 管理某一种电子票券，那么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这些电子票券从 Passbook
里“销毁”。
我们为大家介绍的第二款应用是著名的微博服务应用——Android 版的 Twitter，如图 1-3 所示。
Twitter 作为著名的社交网络及微博客服务网站，从 2006 年创建起就已经家喻户晓。它允许用户将
自己的最新动态和想法以推文的形式发送给手机和个性化网站群。由于 Twitter 最初计划就是在手机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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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并且与短信的形式比较接近，因此，所有的 Twitter 消息都被限制在 140 个字符之内，每一条消息
都可以作为一条 SMS 短消息发送。这也是 Twitter 的一个迷人之处。

图 1-3
Android 平台的 Twitter

2011 年 12 月，Twitter 对页面进行重新设计，目的是让用户能够更加轻松地查找 Twitter 信息和流
行话题。用户使用新版 Twitter 提供的新型工具，可以更轻松地浏览视频、图片、被转发的 Twitter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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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内容。用户还可以查看自己关注的人和被关注粉丝的数量，以及自己所发布的 Twitter 信息被转
发的情况，并查看根据自己兴趣或所在地理位置的 Twitter 信息排列结果等。此外，新版 Twitter 还允许
所有用户查看 Twitter 品牌页面。
在图 1-3 里，我们分别可以看到 Twitter 在 Android 平台上的手机和平板电脑的用户界面设计，其
布局合理、色彩大气、字体清晰、操作流畅，是一款非常优秀的用户体验设计案例。
最后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的美国彩色对开日报《今日美国》在 Windows Phone 平台上的移动用户端，
如图 1-4 所示。

图 1-4
Windows Phone 平 台 上 的
《今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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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美国》于 1982 年 9 月创刊，至今为止一直保持着彩色版面、消息集中、多用图表、重视体育报道、
便于读者迅速获得所需信息等特点而吸引着读者。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今日美国》仍然保持着
各方面的领先优势。归纳起来，作为全新的移动数码报纸，《今日美国》主要有 4 大特点。
•• 涵盖面广。专门开辟了“美国各地”和“世界新闻摘要”专栏，便于读者从这一份报纸上了解美国
各地及世界上的重大新闻。
•• 动态天气。仿效电视气象预报形式，首创了用彩色气象图表报道美国 50 个州、100 多个主要城市
3 天天气的趋势。
•• 界面美观。独创了使用生动的图片和图表为主的新闻报道，图文并茂，形式美观，提高了读者的
读报欲望和兴趣。
•• 文字精炼。它注重使用简洁明快的报道文体，偏爱使用短句、短字来浓缩文章，有时，一两句话
就构成了一条新闻，这样就充分节省了篇幅，便于登载尽可能多的信息，以突出其综合性大报的
特点。
在图 1-4 中，我们可以分别欣赏到《今日美国》在 Windows Phone 平台上的手机和平板电脑移动
用户端上的界面设计。它把 Windows Phone 平台矩形磁贴的界面元素，以及水平移动的布局观念和扁
平化设计风格运用得出神入化。这是一款精彩的、带有浓郁的 Windows Phone 平台味道的用户体验设计。
上面我们向大家分别介绍了三大移动平台上风格各异的三款经典的应用设计，目的是让大家对移动应
用、用户界面以及用户体验设计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知和了解，那么作为本书的主线，移动应用的三大平
台到底是怎样被创建形成的，它们的特点和区别又是什么呢？

1.2

移动设备的三大主流平台

所谓移动平台，就是移动设备上的操作系统，它是安装各个应用程序的载体。由于最初主要是建立在
移动通信功能的基础上，因此又称为移动通信平台，它一般由移动终端、移动通信网络和数据中心组成。
移动终端主要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便携式计算机等，移动通信网络包括电信通信网络和移动互联网，
数据中心一般由信息平台、用户管理平台和中心数据库组成。
目前，市场上的移动平台种类很多，但最主流的主要有 3 个，也就是苹果公司的 iOS 平台、Google
公司的 Android 平台和微软公司的 Windows Phone 平台，我们将其统称为三大平台。

1.2.1

iOS平台

iOS 平台是由美国的苹果公司开发的移动设备操作系统。苹果公司最早在 2007 年 1 月 9 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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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world 大会上公布了这个系统。它最初是设计给 iPhone 手机使用的，因此当时命名为 iPhone OS，
后来陆续套用到 iPod touch、iPad 以及 iPad mini 等苹果移动产品上，在 2010 年 6 月 7 日的 WWDC
大会上宣布将其改名为 iOS。
iOS 平台的发展是三大平台中最成功、也是最稳健的。2011 年 10 月 4 日，苹果公司宣布 iOS 平台
的应用程序已经突破 50 万个。2012 年 2 月，应用总量达到 552 247 个，其中游戏应用最多，达到 95
324 个，约占 17.26%；图书应用排在第二，总量为 60 604 个，约占 10.97%；娱乐应用排在第三，总
量为 56 998 个，约占 10.32%。2012 年 6 月，苹果公司在 WWDC 2012 上宣布了 iOS 6（其标志如图
1-5 所示），提供了超过 200 项新功能。
iOS 6 拥有许多非常优秀的应用和功能，比如说以全新角度呈
现的地图应用，可以通过语音来发送信息的 Siri 功能，带有 iCloud
超强分享功能的照片浏览应用，高效管理和使用各种票据、卡片的
Passbook，FaceTime 视频电话，全新的邮件功能和 Safari 网络浏
览器等。更多的应用程序、影音文件及书刊报纸可以通过 iOS 官方的

图 1-5

iOS 6 的标志

应用商店 iTunes Store、App Store 和 iBookstore 购买和下载安装。
通过 iCloud，你的预览历史记录会在你所有的设备上保持更新。因此，你可以在 iPhone 上开始购物，然
后在 iPad 上继续而不必退出使用中的应用。
iOS 的用户界面非常严谨，同时带有创新精神，如图 1-6 所示。在界面上，我们可以使用多点触控
直接操作。控制方法包括滑动、轻触开关及按键。与系统的交互包括各种手势，如滑动、轻按、挤压及旋
转。此外，通过其内置的加速器，可以在竖屏和横屏之间切换，这样的设计使 iOS 平台的移动设备更便于
使用。在屏幕下方，有一个主屏幕（Home）按键，屏幕底部则是苹果操作系统特有的 Dock 应用启动平台，
用户可以将经常使用的程序的图标在 Dock 上固定 4 个（iPad 上可增至 6 个）。屏幕上方是状态栏，能显
示时间、电池电量和信号强度等相关数据。其余的屏幕面积用于显示当前的应用程序。启动 iPhone 应用
程序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屏幕桌面上点击该程序的图标，退出程序则是按屏幕下方的 Home 键（在 iPad 上，
可使用五指捏合手势回到主屏幕）。当第三方软件收到了新的信息时，苹果的服务器将把这些通知推送至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上，不管它是否在运行中。在 iPhone 上，许多应用程序之间无法直接调
用对方的资源。然而，不同的应用程序仍能通过特定方式分享同一个信息。
iOS 是三大平台中拥有应用程序最丰富的移动平台，几乎每个分类中的应用都有数千款，而且每款应
用都很精美。这是因为苹果公司为第三方开发者提供了丰富的工具和 API，从而让他们设计的应用能充分
利用每部 iOS 设备蕴含的先进技术。所有 App 都集中在一处，只要使用你的 Apple ID，即可轻松访问、
搜索和购买这些应用，如图 1-7 所示。iCloud 可以存放照片、应用、电子邮件、通讯录、日历和文档等内容，

第 1 章 做好准备了吗——了解移动平台和移动应用

并以无线方式将它们推送到你所有的设备上。如果你用 iPad 拍摄照片或编辑日历事件，iCloud 能确保这
些内容也会出现在你的 Mac、iPhone 和 iPod touch 上而无须你进行任何操作。

状态栏

图 1-6
iOS 平台的用户界面特点，左图
为 iPhone 5，中图为 iPad 4，右
图为 iPad mini

Dock
主屏幕（Home）

图 1-7

在 iTunes Store 上购买并安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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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Android平台

Android 操作系统最初由 Andy Rubin 开发，当时只是针对手机而开发的，2005 年 8 月被 Google
收购并注资。2007 年 11 月，Google 与 84 家硬件制造商、软件开发商及电信营运商组建开发手机联盟，
并共同研发改良的 Android 系统。随后，Google 以 Apache 开源许可证的授权方式，发布了 Android
的源代码。2008 年 10 月，第一部 Android 智能手机发布。如今，Android 已经逐渐扩展到平板电脑及
其他领域上，如电视、数码相机和游戏机等。
Android 一 词 的 本 义 指“ 机 器 人 ”， 因 此 它 的 logo 是 一 个 全 身 绿 色 的 机 器 人。 此 外， 绿 色 也 是
Android 的标准色。Android 系统的标志如图 1-8 所示。
在竞争力上，Android 可以说是超乎想象。2010 年 10 月，谷歌宣布 Android 系统达到了第一个里程碑，
即在电子市场上获得官方数字认证的 Android 应用数量已经达到了 10 万个。2010 年 12 月，谷歌正式
发布了 Android 2.3 操作系统 Gingerbread（姜饼）。2011 年 1 月，谷歌称每日的 Android 设备新用户
数量达到了 30 万部，到 2011 年 7 月，这个数字增长到 55 万部，而 Android 系统设备的用户总数达到
了 1.35 亿，此时 Android 系统已经成为智能手机领域占有量最高的系统。2011 年 8 月 2 日，Android
手机已占据全球智能机市场 48% 的份额，并在亚太地区市场占据统治地位，终结了 Symbian（塞班）系
统的霸主地位，跃居全球第一。2011 年 9 月，Android 系统的应用数目已经达到了 48 万，而在智能
手机市场，Android 系统的占有率已经达到了 43%。继续排在移动操作系统首位。之后，谷歌发布了全
新的 Android 4.0 操作系统（如图 1-9 所示），这款系统被谷歌命名为 Ice Cream Sandwich（冰激凌
三明治）。

图 1-8 Android 系统的标志

图 1-9

安装在 Android 移动设备上的 Android 4.0 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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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普及性最广的移动平台，Android 系统的优势很多，具体如下所示。
•• 开放性。Android 开发平台允许任何移动终端厂商加入到 Android 联盟中来，而这个优越的开放
性可以使 Android 拥有更多的开发者。
•• 不受束缚。我们知道，在移动通信早期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欧美地区，手机应用往往受
到运营商制约，使用什么功能接入什么网络，几乎都受到运营商的控制。自从 2007 年 iPhone 上
市后，用户可以更加方便地连接网络，运营商的制约减少。随着 2G 至 3G 移动网络的逐步过渡
和提升，手机已经完全可以随意接入网络而不受运营商的约束。
•• 丰富的硬件设备。Android 平台拥有丰富的移动设备硬件产品，这一点还是与 Android 平台的开
放性相关。由于 Android 的开放性，众多厂商会推出造型规格丰富、功能特色各异的移动产品。
功能上的差异和特色，却不会影响到数据同步、软件兼容以及资料的转移。
•• 方便开发。Android 平台提供给第三方开发商一个十分宽泛、自由的环境，不会受到各种条条
框框的阻扰。可想而知，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下，将会诞生多少新颖别致的移动应用软件。当然，
Android 也有自己的官方应用发布平台“Google Play”（如图 1-10 所示）。

图 1-10

Android 平台官方应用商店“Google Play”里的 Android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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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Windows Phone平台

Windows Phone 是微软公司 2010 年发布的一款移动设备操作系统，它将微软旗下的 Xbox Live
游戏、Xbox Music 音乐与独特的视频体验整合至其中。2010 年 10 月 11 日，微软公司正式发布了智
能手机操作系统 Windows Phone，同时将谷歌的 Android 和苹果的 iOS 列为主要竞争对手。2011 年
6 月 21 日，微软正式发布最新的手机操作系统 Windows Phone 8，它采用和 Windows 8 相同的内核。
Windows Phone 8 平台的 logo 如图 1-11 所示。

图 1-11
Windows Phone 8
平台的 logo

相比 iOS 和 Android 两大平台，Windows Phone 的个性更加明显且独树一帜，出现了桌面定制、
图标拖曳、滑动控制等一系列前卫的操作体验。它的主屏幕通过可以反转的磁贴来显示新的电子邮件、短信、
未接来电、日历约会等，让人们对重要信息保持时刻更新。此外，它还包括一个增强的触摸屏界面，更方
便手指操作；以及一个最新版本的 IE Mobile 浏览器，凸显出微软在用户操作体验上所做出的努力。微软
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也表示：
“全新的 Windows 手机把网络、个人电脑和手机的优势集于一身，
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享受到想要的体验。”
Windows Phone 操作系统在 2010 年 2 月首次亮相，并正式向外界展示。2010 年 10 月，微软正
式发布 Windows Phone 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第一个版本 Windows Phone 7，简称 WP7，并于 2010
年年底发布了基于此平台的硬件设备。2011 年 9 月 27 日，微软发布了 Windows Phone 系统的重大更
新版本 Windows Phone 7.5，首度支持中文。2012 年 6 月 21 日，微软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发布会，正
式发布全新的操作系统 Windows Phone 8（简称 WP8）。Windows Phone 8 放弃 WinCE 内核，改用
与 Windows 8 相同的 NT 内核。此外，Windows Phone 8 系统也是第一个支持双核 CPU 的 WP 版本，
这宣布 Windows Phone 进入双核时代，同时宣告着 Windows Phone 7 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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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磁贴（如图 1-12 所示）是出现在 Windows Phone 系统的一个新概念，也就是界面上可以动
态反转的矩形图块，你可能会想起家里冰箱门上的那个磁性贴牌。在 Windows Phone 系统里面，你会
发现它们无处不在，而且在操作中也离不开这东西。Metro UI 是一种界面展示技术，和苹果的 iOS、谷
歌的 Android 界面最大的区别在于：后两种都是以应用为主要呈现对象，而 Metro 界面强调的是信息本身，
而不是冗余的界面元素。它的一大亮点是在每一个页面上会显示下一个界面的部分元素，这个功能巧妙地
提示用户“这儿有更多信息”，同时在视觉效果方面，这样的设计也有助于形成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该
界面概念首先被运用到 Windows Phone 系统中，如今同样被引入到 Windows 8 操作系统中。

图 1-12
Windows Phone 平 台 界
面上的动态磁贴和 Metro
界面

当然，移动设备的系统操作平台绝不仅仅这 3 种，我们熟知的还包括“黑莓”、“Palm”、“塞班”和
“Windows Mobile”等。但是在上述的三大平台面前，它们的市场占有率和设备的保有量相对较低，甚至
已经被淘汰出局，因此本书中我们就不再另行介绍。本书之后的内容，都是基于这三大平台的移动应用进
行分析的，这是本书的主线之一。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正题了。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针对这三大平台的应用进行用户体验设计。第一
步，我们必须清楚这项工作的基本流程和各个环节的目标及关系。

1.3

用户体验设计的基本流程

对于传统的设计师（包括用户界面设计师和交互设计师）来说，移动应用的用户体验设计是一个全新
的设计领域，你在其他形式的图形设计中积累的经验很难应用到移动设备界面上。也就是说，即使你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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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设计上拥有丰富的经验，对于移动应用的界面设计来说也只能算处于入门阶段。
现在，我们就通过移动应用用户体验设计的工作流程，了解一下这门学科所涉及的知识领域和经验要
求。这对移动应用设计的初学者也极有帮助，可以更加明确、系统地规划自己的知识体系，积累一定的经
验和素材。

1.3.1

创意和原型草图阶段

这部分工作主要是对设计进行前期铺垫，以及对应用的概念和功能进行规划和设想。

1. 市场调查
在开始设计之前，我们必须了解很多事情。首先要确定你的创意还没有人做过，如果你发现已经有类
似的应用（这当然很难免），那你需要比它做得更好，而且具有更多独特的优化设计。最好的调查方式是
到各大平台的移动商店上搜索已有的应用程序。iOS 应用一律在 iTunes Store 上搜索（如图 1-7 所示）；
Android 平台由于其开放性，造成了网络上出现各种五花八门的应用商店，我推荐大家还是在官方的
Google Play（如图 1-10 所示）里搜索，因为它的内容比较全面，分类也比较系统；Windows Phone
的应用可以在 Windows Phone 官网的 Apps+Games 里搜索（如图 1-13 所示）。

图 1-13

Windows Phone 官网的 Apps+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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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用的定位
我们还需要对自己的想法有个明确的定位，这对后续的设计工作很重要，它决定了整个应用的设计要
点。图 1-14 是 iOS 平台的《人机界面指南》中归纳的应用设计的定位方法，它把应用归结为 5 个设计
方向，距离图中坐标原点越远的应用，特点越明显，越能够与其他竞争者明显区分开来；而距离原点越近
的应用越兼顾其他性质和功能，比较实用和全面。

重要
（serious）

图 1-14
iOS 平台的《人机界面指南》中归
纳的应用设计的定位方法

实用
（utility）

工具
（tool）

娱乐
（entertainment）

有趣
（fun）

我们通常推荐大家在定位时尽量有所偏重，也就是距离中心坐标较远，这样的应用比较容易做出自己
的个性而吸引用户，具体的描述可以参看第 2 章的内容。

3. 用户分析
这里主要通过对应用的用户及用户群体的分析和了解来确定应用的核心功能。这一步对于整个应用的
用户体验设计来说是极端重要的。在应用设计的前期阶段，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对功能取舍的争论，团队里
的每一个成员都会提出各种功能需求设想，也很容易陷入到某一个具体功能中去。我们通常推荐大家借助
“头脑风暴”的方式来解决，具体可参看第 2 章和第 3 章的内容。

4. 绘制原型草图
并不是所有的问题考虑清楚后，我们就可以打开电脑进行图形界面设计甚至编码了。在进入具体设计
之前，需要先在纸上勾划出应用的原型草图，示例图如图 1-15 所示。目的是通过铅笔在纸上把应用的功
能点、操作流程、界面布局以及交互元素进行一次实际的演习。去除多余或不合理的因素，加强应用的核
心功能。

15

16

品味移动设计——iOS、Android、Windows Phone用户体验设计最佳实践

图 1-15

1.3.2

手绘原型草图

原型的中保真阶段

中保真原型就是在电脑上进行应用的图形界面设计，而不需要过多的细节修饰，只是把你纸面上的草
图数字化，以便于在电脑上不断改进和补充。

1. 选择布局和导航方式
在把应用设计从纸面上移动到电脑软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几个重要的环节进行细化，第一个就是
选择好界面的布局以及合理的导航方式，这直接影响到应用在使用和操作过程中页面跳转的清晰、流畅和
调理性。我们将在第 5 章里详细介绍三大平台处理相关问题的思路和规范。

2. 设置控件和界面元素
界面的布局得当后，就要对界面上的细节元素进行细致的设计、排版和调整了，这个过程对设计师的
图形把握能力和构图能力要求比较高，它可不是简单地把这些元素拼凑在界面上就完成了，而是要考虑很
多的相关问题。包括上一步的导航和布局在内，我们都要对应用的交互方式、人体工程学以及视觉的整体
协调感进行反复的调整。

3. 可用性测试
这是移动应用的用户体验设计中非常重要的步骤。将设计好的应用原型输入移动设备的相册里，或者
使用软件制作成可进行简单页面间跳转的动画。寻找一些团队以外的人员尝试着使用一下，观察他们的
使用情况并进行记录和分析。以此来测试应用布局、导航和控件位置的合理性和操作的体验感。示例图如
图 1-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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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1.3.3

应用的可用性测试

高保真原型及设计的完成阶段

虽然我们得到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设计结果，但是中保真原型依然是一个中间状态，它不美观、没个性，
无法吸引用户来尝试和使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创意和修饰。

1. 个性化设计
我相信这是大部分设计师最喜欢的步骤，我们在中保真原型的基础上对应用的界面进行色彩、图形细
节、字体和特效上的修饰和创意。发挥你天才般的想象力，充分展现应用的个性和魅力，使用户一打开应用，
就会爱不释手。在第 7 章里，我们会由浅入深地和大家一起探索应用界面个性化设计的思路和方法。

2. 图标设计
这是最后也是画龙点睛的环节，发挥你超长的造型能力和软件技巧，为你的应用设计一幅既迷人、又
有视觉冲击力的面孔。让它无论在移动桌面上还是在应用商店的货架上，都能够吸引用户的眼球。同时，
我们也不能忽视应用界面上工具栏图标的设计。

3. 交付开发人员
最后，我们把高保真的个性化设计结果细致地分类，保存成相应的图形或动画文件，连同完整的界面
设计效果图一起分别打包、保存好，做上清楚的标注，发送给开发人员。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还要与开
发人员进行沟通，还需要单独保存或分割某些图形。
以上就是移动应用用户体验设计的全部过程。在整个过程中，还有许多细节并没有阐述，比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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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和测试的过程。当然，在之后的章节中，我们将更加系统详尽地进行描述。同时，有些步骤并不是一
次完成的。在设计和实践的过程中，经常会把设计推翻或反复一个甚至几个步骤。而且对原型的可用性测试，
我们推荐大家在每个环节完成后都应该简单地进行一次，这样可以少走弯路。因此，以上这个流程只是作
为大家在设计过程的一个参考和依据。
同时，我们推荐大家在进行设计之前，无论针对的是哪个移动平台，都应该详细阅读相应平台的《人
机界面指南》，千万不要认为这只是给初学的菜鸟看的“使用说明书”，它对你设计的规范化和合理性都会
有极大的帮助。关于三大平台的《人机界面指南》，可以在它们的官网上找到中文版。

在之后的章节里，我们会按照上述流程的顺序，按部就班地对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逐一讲解
和论述。与此同时，我的朋友杨洋老师，一位了不起的画家，委托我设计一个“艺术品收藏”应用平台，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包括她在内的一些当代知名画家的作品，并能实时发布新作品。
我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并且很高兴可以以这个项目为线索，与大家共同分享整个设计过程。我们
以实例的方式实时呈现每一个步骤，让大家能够更直观地了解、体会用户体验设计的真实过程和具体
处理方法。

到这里，我们把移动应用用户体验设计的概念、移动应用的特点、三大移动平台以及相关的设计流程
向大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现在可以开始我们的设计了，你做好准备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