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什么是社交模式

在过去的 20 年中，我们目睹了互联网技术在全球的迅速传播。新的工
具和交互体验不断产生，帮助人们更便捷地浏览信息和与他人沟通，
并在数字领域里创造自己的空间。身为设计师和参与者，我们经历了
第一轮互联网浪潮的涨落（dotcom 的兴衰），体验了 Web 2.0 和社交
媒体的爆炸式增长，并见证了物联网时代（Internet of Things，IoT）
的到来。
通过网络进行联系的社交工具正改变着我们与他人和环境的互动方式。
我们相信这些工具可以通过设计并进行简化，帮助普通人拓展与他人
的社交体验。我们在发掘更好的人与人之间社交方式的同时，这些行
为的社交模式和承载这些模式的界面也在不断进化。
社交模式构成互动，而互动是社交体验的基石。社交模式是我们从数
百个有社交功能或以社交为焦点的网站和应用中总结的最佳实践与准
则。社交模式作为新兴的交互模式，已经成为用户与网络以及他人之
间交互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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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什么是社交用户体验模式

我对网络有个梦想……它有两部分。
第一，网络作为让人们合作的媒介变得更强大。
我总想象任何人都可以即时并直观地访问信息空间，
去创造信息，而不仅仅是浏览。另外，我梦想
无论群体大小，人与人之间的电子化交流
都可以像面对面一样简单。
——蒂姆·博纳斯 - 李，《编织万维网》（1999 年）

社交产品的一点渊源
社交产品最早始于 BBS，其中最有名的当属 1985 年的 The Well，《连
线》杂志将其评为 1997 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在线社区” 注 1，其
出现要比万维网和浏览器早好几年。

注 1：凯蒂·哈弗勒，1997 年。“The Epic Saga of The Well: The World ’ s
Most Influential Online Community (And It’s Not AOL) ”，《连线》杂
志，1997 年 5 月 5 日。http://www.wired.com/wired/ archive/5.05/ff_well_
p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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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ll
The Well 创立于 1985 年，最初是在 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公司的 VAX 系统和一系列调制解调器上运行的。它是由史都华·布
兰德（Steward Brand）和拉里·布里昂（Larry Brilliant）构思成型的，
布兰德的想法很简单：“让志趣相投的人们聚在一起，并为他们提
供工具，让他们可以持续沟通，或者只是静静地观察身边所发生的
一切。”他还有个想法：通过线下的、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来提高在
线社区（通过打字对话）的沟通效果，而且他非常成功地将线下和
线上这两种交流方式结合起来了。
《连线》杂志 1997 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但是，布兰德早期对
The Well 的构想中，最重要的也许是人们需要为他们自己的言论负
责。不应该有匿名帖存在；每个人的真实姓名都应该在系统中存在，
并与其登录链接。布兰德提出的‘你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这个理
念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激烈讨论。社区成员在每次登录时都会被
提示该条款。‘我平常做事时都会考虑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他回
忆道。‘人们可能会因为别人在 The Well 上的言论而指责我们，可
以让自己免责的唯一方式就是让每个用户权责自负。’”

互联网发展之初，我们就试图让人与人之间产生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交
互体验。就像 Clay Shirky 在 2004 年《沙龙》杂志的一篇文章里提到：
“在线社交网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40 年前的 Plato BBS ！”
在互联网早期，社交产品一般简单地称为“社区”，由消息面板、群组、
邮件列表和虚拟世界组成。作家和社区专家 Amy Jo Kim 将这些称之
为“地点为中心”的场所。社区功能让用户之间可以交流互动，其话
题一般围绕着共同兴趣，这也是吸引他们访问社区的最初原因。社区
基于兴趣形成，其中的关系随着时间而改变。使社区集结成为可能的
工具的构建与组成社区的群体本身基本没有差别。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形成于网络空间，但在现实生活中（线下）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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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O*
PLATO（Programmed Logic for Automated Teaching Operations，用
于自动教学操作的编程逻辑）于 20 世纪 60 年代产生于伊利诺大学
香槟分校。唐·比则（Don Bitzer）教授对利用计算机教学产生了兴趣，
他和同事们一起创建了计算机辅助教育研究室（CERL，Computerbased Education Research Laboratory）。
在线社区的意识在 1973 ～ 1997 年开始在 PLATO 系统中出现，例如
Notes、Talkomatic、term-talk 和 Personal Notes 的相继出现。人们
在 Talkomatic 上相遇、熟识，并通过 term-talk 和 Personal Notes 谈
恋爱。1976 年 Group Notes 的发布为社区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肥
沃土壤”，但那时的社区已经非常成熟了。通过多人游戏和其他在
线沟通方式，社区将自己的特性加入软件的架构。Pad 就是这样的
程序，它是一种人们可以在上面粘贴即兴涂鸦或者随笔沉思的在线
公告栏。Newsreport 也是这种类型的程序，它是由布鲁斯·帕列罗
（Bruce Parello）定期发布的、一种轻松的在线报纸。
*

摘自 David R. Woolley 1994 年的文章“PLATO: The Emergence of Online
Community”（http://thinkofit.com/plato/dwplato.htm#community），这
篇文章最早于 1994 年出现在《Matrix News》期刊上。

这 类 工 具 界 面 和 交 互 设 计 的 范 围 非 常 广 ——从 图 形 化 的 呈 现（ 例
如，eWorld，参见图 1-1）到看起来非常简陋的、只显示文本的早期
BBS，再到 AOL 聊天室的简单形态。

图 1-1：eWorld 非 常
图形化的界面，它是由
BBS 发 展 而 来 的， 是
AOL 的有力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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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介于社区和我们称为“社交网络”之间的例子是 1997 年亮相的
SixDegrees.com 网站（参见图 1-2）。SixDegrees 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允许用户创建并管理他们的个人资料，并根据人们的兴趣和其
他特征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

图 1-2：SixDegrees.
com 是最早将人们连接
在一起并为用户建立个
人资料的社交网络之一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在 2000 年第一个 .com 泡沫破碎之前，“社区”
变成了不讨喜的字眼——大概是因为社区的构建和维护需要耗费大量
的资源，而那时的人们不知道如何从这项工作中获利。
Web 2.0 的出现为网站及其应用的第二次浪潮，以及它们所提供的更
丰富的体验创造了条件。它还带来了移动设备的普及，让人们可以随
时连网，为人们提供了更成熟的技术和更快的网速。有了 Web 2.0 后，
社交网络已经成为一种筹码。每次体验都必须整合社交。实际上，移
动设备因此而蓬勃发展，现在企业都开始了解这些特性的价值。在这
个阶段，虽然社交为用户提供了更丰富的组件和选择，但这个术语一
般指的仍然是允许用户之间进行实时或者非实时互动交流的功能或者
网站。这些工具更加强劲、所占存储空间更大，而且在线参与的人也
越来越多。而在线人数的增长正是对这类新特性和网站进行排名的主
要推动力。现在的网民数量已经达到临界点。截止到 2014 年，87%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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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70% 的欧洲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超过 50% 的人口都是互联网
用户。
第一轮社交因素和现在的社交因素之间的另一个主要不同是社交网络
（我们了解并在乎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已经成为互动和功能的
特性关键。功能特性是基于两个人之间关系的亲疏程度设置的。很多
工具、应用程序和网站都提供了支持现有线下关系和行为的特性和功
能。这些站点期望每个用户都能将自己的线下人关系网带入在线体验
中。部落和好友的概念已经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并带动了很多产
品的发展。
在 1997 年无聊至极的东西现在反倒成了香饽饽——无论是从用户功能
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盈利机会的角度都是如此。此外，可以利用众人的
力量或者群体的智慧对内容的创造和自我调节过程施加一些控制。企
业开始意识到成功的社交体验不必（也不应该）被过多地干预。他们
还意识到可以让群体担负重任，这样做可以节约一些成本。用户产生
的内容已经帮助很多企业和参与的社区稳步运行下去。
让这类特性如此流行的另一个因素是新一代网民所具备的专业知识。
这些人从小就接触各种高科技，而且他们希望可以通过这些高科技的
东西与他们的朋友、同事、老师以及合作伙伴进行互动交流。他们可
以在电脑和移动设备或者手机之间自由地切换，他们想要随身携带这
些工具。他们在工作时离不开这些技术、娱乐时离不开这些技术，这
些技术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呼吸所需要的空气一样，无色无味而不可见。
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我们一直生活在社交网络中，因此我们一直都
能看到对于隐私的顾虑，以及对内容和数据永恒性和短暂性的关注。
一些人开始考虑如何为后代归档这些信息，而另一些人想要保证他们
分享的话、想法和经验存在的时间跟不上其传播速度。更深层的哲学、
逻辑和文化问题已经成为对话的一部分，而且世界各地的人们对这些
问题的不同态度极大地影响着这些工具和体验的发展和壮大。
“社交、社交媒体和社交网络”这些术语都是用于描述这类工具和体
验的。这些术语通常会互换使用，但它们反映的是同一现象的不同角
度和侧面。
2007 年，社交网站方面的知名研究员丹娜·博依得（Danah Boyd）和
尼可·B·艾莉森（Nicole B. Ellison）在《计算机调节沟通期刊》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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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
将社交网络定义为一种基于 Web 的服务，网民可以通过社交网络：
1) 在某个封闭系统中创建公开或者半公开的个人资料。
2) 建立与其他用户的好友关系列表。
3) 查看并编辑他们自己的关系列表和由系统中其他用户建立的关系
列表。这些关系的性质和具体命名在不同的网站可能会有所不同。
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社交媒体就是利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工具来
达到与他人共享、讨论信息和经验的目的”，它将社交网络定义为“在
有着共同兴趣、活动、背景或者真实关系的人们之间构建社交网络或
者社交关系的一种平台。大多数社交网络服务都是通过互联网实现的，
它们为用户提供了通过互联网进行互动交流的手段，例如电子邮件和
即时通信服务。”社区被定义为利用这些环境和工具的一群人。

能详细介绍一下什么是社交媒体吗
“社交媒体”这个术语大约是在 2002 年随着博客的诞生而进入人们
视野的。博客与 RSS（newsfeeds、feedreaders）的结合（有时是在同
一个应用中，例如 Dave Winder 的 Radio Userland 软件中）产生了一
个可以相互应答的、多对多的对话系统，它不断壮大，然后又分解成
很多更小的、相互重叠而又不同的子社区。
在这种情况下，博文就是媒体，但至此之后（就像现在）很多博客都
包含链接到可能来自传统主流媒体（或者 MSM，因为一些政治博主比
较喜欢引用它）或者其他独立声音的信息源。很多网民意识到他们正
在通过社交中介消费媒体内容（例如，新闻、八卦、视频片段、信息）：
当有知名的博客链向这些文章时，人们就会阅读它们。人们通过关注
BoingBoing 或者其他类似的趋势跟踪网站来发现媒体潮流和资讯。他
们会访问有类似想法的那些人的博客和文章，并通过这种方式从海量
的相关信息流中筛选出有价值的相关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社交媒体”开始成为“Web 2.0”“社交网络”“社
交网站”，或者 “（当下）以 Facebook 和 Twitter 为代表的体验”
的 代 名 词。 克 里 斯 蒂 安（Christian） 在 他 的 上 一 本 书《The Power
of Many: How the Living Web Is Transforming Politics, Business, and
Everyday Life》（由 Wiley 出版）中将其称为“生活网”。著名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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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搜索引擎 Technorati 尝试将其称为“全球生活网”。这个想法产生
的原因是互联网已经变得越来越社交化（我们已经聚拢在一起）和社
交的无处不在，其要素之一就是“可读可写”，人们可以以多对多（而
不是一对多或者一对多）的方式在网上撰写、修改文字，并回复其他
人发布的内容。用“社交媒体”这个统称来指代整个“网络社交环境”
是有问题的，因为“媒体”已经不再可靠（它指的是创新性工作还是
找到相关的新闻 / 媒体项目？或者是发布评论，还是所有的这些它都
可以搞定？），它并没有为此添加太多意义，也没有真正包含关于社
交图谱的讨论。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网上涌现出大量的社交媒体营销专家和牛人。他们
的言论有的非常卓越（这种营销能够通过客户的“线车”参与注 2 真正
地转化为某种形式的客户服务，即通过平实的对话和公众化反馈很人
性化地对待客户），有的非常俗套（例如在早期的互联网上，每个销
售地区都有它的“村级”发言人），还有的则非常荒谬（它们是垃圾
邮件的美化版）。
构成本书的模式集，曾以马特·李科克（Matt Leacock）在雅虎所建
的社交媒体工具集为基础，被称为“社交媒体模式”，但随着它的不
断演化，人们渐渐明白：我们所说的“社交媒体”其实是指“社交网络”
或“参与式社交图谱（social graph）”或者仅仅是指“社交”，为了
表达清晰，我们使用“社交媒体”来指代“通过社交化方式创建、筛选、
参与并合成的媒体”。
哈吉特·古拉提（Harjeet Gulati）对“社交媒体”的定义也大同小异，
但他的定义更面向社区：
社交媒体通常是指由社区内的用户所贡献的内容（即文本形式，
如： 博 客、 论 坛、 维 基）、 语 音（ 如： 播 客） 或 视 频（ 如：
YouTube），这些用户同时也是这些媒体的消费者。在这种模式
下，信息发布者和消费者的角色从广义上讲都被委托给社区。渠
道（channel）这个角色在这种模式下变得非常关键，甚至当社区
活动随着特定系统范围内所显示内容的变化而变化时，渠道会决
定对社区活动的控制程度。虽然“媒体”这个词表示报纸、广播
和电视等传统渠道，但 90 年代初 Web 的出现加快了 Web 作为与

注 2：线车宣言（http://www.cluetra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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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交流的“媒介”的速度。在传统媒体中，内容的版权仍然归
内容的“发布者”（出版社、报社、电视频道和广播台）所有。
内容的所有者 / 发布者、渠道（channel）和消费者之间有着明显
的界限。随着 Web 的不断发展，“社交媒体”成了讨论的主流。
社交媒体鼓励内容创作、发布和使用之间的相互参与和协助，这
样能极大程度地体现出“社民”们的品位和喜好。
我们发现，聚焦于社交对象（可能是媒体对象，但也可能是像日程表
中的事件这样的东西）、与社交对象交互的活跃用户和通过我们的社
交界面彼此互动的用户是最有用的。
要 想 了 解 这 个 术 语 的 更 多 内 容， 请 参 见 Common Craft 的“Social
Media in Plain English”（http://bit.ly/1SNdOqf）。

所谓的原则、最佳实践和模式是什么
随着人们对无缝式体验的期待越来越强烈，对设计师来说重要的是关
注新出现的标准并理解某个产品的体验及其交互如何影响用户对下一
个产品的期望。通过使用标准的、新出现的最佳实践、原则和交互模式，
设计师就可以减少用户在理解该应用如何运行方面所需精力。然后，
用户就可以关注正在构建的社交体验的独特性能。
为了顺利开展工作，我们定义了如下三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是连续的
统一体，从规定（你应该遵守的规则）到假设（默认为正确的一种基
本状态）再到处理方式（思考对待这些概念的方式）。

原则：最基本的事实、规律或假设
“原则”是某种被公认为正确的基本假设。在交互设计中，它们可以
为如何处理某个设计问题提供指导，对于某个已知的用户体验问题或
某种特定的情况来说“原则”都是成立的。
例如：可学性——创建容易使用的系统，并为用户提供线索来预测这
些系统在不同领域如何运行。
原则不会像交互模式那样给出解决方案和思路，而是交互设计模式或
最佳实践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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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或最佳实践）: 做事的习惯性行为或方式
最佳实践很有意思，常常与原则或交互模式相混淆。它们是连续的统
一体，并且比交互模式方案的规定更少——至少在我们的定义中是这
样的。我们常常会在交互模式中提供最佳实践。
例如：在移动背景中，为触摸进行设计。确保按钮、表单和其他元素
足够大，让用户可以与它们交互，并且可以容纳人的手指，以免不小
心触发相邻的元素。
最佳实践有助于澄清如何应用一个具体设计方案，而且它通常也是最
有效、高效地解决问题的方式，虽然它并不一定是唯一的处理方式。

模式：用作原型的模型或者原型
刚开始使用交互设计模式时，我们是这么定义模式的：
在特定环境下，某个已知问题通用的且成功的交互设计组件和设
计方案。
模式就像建筑中的砖块，是用户体验和描述交互过程最基本的组成部
分。我们可以将它们与其他模式或其他界面组件和内容结合起来，共
同创建一个交互式用户体验。它们在技术和视觉上并不固定，也就是
说，我们不能规定某一模式的具体技术方案和视觉设计效果。用户体
验设计模式为设计师如何解决某一特定情况下的具体问题提供了指南，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处理方式经实践多次证明是可行的。
在用户体验设计过程中采用交互设计模式的这一想法效仿的是计算机
软件编程所使用的模式，其概念和理念都是由克里斯多佛·亚历山大
（Christopher Alexander）提出的。亚历山大是一名建筑师，也是《模
式语言》（A Pattern Language）一书的作者。他在书中描述了一种如
何设计构建城市、建筑物以及其他人类空间的语言（一套设计的规则
或模式）。该方法在不同范围和不同层次上都是可重现且有效的。
亚历山大说 ：“每个模式都描述了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多次出现的问
题，然后描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要点，这样你就可以重复使用这
些方案，而不需要做‘重新发明轮子’的工作了。”
除了开发这种可复用的基本模式语言外，他还非常注重建筑物在人性
化方面的考虑。在 2008 年的一次访谈中，亚历山大表达了他自己的想
法：“让［家］真正运作起来，这样人们才能体会到它的好处。”这
第1章 什么是社交用户体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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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性化的方法和对人（如用户）的关爱对软件开发人员和用户体验
设计人员都很有启发。
采用模式语言来创建产品的理念在 1987 年被计算机软件行业所采用，
这一年，沃德·康宁翰（Ward Cunningham）和肯特·贝克（Kent
Beck）开始尝试用模式来编程。正如沃德所说，“他们正在寻找一种
可以赢得用户的代码编写方式，这样，用户就能体会到计算机程序对
他们的支持，而不是受计算机程序的审问和质询。”
最终，该方法成形了。1995 年，由 Erich Gamma、 Richard Helm、
Ralph Johnson 和 John Vlissides 撰写的《设计模式：可复用面向对象
软件的基础》（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出版了。
1997 年，詹尼佛·提德威（Jenifer Tidwell）出版了人机交互（HCI）
方面的用户界面模式集，其初衷是：资深设计师的经验汇总有助于新
手设计师的成长，并且可以为同行之间讨论问题提供一套通用的词汇。
她曾专门提到，她想为界面设计师和 HCI 业内创建一套亚历山大那样
的语言。随着其网站的不断发展，她的著作《设计界面》（Designing
Interfaces）于 2005 年由 O’Reilly 出版。
有些同行在网上发表了其他模式集，包括交互设计领域模式的忠实拥
护者马丁·凡·威力（Martijn van Welie）在内，他激发了我（Erin）
的团队于 2006 年发布了我们雅虎内部的部分交互模式库。
2004 年，我加入了雅虎，开始为日益壮大的用户体验设计团队构建模
式库，并为雅虎面向全球众多网民的各地站点创建了一套通用的词汇。
我们通过协作的方式来构建模式库，我们将最成功、研究最充分的设
计方案作为每个模式的模型。公司内各个部门的设计师都会贡献模型，
讨论并评论它们的优点，当技术和用户改变时为模式添加新信息，并
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不断地维护每个模式。2006 年，在比尔·斯科特（Bill
Scott）的带动下，我们公布了内部模式库的部分内容。
这一工作得到了交互设计和信息架构业界的极大肯定，并且启发了
从业者自己的设计工作。2007 年至 2010 年，克里斯蒂安开始了更深
入地推广模式库，来消除设计、开发和开源领域之间的差距。从我
们的第一版开始，已经加入了几种其他模式库，包括支持响应代码
库的手机模式集（尤其是面向安卓），很多其他公司公布了自己的库
（MailChimp、BBC、Intuit Small Business’s Harmony 生态系统、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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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和其材料设计模式）来分享它们的知识、告知第三方开发者、启发
设计界。
“有一套可复用的构建单元块来帮助设计师开发他们自己的网站和应
用”，这一想法在交互设计界引起了轰动，因为网站界面和移动界面
都变得越来越复杂。当网页都是以文字为主时，用户如何与网站交互
没有太多的变数，用到的工具也非常有限。客户端应用非常复杂，很
难完全复制到互联网上。即使完全复制到了互联网上，又能怎样呢？
而现在，整个商业和行业都依赖易用的、基于 Web 的软件（软件即服务，
SaaS）和移动应用程序来处理它们的业务。这时，对设计师和开发人
员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套通用的语言。并且，随着社会
化不断地渗透到交互体验的方方面面，确定什么是应该具备的，以及
它们该如何和不能如何操作就显得非常重要。

反模式的重要性
“反模式”这一说法是由安德鲁·科宁（Andrew Koenig）在 1995 年
的《C++ 报告》中提出来的，并且《设计模式》一书将其发扬光大了。
科宁为“反模式”定义了两种变体：
•

反模式描述的是导致不好结果的糟糕解决方案。

•

反模式描述的是如何摆脱最差情形以及如何由最差情形得到最佳
解决方案。

由于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等人出版了《反模式：重新解构
危机之中的软件、构架和项目》（Anti-Patterns: Refactoring Software,
Architectures, and Projects in Crisis）一书，反模式成为理解编程中糟
糕设计方案的流行方法。
对我们来说，反模式就是对常见问题的常见错误或者糟糕的解决方案。
有时，通过对反面案例的剖析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如何设计才能成
功。在社交体验的世界里，反模式常常会有某种不和谐或者负面效果，
例如社会群体的失态，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出现身份盗窃事件。
第 2 章和第 3 章所讲的反模式将会指出为什么这些解决方案乍一看很
好，但为什么会是下下策，然后，我们会讨论如何对其进行重构才能
更成功并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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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式机、手机、企业或设备
这里收集的模式是为了要被纳入考虑、被混合在一起，并且被应用到
交付的各个方面——不管是在手机、浏览器、手表还是电冰箱中，也
不管是为消费者还是在企业中。
对于每种模式而言应该被考虑的环境都略有不同，但最终的目标应该
是创造机会来使人们以及他们的内容彼此相连。

为设备之间的空间进行设计
移动设备带来机遇，也带来危机，迫使设计师找到新的方式在一个
很有挑战的屏幕大小范围内呈现信息。通过响应式网页设计和应用
程序开发，我们为每种设备都做了很多设计工作。然而，对于我们
在技术方面的进步来说，一种新的设计危机已经形成。这个危机更
多是围绕着我们所使用设备的数量，而不是种类。
随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设备的增加，我们常常会被困在这些
设备中。随着设备的增加，新的机会不再是关于设计每个屏幕，而
是关于设计这些设备之间的交互——通常根本不会使用屏幕。这些
设备的间隙中存在一些尚未被开发的魔法。

一个任务，多个设备
我们总是在设备间不停切换，从手机到笔记本，再到台式机和平板
电脑。2014 年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平日晚上，每个英国科技用
户平均每小时在设备之间切换 21 次——而且 95% 的时间都同时开着
电视。很多时候，这种切换发生在我们完成一个任务的过程中。谷
歌 2012 年 8 月的一项研究发现，拥有多个设备的用户中，90% 都会
用多个设备完成任务。例如，有 2/3 的人会通过多个设备购物：我
们在一个设备上（通常是手机）购物，并在笔记本电脑或者平板电
脑上完成交易。
我们在多个设备间切换任务的方式并不高明。我们会将我们的数据
从一个设备传送到另一个设备，但通常都是通过笨拙的方式。你知
道的：我们不断通过电子邮件将 URL 发送给自己，只是为了将一个
活动从手机转移到笔记本电脑上，反之亦然。我们将电话号码或者
照片发给坐在我们旁边的那个人。或者最常见的情况是，我们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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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设备上从头开始，重新进行一次搜索来找到我们的位置并从
头再来。
顾客要求在设备之间切换任务的需求非常明显，但设计方案尚未到位。
作为顾客的我们已经提出了前文所述的简单方式，但作为设计师，我
们只是选择忽视这个问题。

交互看起来应该是怎样的
操作系统刚刚开始处理设备之间的这些转换。苹果 2014 年的操作系
统更新 Yosemite，通过 Continuity 和 Handoff 实现了这一点。有了
Handoff，如果在手机上写那封邮件花了我很长时间，我就可以直接
打开笔记本电脑，那里已经有一个小图标等着我了。当我点击这个
小图标时，手机上的那封邮件就会出现在我的电脑上，我只要从我
离开的地方继续编辑即可。同样，如果我正在电脑上查看地图，我
可以点击手机上的一个图标，然后我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这个地图
了。有传言说安卓正在开发类似的服务 Copresence，而三星宣布其
版本称为 Flow。
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些改变，但现在这些努力都只是“管道”——连接
设备的基础设施。虽然确实是非常需要的，但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对设计师来说，有趣的挑战是创建轻松自如的交互来改善这些服务。
目前，Handoff 这类功能是完全基于屏幕的，是一种忽略了它们正
在缩小物理差距这个事实的虚拟交互——电话、平板电脑、台式机、
笔记本或者电视之间的空间。
近年来数字体验已经变成是物理体验，因为我们已经将我们的界面
刻在了我们随身携带的玻璃板上。当我们不再把这些东西看成屏幕，
而是将它们视为可以交互的物理对象时，这种可能性就变得更简单，
更有趣、更人性化。

传感器在交互中的作用
手机、平板电脑和电脑都装有很多传感器。有了基于传感器的交互，
现在我们可以将交互移到屏幕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 DrumPants，
它是一种可以被装进裤子口袋并能变成乐器的传感器套件。在你的
膝盖上敲击一种节奏、拍打大腿并用脚打拍子即可成为 21 世纪的单
人乐队。这要比使用一种新开发的触摸屏音乐应用程序更直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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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更熟悉。它将技术绑定到我们自然而然的行为中，而不是将
我们的行为绑定到技术中。
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要比提供给这个世界 DrumPants 重要得多，
虽然这样的玩具也非常重要。这是一种新颖有趣的想法，可以帮助
我们开始想象和开发屏幕外的交互。开始将我们的设备看成是真实
存在的物理对象，而不是在网络中无形的屏幕意味着什么？
我与工作室的伙伴拉里·莱竟德（Larry Legend）一起制作了关于其
运行原理示例的原型。他在工作室听音乐，而且他会把耳机插到手
机里。他想在电脑旁听音乐。因此，他会在电脑上敲击两次手机，
就好像他要把音乐从手机摇动到台式机上。之后音乐会同时在他的
电脑上播放。
现在你可以通过点击屏幕上的按钮做到这一点，但可以（而且应该）
做得更好。这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自然物理的交互。我们也可以这
样处理地图、URL、文本和照片——只要将这些内容从手机摇晃到电
脑中即可。它能让你更开心地使用这些小工具。

设计明显的交互
我们开始查看其他能识别设备之间物理关系的早期实验。例如，通
过将 Misfit Shine 健身追踪器放在触摸屏上，你就可以将其与手机同
步。电波开始慢慢地从 Shine 中辐射出，你可以看到数据通过屏幕
渗入，就像是魔术一样。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和所有魔术一样，
这其实是声东击西。它与屏幕无关——它其实是通过蓝牙进行无线同
步。
这种迷人的交互是一个设计缺陷的结果。Shine 可爱的金属壳干扰了
无线信号，设计师发现只有将 Shine 拿到手机旁边才可以同步。作
为一种无线同步，它就好像是没有完成的雕像。你如何才能让人们
将它们放得足够近？然后他们想：“也许我们可以让他们将其放在
屏幕上。”结果就是这种直接的物理链接的错觉。只要将它们放在
一起，它们就可以互相交谈，以一种友爱的、社交的物理交互来交
换它们的数据。有时，遇到路障反而会成为你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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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你想象中简单得多
事实是：这种魔法不需要新科学或者新技术。有很多技术和代码等
待我们使用——通常是在我们的口袋、手提包和客厅里。
例如，阿拉尔·巴尔干（Aral Balkan）创建了 Grab Magic，它是一
种让你在一夜间就可以变成魔术师的交互。你在投影仪上播放视频，
从视频中抓取一个图像并将这张图片扔到手机上。使用它时你会很
吃惊，它的新奇会让你惊叹不已。
但是，它使用的底层技术非常简单。为了实现这个特效，巴尔干
让 Xbox Kinect 在看到他的“抓取”动作时截图，并将这个截图发
送到他的手机上。然后，他通过触摸屏幕来让手机显示图像。这对
Kinect 和智能手机来说都是简单、基本的交互，你单独看它们根本
不会有任何想法，但将它们组合起来却非常让人兴奋，这就是这个
魔法所依赖的。
我们总是以孤立的方式看待我们的接口：
“这是一个鼠标和键盘接口；
这是触摸屏接口；这个是声音接口；这是 Kinect 空中手势接口；这
个是相机视野接口。”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电脑都装有所有这些
功能。它们可以，而且应该结合起来做这些事情——既方便又神奇。

让交互更有人情味
为这些新物理接口创建自然的交互可以降低屏幕的重要性。随着物
联网逐渐扩展到生活的空间、物体，甚至是周围的人，我们应该将
交互移出屏幕并移动到我们周围的环境中。
屏幕将人们彼此分隔。我们越是连通，我们与周围的人和场所越是
分隔。在餐桌、床、办公室和街上，我们都是低头看着我们的设备，
而不是抬头看着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通过包含（结合）传感器，现在我们拥有了一个创造交互的新机会，
它符合我们与世界交互的方式。
——约什·克拉克（Josh Cl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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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做什么
本书接下来的方法与 Christopher Alexcmder 的方法非常相似，我们开
始会简要介绍一些基本惯例，这会为后继章节的各个交互细节提供有
力的支持（见图 1-3）。

图 1-3： 社 交 生 态 系
统包含了我们在本书
介 绍 的 所 有 模 式、 类
别、反模式和原则（在
http:// www.designing
socialinterfaces.com
可以找到这张海报的可
打印 PDF 文件）

在每一小节中，我们都会谈及某个模式的构成基础以及如何用这个模
式创建一个可靠而合理的体验过程。我们会交叉引用不同的模式，并
且会给出我们所见过成功应用该模式的各种实例。
社交模式为用户在网站或应用中可能会体验到的整个过程提供了支持，
从注册到积极参与再到积累人气，从与好友约会或合作到多人合作。
我们为社交应用设计构建了一套通用词汇和语言，所体现的也是与
Christopher Alexcmder 相同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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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都在努力提升模式语言在产生一致性方面的能力，这是
在创建模式语言的过程中反复使用的最重要的测试。这些模式语
言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我们正在探索模式语言在多大程度
上可以作为一个整体产生统一的实体。

模式还是套话
老生常谈的套话没有真正的价值。我们常常告诫自己要像躲避瘟神
一样避免老生常谈。
但是套话真的一无是处吗？如果在我们每次想说点什么的时候，都
得绞尽脑汁地从头想想如何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表达，这样就真的
好吗？
套话（即“cliché”，又译作“铅版”）这一说法来自于活字印刷：
排版工人将常用表达做成一个字块，该字块就被称作“cliché”
（铅版），
而不是每次都手工设置整个词。时间一长，该说法就慢慢被用来描
述单词或短语本身了。对于想使用套话的作者来说，它确实有问题：
•

对于草率使用套话的作者来说，可能无法表达他真正的意图。

•

如果作者选择套话而不是匠心独具的词，他就会失去通过更优雅
或者发人深省的词而让读者赞服的机会。

•

太过明显的套话会显得迂腐：读者听到的是套话，而不是作者想
要传达的信息，会非常失望。

但在日常生活中，套话不仅仅是允许的，而且实际上套话在我们日
常的沟通交流中非常关键。套话让我们要传达的信息更加有效并且
更易理解。
那么，设计模式和套话一样吗？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样的。它们是解决创造性问题的经过验证的、
现成的且常见的方式。与套话一样，人们需要辨别它什么时候是有
用且相关的，什么时候是被错用或让人迷惑的。
在 Unbeige blog 的一次采访中，身为设计师和作家的史蒂芬·赫勒
（Steven Heller）被问到了他自己的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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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beige：当你开始设计、面对空白的页面 / 电脑屏幕时，你要做
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Steven Heller：祈祷。然后翻翻我之前的老套路，并不断地修改。

他提到的实际上就是：设计模式或者说套路，通常只是设计的起点。
这往往是在你勾勒一个设计方案的轮廓时，在设计工具的空白页面
最先接触到的。作家在写一篇文章或故事的初稿时就可能采用一些
俗套的桥段，最后她才会对其润色，有的时候是在编辑的帮助下完
成的。模式也有着类似的作用：你所做的用户体验设计初稿可能会
包括一些模式，它可能会包括一些明显的套路。但是，当你从更宏
观的视角来审视它时，就会发现这些套路并不奏效，你需要对其做
些调整和优化—— 需要稍微修改一下。
有时，一个基本的设计模式正好合适，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修改。
但一般情况下需要对模式做些修改。你应该仔细想想如何修改模式
本身才能适应你产品的特殊要求。那么，开始 “重新发明轮子”吧！
克里斯·法黑（Christopher Fahey）Spring 产品设计部的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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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社交的核心

与其说网络是一种技术创新，不如说它是一种社交创新。我设计的是
一种社会效应（帮助人们一起工作）而不是一种高科技玩具。
——蒂姆·博纳斯 - 李 ，《编织万维网》（1999 年）
在《建筑的永恒之道》一书中，克里斯多佛·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模式语言的目的，他说他们所宣扬的
就是要用“无名特质”来构建物理空间。有些东西（往往是些不可名
状的）会让建筑空间变得非常吸引人、温暖、人性化、舒适、健康、
有活力。通过对这些空间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座席区的范围设置得
恰到好处，或者灯光有助于营造一种小组对话的气氛，但在这些琐碎
的设计决策背后有很多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高阶指导原则。
网络社交空间也很类似。一个精心设计的注册过程，会直接影响人们
是否感受到网站对他们的欢迎、是否期待他们的加入并且是否很容易
让他们上手。这可能需要你为网站专门定制界面。但当你涉及这些细
节时，内在的一些更高级的原则可以帮助你做出更好的设计决策。
这同样适用于你想要在现有的网站引入社交特性，或者对已经创建并
发布的网站进行修改或扩展。
因此，在深入一个新网站或应用的细节设计前，可以退一步想想哪些
基本原则能保证项目的成功。请看图 2-1 中的例子。如何才能创建出
可以引导用户进行健康参与且有机增长的空间，并且创造出大于其各
部分之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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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在我使用了一段时间（并且注册了一个账号）后，YouTube 自动为
我创建的主页使用不同的策略来吸引我的注意力、引导我参与，并鼓励我
试用网站上其他的社交功能。你在这里能发现哪些社交设计原则
我们已经确定一些尽可能通用的原则。大部分成功的社交网站和应用
都会体现出这些原则。它们还有助于你决定如何以及何时使用本书后
续章节提到的更多战略设计模式。在一头扎入设计模式的细节前，请
先花几分钟时间认真考虑这些原则并将它们牢记于心。你会发现设计
模式不仅能让你清楚使用它们的场景及其搭配方式，同时也有助于你
做出超越原有经验的设计决策。
社交网站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必须照顾到每个用户（也就是说，
要照顾到每一个目标用户）。它们不能局限于某一具体的狭窄领域。
但你要如何应对各用户群之间的差异呢？你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
事实上，用户体验设计本质上就是要在众多因素中做出权衡。那么你
如何才能做到让网站涉及的范围尽量广、包纳的用户尽量多呢？

社交，但不仅仅是社交
本书所介绍的模式和原则有时不仅限于社交应用领域。这并没什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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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互联网一直暗含社交的潜流，实际上，它一直在为人们提供相互
的联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我们可以联网以前，我们的电脑更像
一个档案柜，而不是电话。它们不是通信设备，至少不能直接当作通
信设备（你可以用打字机写信，但无法用它将写的信递送给你的联
系人）。
当个人电脑实现联网并最终成为互联网的“云”时，坐在屏幕前敲击
键盘的体验（稍后可能会对着麦克风讲话并开启摄像头）就都成为社
交行为而不再是个人行为。
因此，本书中的很多模式和原则，例如本章提到的下一组模式，可能
被看成是对当下多数应用程序开发项目的有益建议，但它们尤其适用
于社交网站。（当然，这类网站的比重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
来越大。）

社交网站要有意设计得不够完善
设计网络社交环境和设计传统媒体、内容广播式网站的一个主要区别
是：在线社交社区不可能在事前就设计得非常完善。或者说，它不应
该提前设计完善。我们必须给社交应用程序的用户机会，让他们亲自“完
善”设计。
这一原则源自一些熟悉的概念：自定义、皮肤、用户自定义标签，以
及它们可能引发的新兴的分众分类（folksonomies）等。
你可以将该过程称为“元设计”。我们为用户提供的是“渔具”和教
他们如何钓鱼的指导，而不是“鱼”。我们设计的是系统规则，而不
是结果。有人将其称为衍生式设计，因为你设计的是由用户自己完成
整个环境的界面。
采用这种设计哲学，我们创建的是开放的空间，而不是迷宫。如果我
们成功地将用户带到我们的网站，并让他们参与到社区生活（会在后
面的章节讨论），他们就会在个人选择和与人协作方面有所取舍，这
些取舍将决定他们共有环境更详细的形态。
但很显然，应该有所限制。你必须找到基本环境（稳定、不变且可靠的）
和那些可扩展的环境之间的界线。网站类型决定这条界线存在于整体
架构的哪个部分。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给自己的个人资料页面换
肤。MySpace 允许用户有众多的设计组合，例如用户可以创建一种狂
第2章 社交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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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的气氛来让人想起往日 Web 中 Geocities 的家园。Facebook 为用户
提供了一系列配色方案，只要你喜欢高雅的蓝色格调（Facebook 的配
色局限于蓝色的不同色调——译者注）。无论设计决策本身是否正确，
它们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进而可能会奠定社交网站的基调。

沿着脚印铺路
我们从建筑学中学到的，并且早期一直被网络从业者所倡导的一个口
号是“沿着脚印铺路”，其根本含义是看看哪里有现成的做法，然后
将其标准化。比起创造某种无视历史、传统、人性、几何学、人体工
效学和常识的“理想化的路径结构”，这种做法要有效得多。这一原
则有时在校园内体现得比较明显：即使在草坪上竖起了“请勿踩踏”
的牌子，也无济于事（人们还是我行我素，习惯成自然）。
在设计社交界面时，该做法有两种应用。首先是简单地做人类学功课，
并研究一些你的潜在客户。他们如何做今天要做的事情？当然，最好
的是他们能做你希望他们做的事情，但这是否真的完全不同？当你给
用户的生活注入新的生机时，你是希望提供一种方式让他们继续舒适
地做原来的事情，还是坚持让他们改变现有的一切？
“沿着脚印铺路”的第二个应用会在网站生命周期的后期出现，也就
是当你有一定的用户群，并且开始有一些你永远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
生时。通常，其推动力就是为杜绝这些无赖行为，并严格落实规则（这
些规则只允许发生你事前计划好的行为）。只有当你想杜绝的行为是
真正有破坏性的，你这样做才有意义。有许多蓬勃发展的社交网站，
因为设立反对娱乐的规则而倒闭（因为用户干了网站“不提倡”的即
兴创作活动，他们不得不离开）。
更高明的做法是支持用户所从事的行为。让用户告诉你界面中的哪些
部分是最好和最常用的。不要自以为是地假设你知道你所构建的社交
环境需要如何演变。

谨防不明确的心智模型陷阱
关于计算机，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它总是能够创造奇迹。它们能将
人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现实。然而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他
们对计算机很有意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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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开车时，你可能不理解汽车引擎盖下碳氢化合物发生燃烧时的
一系列热力学扩散过程。也许你知道汽车能够开动，是因为气体在
发动机气缸内膨胀，导致活塞的时序运动而实现的。但即使你不理
解这些内在过程，你仍然可以理解油门和汽车前行之间有直接的关
系。当然，大多数界面都没有这么简单，即使是汽车上的界面。如
果汽车不能开动，你可以大概判断出它发生了什么问题。你看，你
忘了松手刹！这样处理错误后，你就可以继续自由地驾驶了。
显然，我不会让你为汽车建立用户界面模型。然而，有趣的是，虽
然汽车的内部构造及活动非常复杂（我们几乎都无法完全理解这种
复杂性），我们仍然可以很好地使用它，并在出现问题时及时修正。
这是因为让汽车运作的一系列事件已经在我们头脑中形成了心智模
型。只有在有燃料、发动机点火、你没有刹车并且踩下油门后汽车
才能启动。因为我们有了关于汽车如何启动的模型，所以当它表现
得和预期不相符时，我们就能排除故障。
对于我们所创建的模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它们是如何使用的。它
们与碳氢化合物的燃烧或横向扭力无关。虽然发动机有严重的故障
对于我来说仍然是个黑盒，但我知道我可以打电话给美国汽车协会
把我的车拖到修理厂。而这，亲爱的朋友们，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您需要设计让人们从错误中恢复的界面。你作为设计师所面临的问
题是用户没有像汽车心智模型那样强健的计算机心智模型。出现问
题时，你的用户一定会手足无措的。
那么，我们如何解决这个讨厌的问题呢？让我们从我们所知道的入
手。用户必须有一个计算机心智模型；否则他们根本无法使用它们。
然而，该心智模型的范围包括用户界面控件，也可能是标志性或者
是列表式导航。问题是（计算机与汽车的不同之处在于），与计算
机交互是受我们无法控制的使用环境和条件影响的。许多使用情形
可能不被用户所理解，或者可能从来没有向用户解释过。汽车工业
的历史很悠久，孩子们在学校就学习过它们。在我们第一次学习开
车时，我们就已经基本了解汽车是如何操作的了，虽然这一心智模
型有点泛泛。但对于计算机来说并不是这种情况。用户在学习使用
计算机的基本常识时会倍感受挫，并且常常都会被人嘱咐要记住界
面上的某一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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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用户的心智模型全线崩溃的例子就是使用网络。对于用户来说，
网络可能是计算机上最不友好的环境，但它却是最成功的计算平台。
使用网络时，用户可能会遇到很多情境错误，但大部分用户都没有
理解和恢复这些错误的心智模型。经我们分析，踩油门无法提速的
原因可能有 4 个，但网页加载失败的原因则可能多达十几个。由于
用户缺乏相应的心智模型，因此最好的应对措施是尝试自我诊断错
误并对用户进行培训。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非常重要。虽然告知用户
错误并告诉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已经足够了，但当用户再次遇到相
同的情况时还是会面临同样的困惑。相反，如果是 DNS（域名系统）
的问题，就如实告诉用户，并帮助他们了解什么是 DNS。也许你需
要使用电话簿来类比用户电脑拨号，或者你可能会以更直接的方式
传达信息。但不管你怎么做，都不要让你的用户屡屡失败、变得沮丧。
相反，应为他们建立了一个终生满意的客户心智模型。
优步（Uber）软件工程师汤姆·休斯 - 克劳切（Tom HughesCroucher）

严格 VS. 灵活的分类法
在社交网站中，人们倾向于给一些至少是部分定义的结构贡献内容。
当讨论分类法时，我们讨论的是用于从产品结构到导航、再到内容分
类的组织方案。
让设计是未完成的这个理念包括：决定哪些元素是确定的，哪些元素
是可以灵活变化的。Flickr 是将这两种设计方法（严格 VS. 灵活）应
用到不同情境中的先驱者。Flickr 界面上的某些元素是严格定义的，
包括对象模型、网站的主导航和预定义关系类型的短列表。
使用对象模型：人们可以进行收藏媒体对象，参加群组并提交媒体对
象等操作。主导航在网站的最顶端，包括：主页、您、管理与建立、
联系人、组群、发掘。默认关系类型的短列表允许用户将他人添加为
联系人（这种关系无须对方同意便可生效），还可进一步选择将其归
为朋友、家庭成员，或两者兼而有之（见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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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在 Flickr 中，联系人可以是朋友、家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仅此而已）
我不是说这些设计和信息架构是一成不变的。自发布以来，Flickr 增
加了第二个媒体类型（视频），并在不改变其基本理念的前提下重构
导航菜单。它还从允许用户定义附加关系的自由连接模式发展到现在
这样较狭隘的模式（因为真正使用这一功能的用户相对较少，所以它
为日常维护所提供的价值非常有限）。
最近，它又变回比较灵活的分类方法，这样可以让用户在适当情况下
不断发展，发明出一些概念、标签、分类、群组，这种方法既满足了
他们的需要，又不需要作为设计师的你去预设每个可以想到的、社交
应用可能促进和支持的场景。
除了这些“硬性”的分类元素外，Flickr 还为用户提供了无限的自由
和精心定义的轴线，让用户自己发明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这样的例
子有：Flickr 著名的自由标签功能，让用户可以标记他们自己的对象。
用户还可以选择是否允许其他用户为其添加标签（见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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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社交应用程序
的设计师无法预测用户
想要使用的所有标签

在 Flickr 的设计中另一种自由形式的分类元素是：用户可以用其所能
想到的任何名称或主题来创建群组。这个功能涉及我们即将讨论的很
多模式，包括群组的概念、极其简单的群组形式、讨论、参与、邀请，
以及将媒体对象添加到群组“池”的能力。
Flickr 的用户还发明了与群组相关联的奖励推荐机制概念。Flickr 会向
用户推荐与其评论相关的绚丽图片，并且通常都会附带一个加入相关
群组的邀请（或者至少可以让用户很自豪地展示该奖励，这对相关群
组来说也是一种广告）。许多人认为这些奖励俗气而牵强，但它们代
表了一种由用户发明且被 Flickr 用户界面允许（但不直接支持）的创新。
这样（不管有没有奖励），群组就可以作为用户浏览的“枢纽”，将
用户从好友的图片带到相关群组中，然后让用户浏览其他图片（见图
2-4 和图 2-5）。

图 2-4：达芬奇“维特鲁威人”风格的 Merlin Mann 讽刺漫画群组，发出的
邀请使得一批痴迷这种模仿和恶搞的人加入了这个群组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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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Vitruvian variations 群组展示了一系列相同主题的图片

重写本
2008 年在 Adaptive Path 公司 MX 周的一次演讲中，Matt“blackbeltjones”
Jones 在谈到 Dopplr（为经常光顾社交网络的人所创建的网站）时，
建议将重写本的隐喻 (http://bit.ly/1OhbUNY) 作为“社交工具的模型”：
我们的内容会变得更加简明，因为它聚集了我们对其的想法……
我认为，“重写本”是非常强大的社交工具。
当然，这些都是源自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媒体欠发达时代。但即使
将媒体看成一种丰富信息的方式，我仍然会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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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这么认为！
从字面上看，重写本是至少写过一次的手稿（一个古老的名词，可能
是纸莎草或羊皮纸），只是原有的文字有些被擦除了而显得模糊不清了。
因此，先前的内容仍然依稀可见或者被“压在”最新内容“之下”。“重
写本”这个词也常常用来比喻可以显示事物本身历史的任何东西。
肯尼斯·G·威尔森（Kenneth G. Wilson）在《哥伦比亚指南之标准美式
英语》（The Columbia Guide to Standard American English）中将它定义
为“一部已被擦除和改写了一次或多次的作品，因此它的层次会很深。
因此，它为解读或揭秘，或者只是简单地通过物质层看到事物的真相提
供了一种隐喻。该隐喻不是什么谜团或历史年轮，它只是有多层含义。”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为你的用户提供一种方式，让他
们可以在保留原有痕迹的基础上，添加新释义、添加元数据、重定格式、
重新创建并改变你已经为他们设计好的环境。
图 2-6 所示的 Flickr Commons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也是引自 Matt
的例子）。

图 2-6：Flickr 的“The
Commons”为社区成
员提供了一种注释（通
过添加标签或评论）来
自各种博物馆和图书馆
照片（从国会图书馆开
始）的方式。这样，通
过持续不断地为其逐层
添加新的释义，就能将
这些馆藏文物数字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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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数字重写本
重写本这种历史形式确实是强大的社交工具模型。
当然，它源自媒体匮乏的时代，即写作材料的短缺意味着不断重复
使用的时代。这是我们未曾经历过的。然而，通过尘封已久的媒体
视角看互联网，可以极大激发我的兴趣。这种做法为未来指明了方向：
我们网站的内容会变得越来越靠谱，因为它整合了众多人的智慧。
关于信息的信息（元数据）分层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该做法的
参与性却是前所未有的。
正 如 克 雷· 夏 奇（Clay Shirky） 和 大 卫· 维 因 博 格（David
Weinberger）在他们的新作中所指出的，每个人都在用其他事物注
释每一个事物。此外，移动和定位技术的发展表明我们周围的世界
正在重新回归重写本。
那么，我们可以从重写本这一历史重现的形式中借鉴点什么呢？
例如，看看位于英国格林威治区国家海事博物馆的馆藏地图（就在
我家附近），历届探险者在多年的探险中，在同一份文档中不断标
注新机会、理论和障碍物等。
由此我们可以类推，一个成功的数字重写本需要一个永久 URL，我
们不需要担心它在传播过程中会出现知识积累过程中断的情况。当
然，重写本不仅只有好的经验可借鉴（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大家
所添加的释义其质量参差不齐）。认为重写本上所添加的每一释义
都具有相同的价值有点牵强。
那些研究重写本历史版本的人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发现了一些有价
值的东西，每一新层的形成都经过几十或上百年的时间。很多最有
价值的信息很快就会被看得一文不值并被重写，最后丢失；直到现
代化的信息保存技术重新发现它们的价值。
数字重写本存在于任何形式的出版物中，存在于过滤后的世界，这
与互联网之父 John Postel 的言论是一致的：你出版作品的时候要保
守谨慎；对你见到的东西要宽容。理解和筛选是阅读重写本的关键
技能，这对古老的实体重写本和现代的数字重写本来说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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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瓦登伯格（Martin Wattenberg）和费南德·维也加斯（Fernanda
Viegas）的著作中体现出了优美而实用的历史变迁（http://www.
research.ibm.com/bisual/project/historyflow/），它记录了维基百科
的整个变迁过程，并指出信息可视化将在未来解码重写本的过程中
扮演重要角色。
最近，谷歌在其“Wave”技术上发布公告称互联网已经成为创建内
容的一种在线实时协作方式。这是由信息和媒体内容的不断添加实
现的，而不是通过发布页面实现的。这也说明，Google Wave 可能
是第一个完全实时的数字重写本实例。
在未来不仅会由众人为每件事添加释义，每个事物也会为彼此注释。
我们的环境、置身其中的各种实体对象和我们自己都将成为我们参
与创建的重写本。
——马特·琼斯（Matt Jones），谷歌创意实验室交互设计总监

像人一样会话
（这一小节原本取名为“用人类的声音说话”，但后来我又根据自己
的想法做了修改。我在想，实际上，是谁在说话呢？ 我认为“像人一
样说话！”更贴切。）
当我们开始把个人网站、艺术项目和其他创意或 20 世纪 90 年代的非
正式对象放在一起时，互联网的非正式氛围是显而易见了。但十几年后，
随着各种商业活动在网上的开展，很多面向商业的网站重新开创了一
套遥远、单调、近乎机械化的商务套话——可以在企业年度报告和目
录文案中找到。
即使这样，明智的企业家们更看重以平易近人的语言和他们的潜在客
户交流。企业总是会以掩饰人性的面目示人，它会隐藏业务人员的实
际特性。从其他角度展露一些人性化的东西有很好的缓冲效果，而且
收效明显。
当然，有时这种形式化和距离感还是有用的，在现在这样的时代下，
权威是由开言纳谏形成的，而不是从高层、远处以假装正经的官腔发
布报告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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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像人一样说话”说起来挺容易，但是该像哪类人那样说话呢？
你希望你网站的说话口气像什么类型的人呢？请为你想采用的那种语
气和个性建立模型。
这在社交网站环境中会显得更加真实。如果一个网站从开始就不与用
户好好沟通，用户怎么可能会觉得舒服呢？医院中弥漫的消毒水味道
和机动车辆管理局的官僚手续，根本不是让人们建立人际关系和合作
的环境。
要谨记，网站和应用程序上的文字是用户界面的关键部分。如果你乐
意的话，你也可以将其称作 UI 副本、术语和标签，但它与按钮、窗口、
滑块等控件一样，都是用户界面的一部分。
因此，与网站用户沟通时要使用人性化的口气。但是怎样才能做到呢？
如果你做错了，后果往往是令人毛骨悚然，且近乎恐怖的，就像是一
个油腔滑调的商人在你认为只是一个聚会的活动中推销他的产品或服
务。其底线是要真实可信。你真的会这么说？你敢放声朗读它吗？你
读出来的内容听上去像你所预想的那类人吗？
这些工作看起来像是模式方面的。

交谈
要想做到像人一样说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采用谈话的口吻，如图 2-7
所示。

图 2-7：要使用当下的流行语，而不使用像教科书、税务表格或路标那样的
措辞

是什么
人们在屏幕上阅读那些毫无情感的文字会无动于衷的。
第2章 社交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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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使用
为社交网站撰写文字内容时使用该模式，包括：操作指南、错误提示
和系统自己需要告诉读者、访客或会员的消息。

如何使用
杜绝使用学生腔或官腔。问问自己，这是不是你自己平时的说话方式。
放声朗读自己所撰写的文字内容，并剔除所有你感觉不自然的文字。
试着将文字内容读给别人听听，体会一下自己的“口感”，同时也看
看读出来后的文字内容听起来效果如何，并注意观察对方的反应。
不论语文老师当初是怎么教你的，但用缩略词、分离不定式，甚至用
连词作为句子的开头没有任何问题。只要让人觉得自然就好。

特例
要注意避免使用一些生涩难懂的俚语，除非你很确信你的用户乐意根
据上下文或文字的中心思想来揣摩其含义。
不要误把自己的小聪明当真实。

为何使用
谈话式口吻给网站的浏览者提供了真正做出回应（就像对另一个人做
出回应一样）的机会。这种广开言路的心态会让读者真正与网站进行
对话，并且更加确信网站是由人制作的，而不是由机器生成的。

实例
Flickr 的服务条款就是这种“大白话”风格的典范，尤其是“不要沦
落为那号人”这一条款（真绝！）。

自我反省式的出错信息
出错信息应始终把责任归咎于网站的创建人，而不应归咎于使用网站
的用户（见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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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是诚恳认错还是耍小聪明

是什么
消极或者中立口气的错误信息会让人觉得是在责备用户，好像在说，
是用户错读了网站说明，错填了表单，或者是在其他地方把事情搞砸了。
让计算机的错误信息数落一顿真让人不爽。

何时使用
当你在网站上撰写错误信息时应该使用该模式。你肯定撰写过这些错
误信息，对吧？你不会忘记错误信息（会有像“错误 41”这样的对话框），
对吗？你不应该指望工程师们撰写这些错误信息（像“错误 41：出现
了错误 41”这样的对话），是吧？

如何使用
以谈话式口吻撰写错误信息，解释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会出错以及
下一步该怎么做。一定要说明错误是由系统的失误所造成的。即使导
致错误的原因是用户没有遵守操作指南造成的，也要假定操作指南本
身不够明确，或者是没有为表单的填写提供充分的指导。
出错时不要责备用户。网站要接受用户的抱怨，并向用户表示歉意，
然后继续努力。

特例
“哎呀”这种方式既可以模仿人意识到犯错时的反应，同时也是认错
负责的一种表现。但你永远不希望听到飞行员、机修工或者外科医生
说“哎呀”。当网站涉及敏感的个人信息或背景（例如，医疗或金融背景）
时，使用较正式的语气可以避免产生轻率不靠谱的印象。即使在正式
或敏感的情况下，当问题发生时，避免谴责受害者同样重要。
第2章 社交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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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图 2-9 显示了当没有搜索到结果时，Snapchat（http://snapchat.com）
会承担责任（“我们找不到您要搜索的结果”）。

图 2-9：当搜索失败时，Snapchat 不会让用户觉得很糟糕

提问
人 们 对 话 或 者 交 谈 时 最 常 见 的 形 式 就 是 一 问 一 答（ 图 2-10 和 图
2-11）。最早的邮件列表、Usenet 和 Gopher，以及常见问题列表（FAQs）
都是通过收集大众的智慧或一些权威人士的答案来回答人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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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Tw i t t e r 会
通过向你提问来引
导 你 开 始 使 用 它，
现 在 是“W h a t ’ s
happening?”

图 2-11：Facebook 通
过 问 你“What’s on
your mind?”鼓励你开
始使用它

人们自然会有疑问，如果是他们自己寻找答案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默
不作声；如果他们意识到有机会提问的话，他们就会直接提问（在邀
请界面或者碰到有经验的社区成员表示欢迎的情况下）。
但是，该模式是指你如何用网站自己的口吻向用户提问。

是什么
在网上很容易碰到不知道该做什么，下一步如何操作，该说什么，输
入什么的情况。这种“一片空白”的空间是非常可怕的（你该看看我
下笔写本章前满头大汗的情景）。
空白或寂静的页面会让用户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如何才能继续操作
下去。

何时使用
当撰写解释性文案、帮助文本以及在用户界面上将来可能会有的功能
的说明标签时，该模式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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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
就是要问问题。以提问的形式提出建议。以好奇的方式撰写网站内容，
这样就会让用户觉得不得不回应网站的提问。

为何使用
有提问，就需要有解答来回应。并且，提问本身就是让用户参与其中
的一种方式。

实例
Twitter 问你：“你在忙啥？”有的人会犹豫是否要直接对它做出回应，
但重要的是 Twitter 提问了，它在推动用户与它交流。这样，对话就开
始了，它在邀请你对其做出回应。

不要到处开玩笑
人们常说，挖苦讽刺并不能在电子邮件（或其他 ASCII 之类的沟通方式）
中表达到位。因此，微笑和其他表情符号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全球现象。
通过使用这些表情符号就能缓和生硬的用语，或者提示读者你可能只
是爱开玩笑而不是要有意冒犯。
同样，在界面文字上讲笑话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认为的幽
默都不一样。某个人觉得有意思的东西，另一个人却会认为庸俗、不
恰当、无聊或乏味，如果网站面向的是全球用户，各地的文化差异只
会加剧潜在的问题。
不要对界面文字内容乱开玩笑。

是什么
人们能够理解幽默和调节尴尬气氛的俏皮话，但界面上不那么一本正
经的文字可能会让用户觉得你是在拿他们找乐子。

何时使用
当你想在界面搞笑时可使用该模式。

如何使用
不要纯粹为了开玩笑而开玩笑。这并不是说你不能机智或灵活地与别
人分享文化典故。但很少有人能把笑话讲好，尤其是你所面对的是无
法谋面的网站用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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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例
一些小网站，会用一些比较经典的俏皮话来迎合社区的喜好，这种情
况下，他们讲些笑话也不会让网站的用户感到陌生和困惑。

为何使用
因为同样的幽默对不同的人来说会有不同的效果，并且你也不可能知
道最终看到界面文字的人是谁，所以最好彻底剔除界面中的笑话，以
免冒犯用户或造成其他不必要的摩擦。
让用户互相讲些他们自己的笑话吧。

不要中断电子邮件
如果你将电子邮件作为广播媒介（例如，发送提醒或通知）却不让用
户回复他们收到的消息，就比较差劲了。你也没理由不处理这些回复，
你可以把这些回复当作通知转发给正确的收件人。这需要你在方便沟
通（用户之间以及你提供的服务和客户之间）和维持用户原有的习惯（可
以按他们已有的习惯回邮件）之间做出权衡。
例如，37 Signals 的 Basecamp 产品以前发的邮件都是单向的，都附有
警告信息“do not reply”（请勿回复）。但它很明智，只要回复的邮
件达到一定程度后，它就会将其添加到 Basecamp 的评论线程中（如
图 2-12 所示），这么做既考虑了它自己的利益（在网站上与用户保持
沟通）又满足了用户的利益（能正常回复邮件）。

图 2-12： 使 用 电 子 邮
件作为网站和用户沟通
的媒介，可以做到不伤
害用户的感情（用户会
按照他们的经验来回复
邮件），并且会提高网
站的点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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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开放
我现在想灌输到你脑海中的另一大原则是开放性。开放是最近很时髦
的东西，但它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它可能意味着要做到非常透明，
要使用开源软件，要公布平台接口，要众包（crowd sourcing），等等。
我们在第 17 章将讨论几种开放方法。我们认为这些方法是有效设计和
发展在线社交环境必不可少的，但在设计用户体验时我们只需要想着
这个问题：“如果网站有更好的开放性后，要如何改进界面？”

从游戏中学习经验
我们稍后将讨论游戏设计和社交设计的相同之处，这很有意思：它既
能在游戏中增加社交功能，也可以将好玩的元素引入社交界面。应用
程序不必成为游戏或者看起来像个游戏，只需要采用与游戏相同的设
计技术（能让游戏好玩的技术）。
Ludicorp 的第一个产品是 Game Neverending 并非巧合（第二个产品
是 Flickr，它的成功仰仗于几乎能让人上瘾的游戏般的用户界面）。
这 个 模 式 被 Flickr 的 联 合 创 始 人 史 都 华· 巴 特 菲 尔 德（Steward
Butterfield）用于他们所创办的另一家公司 Tiny Speck——刚进入网站
时也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多用户游戏（Speck），但用户最终会被转向
称为 Slack 的工作聊天服务。
即使在企业中，界面也不必那么枯燥乏味。想想该如何取悦用户，并
鼓励他们和其他人互动。
游戏是最古老的“社交界面”之一。游戏规则和筹码为人与人之间
的互动提供了一套情景支持。实际上，人们会用他们找到的任何元
素 来 做 游 戏。 很 多 通 过 应 用 程 序 和 网 站， 例 如 Tumblr 和 Reddit、
SnapChat、YikYak（“你属于巴菲剧中的哪个角色？”“关于猫咪你
不知道的 37 件事”，或“iPod Shuffle 算卦”）传播的“文化碎片”
都是用网站内置的发帖、评论和投票功能所创建的，这就说明你可以
通过为用户提供生产性工具让用户自己创造游戏。

反模式的“货物崇拜”
旧时的“货物崇拜”是指人们被更先进的技术（该典故中的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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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二战时期的飞机）震住了，于是开始模仿他们看到的东西（木无
线电塔，用火炬点亮“铺好”的飞机跑道，仿造制服），希望这么做
能带来好处（“货物”），即他们亲眼目睹的仪式和物体。在这种情
况下，设计模式可能就会陷入一种“货物崇拜”：他们在没有真正了
解结构、布局和流程在原有情境中如何运行的情况下，就模仿它们。
一个常见的肤浅例子就是很多初创公司的域名都以非元音结尾，就好
像 Flickr 今天能如此成功，完全是因为“Flicker”结尾的那个“r”似
的（参见图 2-13 和图 2-14）。

图 2-13：Flickr 的口号（或诸如此类的内容）一直没有变过，而 Zooomr
放弃了类似的口号

第2章 社交的核心

design_social_interface2-all.indd 57

|

57

17/8/17 下午4:37

图 2-14：Zooomr 模仿了 Flickr“源词 + 非元音字母‘r’结尾”的命名方式。
它的子标题一度也非常接近 Flickr 的子标题，许多源标记也出奇地相似。他
们说，模仿是最诚挚的恭维，但只有你了解到底在模仿什么以及为什么要
模仿它时，才会对你自己有所帮助
另一个较新的“货物崇拜”示例是 Facebook 采用了左侧全局导航后，
每个手机应用都开始模仿这种模式；但 Facebook 经过测试后却发现，
之前采用的“主导航模式条位于屏幕底部”的模式更好。

反模式：“嬉皮街”
20 世 纪 60 年 代， 反 传 统 文 化 社 区 有 一 段 时 间 在 旧 金 山 两 条 街 的 交
叉口（Haight 街和 Ashbury 街）蓬勃发展。传奇摇滚乐队 Jefferson
Airplane 和 Grateful Dead 就定居在这里。免费的食物、免费的音乐会
和自由恋爱引发了辍学者和探索者数量的持续攀升，这个地区成为一
个盛大的派对场所。
然后媒体主导的“爱之夏”文化开始兴起，旅行者和逃亡者挤满了整
个街道，妓女、毒贩和皮条客开始蛊惑一无所知的新加入者，最后这
场运动的发起人只能向北跨过金门桥进入 Marin 县。
我在全新的社交服务中已经看到一个非常相似的模式。初期，他们看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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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就像是某种“乌托邦”：由有魅力的人所推动的一个小型、友好
的社区（就技术来说则是有影响力的人，例如罗伯特·司考博（Robert
Scoble）这样的早期采用者）。刚开始时，加入这些社区的人们发现
他们周围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心人。终身的友谊也由此铸成。
这个时候，热门应用的创建者认为他们已经取得成功。他们的产品正
在变得流行。所有的“酷孩子”都在使用这个服务，并且邀请新人。
那么可能会犯什么错？
就像嬉皮士在海特街最终走向灭亡一样，社交网站很容易变得过载、
危险、腐坏且最终被弃用，成为互联网历史中昙花一现的产品。
没有人会拒绝通过初始普及来解决推出一项全新社交服务时所遇到的
“冷启动”问题，但要注意爆发式的普及，因为这并不总是能产生可
持续的社区。
正如我们的一名审稿人劳拉·克莱因（Laura Klein）所说：“我看到
的情况是，当产品开始步入主流时，这些酷孩子就不会再使用它们了。
反过来说，如果它们没有走向主流，它们就会消失。那么，正确的位
置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感觉
有点像“金发姑娘”原则。它是一种平衡各方权益的行为。宣传和流
量很重要，但这就是你为什么需要考虑更深层的参与指标、从 SEO 中
识别“回头客”、发现你的社区领导和传道者、不让网站只是昙花一
现的原因。

反模式：“苍蝇王”
即使是最成功的社交网站也可能会出现欺凌、骚扰和辱骂等问题。在
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苍蝇王》这部小说中，一群英
国男孩子被搁浅到一个荒岛上，并逐渐恢复到恐惧、仇恨和害人的野
蛮文明。
当在线社交体验没有可以引导的社会规范、没有问责和对弱势群体的
保护措施时，就会有发展成为不文明行为的不良倾向。
例如，YouTube 一直受害于其无人监管的评论方法。人们一直觉得
YouTube 的评论类似于开放运行的排污系统，就好像是无人监管的评
论被追加到政治网站的大多数文章中。（最新消息！我从 Laura Klein
得到可靠消息，Youtube 引入的“不喜欢”机制开始帮助隐藏最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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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这种恶性循环可能会被打破，但仍然需要很多年来克服互联
网上的这种恶意和负面势头。）
写这本书的时候，Twitter 正在因为为其用户创建安全的空间屡次失败
而遭受攻击。Twitter 的开放性使得它很容易成为跟踪者或者骚扰者定
位受害者的平台，从而逼迫受害者退出 Twitter 或者将他们的生活搞得
一团糟。
可悲的是，我们人类仍然很容易陷入仇恨和令人不安的行为模式，这
在你设计、构建或者管理一个社交网站时特别重要，你必须从头开始
考虑这些，并提供你的设计界限、保障措施、限制和干预方式，从而
创造出你想看到的那种世界。

把握道德尺度
当你为人们设计体验，或设计让人们自己创造他们自己的体验框架时，
总会有道德方面的考量。
•

当你开展商务活动时，是否有明确或默许的承诺？

•

你是否承诺保证用户的安全，保证他们的信息不会泄露并尊重他
们的隐私权？

•

你是否会为了网站聚集人气并快速建立自己的社交图而昧着良心
欺骗用户呢？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巨额的财富往往没有明确的
来源，其秘密就是人们常常会忘记曾经犯下的罪行，之所以会忘记，
是因为它们的处理手法都很巧妙。”许多当前成功的社交网站都
有“不可见人”的第一桶金，可能是通过垃圾邮件病毒式要请的
模式，也可能是未经用户同意就使用他们的联系人列表。有些公
司从不指望用那些见不得光的做法生存下去，而有的公司就会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默用一些潜规则。

你会发现，许多时候在你运用这些模式时就会涉及道德层面的事。“自
愿退出”是否妥当？你所公布的信息是否足够？你是否有必要停止某
些霸王条款？
在本书中，当我们碰到与道德有关的因素时就会提出来，并鼓励你自
己好好把握自己的道德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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