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说明的移动化战略 
使用说明提供方式的变化和 
移动化战略的现在 ·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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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em EUG 
简介  

针对跨国公司的本土化(Localization) 服务 
 
使用说明书 / 技术文档 / UI 翻译 
国际 / 国家标准咨询 
翻译品质评估 

用户使用说明书制作 
 
医疗器材、工业设备、程序等多种产品群 
应用最新技术的印刷品 / PDF / 网页 / 应用程序等 
多种形态制作 



?小测验? 

早上用四只脚爬行 白天用两只脚行走 晚上用三只脚行走的
是什么呢 ？ 



早上 “在规定的时间
送到家” 

白天 “在家里在任
意时间”查看 

晚上可以 “随时随地” 
查看的东西是什么呢？ 

?小测验? 



印刷品时代 计算机时代 移动时代 

获得使用说明 
的方式变化 



移动时代的 
使用说明提供  

智能手机的普及 
 
• 如每个人随身携带了高性能电脑一样 
• 随时随地连接网络 
• 多种功能（媒体、通讯、付款、位置服务…) 

 
→ 现在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  



移动时代的 
使用说明提供 移动 

时代 



提供的使用说明是否符合移动环境？ 
通过哪些方法呢？ 

移动时代的 
使用说明提供 



使用说明提供
方式的变化  

1. 使用说明提供方式的变化 

2. 移动化的现在（第一轮战略） 

3. 移动化的未来（第二轮战略） 



过去 

印刷 

分配 

《制作使用说明所需时间》 

内容制作 

+ 

- 确保产品上市前使用说明书的制作时间 
- 环境保护 

~2000年 过去 

使用说明提供
方式的变化  



~2000年 

过去 

过去 ~2010年 ~2012年 未来 

用户特征 

媒体环境 

移动应对 改善实用性 
引进新技术 

使用说明提供
方式的变化  

纸质品时代 
• 学习型（被动） 
• 习惯等待 
• 重视可靠性 
• 努力尝试理解较难信息 

计算机时代 
• 学习 + 搜索型（主动） 
• 习惯等待 
• 重视可靠性 + 便利性 
• 趋向搁置较难信息  

• 以印刷品为中心 
• 网络线下 
• 单向沟通 
 

• 以印刷品 + 固定的电脑
屏幕为中心 
• 网络线上 
• 双向沟通 

移动时代 
• 搜索 + 体验型（主动） 
• 习惯即刻反应 
• 重视趣味 + 速度 
• 仅访问简单的信息 

• 以移动屏幕 + 体验为中心 
• 网络线上 
• 多向沟通 



移动化的现在 

1. 使用说明提供方式的变化 

2. 移动化的现在（第一轮战略） 

3. 移动化的未来（第二轮战略） 

（第一轮战略） 



移动化的现在 
（第一轮战略） 

智能手机的普及 
 
• 如每个人随身携带了高性能电脑一样 
• 随时随地连接网络 
• 多种功能（媒体、通讯、付款、位置服务…) 

 
→ 现在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  

过渡条件 
 
• 同时提供 PDF 和 移动 HTML 使用说明书可用及可视
的形态 (One source, multi use) 
• 不能增加制作移动 HTML 使用内容的费用（自动转换
器） 

 

PDF（印刷形式）内容 
HTML（移动网页）转换 

→ 开发可以自动将 InDesign 数据转换成  
    HTML 的转换器 

only 



移动化的现在 
（第一轮战略） 

• 转换器初期研发后不再产生额外费用； 
• 无需操作，自动转换多种模式的多个衍生语言。 

→ 节省费用 

内容 

转换器 

PDF（印刷形式）内容 
HTML（移动网页） 

自动转换器 

DTP 



移动化的现在 
（第一轮战略） 

PDF（印刷形式）内容 
HTML（移动网页） 

自动转换器 



移动化的现在 
（第一轮战略） 

PDF（印刷形式）内容 
HTML（移动网页） 

自动转换器 



移动化的现在 
（第一轮战略） 

多个制造商的最新
手机使用说明书 

不局限于单一环境 
积极致力于对手机环境中 UX 的研究… 

Apple Samsung 



满足于单一的 
移动化吗? 

如果可以运用移动机器的强大功能更好的传达使用说明的话？ 



移动化的未来 

1. 使用说明提供方式的变化 

2. 移动化的现在（第一轮战略） 

3. 移动化的未来（第二轮战略） 

（第二轮战略） 



使用说明的条件 
 
• 用户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简便快捷的连接； 
• 通过相关信息能够简便快捷的熟悉相应功能。 

以印刷品为基础的静态型媒体 
 
• 整体说明书捆绑式提供 
• 照搬式目录布局 
• 定型的页面划分 
• 冗长的语句（以印刷品大小为准） 
• 只提供文本和图片 

以触摸屏为基础的反应型媒体 
 
• 可以仅连接需要的内容 
• 与目录相比“搜索”更简便实用 
• 以滚动方式为基础的自由页面布局 
• 简洁明了的语句（受屏幕大小限制） 
• 支持视频、交互、 AR 等多种功能 

单一的移动转换还不够 移动化的未来 
（第二轮战略） 



以印刷用布局为基础的 
PDF 使用说明书不会走向
灭亡吗？ 

移动化的未来 
（第二轮战略） 

以触摸屏为基础的反应型媒体 
 
• 可以仅连接需要的内容 
• 与目录相比“搜索”更简便实用 
• 以滚动方式为基础的自由页面布局 
• 简洁明了的语句（受屏幕大小限制） 
• 支持视频、交互、 AR 等多种功能 

使用说明的条件 
 
• 用户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简便快捷的连接； 
• 通过相关信息能够简便快捷的熟悉相应功能。 



如果从一开始 
就制作移动式 
使用说明的话？ 

以触摸屏为基础的反应型媒体 
 
• 可以仅连接需要的内容 
• 与目录相比“搜索”更简便实用 
• 以滚动方式为基础的自由页面布局 
• 简洁明了的语句（受屏幕大小限制） 
• 支持视频、交互、 AR 等多种功能 

移动化的未来 
（第二轮战略） 

使用说明的条件 
 
• 用户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简便快捷的连接； 
• 通过相关信息能够简便快捷的熟悉相应功能。 



现在 

与目录、索引相比，搜索更简便实用： 
 
• 字素单位实时搜索 
• 语义搜索 
• 搜索引擎优化(SEO) 

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 

在移动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移动化的未来 
（第二轮战略） 



搜索 – 字素单位实时搜索 
→ 实现快速准确的搜索功能 

在移动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例）搜索“Wi-Fi” 时，写到 “Wi”，
实时搜索结果就会出现在下方。 

(例）在搜索引擎中输入 “iphone setting email”时，
苹果官方网站的有关信息会最先出现。 

搜索 – 搜索引擎优化(SEO) 
→ 使我们的信息出现在搜索窗的最上方 

移动化的未来 
（第二轮战略） 



在移动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移动画面较小 
 
• 使用简洁直观的语句 
• 分割内容单元 

用户不会从头按顺序阅览使用说明书 
 
• 按照目录顺序阅览的用户 X 
• 无论是什么内容，即使是第一次看的用户也
可以立刻明白。 

vs vs 

移动化的未来 
（第二轮战略） 



在移动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考虑到可以使用的多种技术 
 
• 多媒体内容（按照文本 → 图像 → 视频的顺序 提高用户的理解度） 
• 交互技术 
• 增强现实 
• 物联网 (IOT) 

移动化的未来 
（第二轮战略） 



在移动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通过组合拍摄条件，可形成576种
情景。例） Group + Still + Dark + 
Indoor    Self + Fast + Dark + Nature 

本公司开发的“知道引导”， 
可自动推荐符合拍摄条件的功
能。 

三星 Galaxy 照相机完全征服应用程序  
• 介绍针对不同拍摄环境的照相机功能 

移动化的未来 
（第二轮战略） 



三星 Compact 照相机使用指南应用程序  
• 以情景中心为主的菜单布局（现有说明书:功能中心） 
• 实现运用陀螺仪技术的拍摄实习功能 

将用户可能遇到的 
拍摄环境设置为主菜单 

利用手绘 
简单贴切地说明原理 
提高理解度 

利用陀螺仪技术 
可以根据所学内容 
在应用程序中模拟实际拍摄 

在移动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移动化的未来 
（第二轮战略） 



二维码使用说明书（本公司制作） 

熊津豪威二维码识别使用说明书应用程序  
• 使用智能手机扫描粘贴在产品上的二维码以连接使用说明书 
• 自动对应各种尺寸屏幕的反应型移动网页应用程序 

移动化的未来 
（第二轮战略） 



厚重的工业设备使用说明书
电子化（本公司制作） 

三星 Techwin T-Solution 应用程序  
• 将工业设备厚重的使用说明书（1000页以上）载入平板电脑， 
操作人员可随身携带以随时查看并熟悉功能； 
• 通过各种演示、视觉化等，帮助在紧张的工业现场快速熟悉功能。 

移动化的未来 
（第二轮战略） 



厚重的工业设备使用说明书
电子化（本公司制作） 

三星 Galaxy S4 视频指南  
• 利用动画形式，简便学习新功能； 
• 引进卡通形象和讲故事技巧，使说明更有效地传达给用户。 

移动化的未来 
（第二轮战略） 



AR & 直控汽车使用说明书
（本公司研制中） 

现代汽车 AR 应用程序  
• 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在照相机投射到汽车时出现各部位的名称； 
• 通过活动的图像可以确认各不同续驶里程需要做的检修项目。 

20000 km 

GIF image 

移动化的未来 
（第二轮战略） 



AR & 直控汽车使用说明书
（本公司研制中） 

现代汽车 AR 应用程序  
• 与汽车直控应用程序连接，在看说明的同时即可尝试启动需要的功能。 

20000 km 

移动化的未来 
（第二轮战略） 



其他公司制造技术使用案例 

Audi eKurzinfo 增强现实应用程序 
运行应用程序后，将照相机放到想要的部位
即出现相应的功能信息。 

宜家 First Look 增强现实应用程序 
利用增强现实，可以尝试将宜家家具放置到
想要的位置进行预览。 

移动化的未来 
（第二轮战略） 



数字  
时代…... 

将会在未来阅览使用说明的用户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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