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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iOS7 而设计  

 

iOS7 的革新关键词如下： 

 

 遵从：新 UI 更好的帮助用户理解内容并与之互动，但却不会分散用户对内容本身的注

意力 

 清晰：各种大小的文字易读，图标醒目，去除了多余的修饰，重点突出，很好地突显了

设计理念 

 深度：视觉层次和生动的交互动作赋予 UI 新的活力，不但帮助用户更好的理解新 UI

的操作并让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感到惊喜 

 



 

无论你是重新设计一个现有的app或是重新开发一个，尝试一下苹果重新设计系统内置app

的方式： 

 首先，去除了 UI 元素让 app 的核心功能呈现的更加直接并强调其相关性。 

 其次，直接使用 iOS7 的系统主题让其成为 app 的 UI，这样能给用户统一的视觉感受。 

 纵观全局，以内容和功能为核心来指导设计，从前的设计模式可以先放到一边。 

 

以内容为核心 

虽然明快美观的 UI 和流畅的动态效果是 iOS7 体验的亮点，但内容始终是 iOS7 的核心。 

这里有一些方法，以确保您的设计能够提升您的 app 功能体验并关注内容本身。 

 



 

 

充分利用整个屏幕。无需使用边框、底图等等多余的 UI 元素，让内容扩展到屏幕边缘。 

天气 app 是最好的例子：漂亮的天气图片充满全屏，告知用户天气情况，同时也很好的呈

现了如每个时段气温等等的其他重要信息。 

 



 

 

尽量减少视觉修饰和拟物化设计的使用。UI 面板、渐变和阴影有时会让 UI 元素显得很厚重，

致使抢了内容的风头。应该以内容为核心，让 UI 成为内容的支撑。 

 



 

 

尝试使用半透明底板。半透明的底板可以让用户看到后面的内容，在某些场景下起到了上下

文提示的作用，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也让用户（比以前）看到了更多内容。 

 

保证清晰度 

保证清晰度是另一个方法，以确保你的 app 中内容始终是核心。 

以下是几种方法，让最重要的内容和功能清晰，易于交互。 

 



 

 

大量留白。空白让重要内容和功能显得更加醒目。此外，空白可以传达一种平静和安宁的视

觉感受，它可以使一个 app 看起来更加聚焦和高效。 

 

 

 



让颜色简化 UI。一个主题色——比如在记事本中使用的黄色——让重要区域更加醒目并巧

妙地表示交互性。这同时也给了一个 app 一个统一的视觉主题。 

 

 

通过使用系统字体确保易读性。iOS7 的系统字体自动调整行间距和行的高度，使阅读时文

本清晰易读，无论用户选择何种大小的字号都表现良好。 

 



 

 

使用无边框的按钮。按钮名称、箭头以及系统颜色向用户展示了交互元素，这些内容替代了

原先的带有形状的按钮。联系人界面使用了系统色蓝色箭头文字展示了按钮的导航性。 

 

 

用深度来体现层次 

iOS7 经常在不同的层级上展现内容，用以表达分组和位置，并帮助用户了解在屏幕上的对

象之间的关系。 

 



 

 

通过使用一个在主屏幕上方的半透明背景浮层来区分文件夹和其余部分的内容。 

 

用户在使用备忘录里的某个条目时，其他的条目呈现在屏幕底部的其他分层上，这样用户可

以通过滑动展开所有分类条目（译者按：算是一种提示手段）。 

 



 

 

日历有较深的层级，，当他们在翻阅年、月、日的时候，以及增强的交互动画给用户一种层

级纵深感（循序切换的层次，从年到月到日）。在滚动年份视图时，用户可以即时看到今天

的日期以及其他日历任务。 

 



 

 

当用户处于月份视图时，点击年份视图按钮，月份会缩小至年份视图中的所处位置。 

 



 

 

类似的过度出现在月份和日期视图的切换时，当用户选择某个日期时，月份视图向外扩展，

显示出日期视图。 

 

iOS 应用解析 

几乎所有的 iOS app 都应用了 UIKit framework 中定义的组件。了解这些组件的名字，作

用和构成能够帮助你设计 app 过程中做出更好的决定。 



 

UI 组件大致分成以下 4 种大类： 

 

Bars：包含了导航信息，告诉用户他们所在的位置并包含了一些能帮助用户浏览或启动某

些操作的控制按钮。 

 

内容视图：包含了 app 的主体内容以及某些操作行为，比如滚动、插入、删除、排序等等。 

 

控制按钮：展示信息或者控制动作。 

 

临时视图（对话窗口）：短时间出现，给用户重要信息或者额外的选择或者其他功能。 

 

除了定义 UI 组件，UIKit 也定义对象实现的功能，例如手势识别，绘图，辅助功能，打印

支持。 



 

从编程的角度说，UI 组件被认为是不同类别的视图，因为他们从 UIView 得到继承。视图

能绘制屏幕内容并且知道用户何时触摸了屏幕。要在 app 中管理一组或者一系列的视图，

通常需要使用一个视图控制器，它能协调视图的显示内容，实现与用户交互的功能并能在不

同屏幕内容之间切换。 

 

下面是一个例子，关于视图与视图控制器如何结合并呈现 iOS app 的 UI。 

 

 

 

虽然开发者认为真正起到作用的是视图和视图控制器，但一般用户感知到的 iOSapp 是不

同屏幕内容的集合。从这个角度来看，在 app 里，屏幕内容一般对应于一个独特的视觉状



态或者模式。 

 

起始与停止 

即时启动 

 

有种说法是用户往往不会花超过一两分钟去审视一个新应用，当你将软件从打开到启动这段

时间压缩得很短，并且同时在载入过程中呈现一些对用户有帮助的内容，你会激发用户的兴

趣并给所有用户一个惊喜。 

 

重要：不要在安装过程结束后告诉用户需要重启设备之类的。重启需要时间并且会让人觉得

你的应用看上去不可靠而且很难使用。如果你的应用将使用存储空间，或者不重启机器就无

法流畅运行，你必须声明这些问题。 

 

尽可能避免使用闪屏或者其他启动体验。用户能够在启动后立即开始使用软件是最好不过

的。 



 

 

避免让用户做过多设置。而应该如此： 

 聚焦在满 80%的用户需求上。这样主体用户群就无需设置各种选项，因为你的 app 已

经默认处于他们想要的状态。如果有些功能有少部分用户想要，换句话说大部分人不需

要的话，就别管它了。 

 

 尽可能用其他方式获取更多（用户）信息。如果你能得到用户在内置软件或硬件设置

中提供的信息，直接从系统中获取它们，而不需要再次让用户输入。 

 

 如果你必须获取设置信息，在你的应用中直接向用户询问，然后尽快保存这些设定（这



段讲的是权限许可，如能否访问照片或者日历或地理位置信息等等）。这样用户就无需

强制跳出 app 进入系统设置页面了。如果用户需要更改设置，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进

入 app 的设置选项进行修改。 

 

尽可能让用户晚一些再登录。让用户在无需登录的情况下就能尽量多的浏览内容并使用部分

功能是最理想的状态，。如果用户在熟悉你的 app 之前就被强迫需要登录，那么启动流程就

会变得拖沓繁琐。 

 

一般来说，按照屏幕默认的定向方式启动你的 app。对于 iPhone，竖向是设备默认定向，

而 iPad 则是设备当前所处的方向。如果你的 app 只能在横向模式运行，那么就始终以横向

状态启动，让用户在他们自己需要时改变设备方向。 

 

最好让横屏 app 支持两种模式的横屏，即 home 键处于左右两侧的状态。如果设备当前已

经处于横向状态，那么就按照当前状态启动 app，除非你有充分的理由不这么做。其他情

况时，可以考虑按 home 键处于右侧的方式启动 app（译者按：大部分人习惯使用右手）。  

 

可以准备一张与 app 首页看上去一样的闪屏，iOS 会在启动 app 时调用这张图，这样可以

让用户觉得启动速度很快，降低对等待时间的感知度。 

 

如果可能，不要让用户在初次启动应用时阅读免责声明或者确认用户协议。你可以直接在

app store 展示这些内容，使用户在下载前就有所了解；虽然这个办法能最大地减少麻烦，

但也不是一直可行。如果在某些情况下你必须展示这些内容，要确保它们与 UI 保持统一并



在产品功能与用户体验之间达成平衡。 

在应用重启后，需要恢复到用户退出使用时的状态，让他们可以从中断之处继续使用。无

需让用户记住是如何达到此种退出状态的。 

时刻准备好停止 

 

iOS app 无需关闭或退出选项。当用户切换 app 或回到主屏幕或者将他们的设备调至睡眠

模式的时候，其实就是停止了当前 app 的使用。 

当用户切换 app 时，iOS 的多任务系统将其放置到后台并将新 app 的 UI 替换上来。在这

种情况下，你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随时并尽快保存用户信息，因为在后台的应用随时有可能被终止或退出。 

 

当程序停止的时候尽可能在细节层面保存当前状态，使用户可以在回到应用时能从中断之

处继续使用。例如，在使用可滚动的数据列表时，退出后保存列表所在的位置。 

不要强制让 app 退出，因为这样会让用户误以为是 crash。如果有问题产生，需要告诉用

户具体状况以及如何解决。以下有两个建议，取决于出现的问题有多严重而酌情使用： 

 

 使用吸引注意的屏幕内容描述出现的问题并给出建议的方案。如此可让用户了解到app

本身没有问题，并将主动权交给用户，让他们决定是解决问题并继续使用还是切换到其

他应用。 

 

 如果只是某些 app 功能无法使用，可以在用户使用这些功能时弹出一个对话窗口告诉



他们当前的情况。只有在用户使用的功能确实无法工作时再继续弹出警告提示。 

 

布局 

 

布局远比UI组件的样式重要。布局能让你向用户展示什么是最重要的，他们是如何选择的，

内容是如何相关的。取决于 app 运行的设备——以及设备的方向——布局可能会有所不同。 

 

让用户尽可能容易地狱内容交互并控制好每个控件的间距。需要点击的控件大小至少要有

44x44 像素。 

 

通过平衡重要内容或者功能，让用户专注于主要任务之上。将重要的组件放置于屏幕上半

部分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同时也要遵循从左到右的原则——放置在靠左侧的屏幕上。 

 

利用视觉重心和平衡向用户展示屏幕元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大型部件——以及那些看起

来比较重的——更加吸引眼球并且让人感觉比小的部件重要些。 

 

一般来说，避免你的 UI 不一致。尽可能地让有相似功能的组件有相似的外观。人们经常认

为不一致一定有某些原因，并尝试花时间去搞清楚（这样其实是浪费用户的时间）。 

 

确保默认大小的内容（文字、图片）用户能够看清楚。比方说，不要让用户滚动屏幕来阅

读（屏幕以外的部分）文本或者无需通过放大操作来看清图像。 



 

导航 

 

用户很少察觉到一个程序中的导航体验除非它不符合他们的期望。放置导航到一个能够支撑

你的 app 整体结构和目的却又不过分引起用户注意的状态。 

广义来说，有三种主要类型的导航，每种导航都有其适应的 app 结构：分层、扁平、内容

或经验驱动。在某些情况下，几种导航形式可以出现在同一个 app 里并且各司其职。无论

你的 app 适合使用哪一种导航结构，最重要的是用户所体验的内容必须被有逻辑的、可预

测并易于遵循的呈现在你的 app 中。用户需要始终很清楚他们在哪儿，并且如何到他们想

去的地方。 

 

 

模态对话 

 

模态视图是一个优缺点并存的模式，承载某些连贯操作或内容，可以给用户在不脱离主任务

的情况下完成某些任务或获取某些信息；但是这些操作都是临时的，以防止用户此时与应用

程序其余的功能发生交互。 

 



 

 

在理想状态下，用户可以与 iOSapp 发生非线性的交互，所以模态视图下最好的做法是最

大程度的减小模态操作的数量。大体上说，当以下情况出现的时候，考虑使用模态对话： 

 必须引起用户关注的时候 

 某个任务必须被完成，或者明确被放弃，以避免在模棱两可的状态下遗漏用户信息（操

作）。 

 

保持模态任务简单，简短并且高度聚焦。你肯定不希望用户像使用一个 mini app 那样使用

一个模态视图。如果一个模态对话中的子任务太复杂，用户会从暂停的主任务上迷失。创造

一个包含一系列视图的模态任务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如果一个模态任务必须在独立视图包

含子任务，务必给用户一个独立、清晰的导航路径，并避免迂回。 

 

总是提供一个显眼并安全的方法用以退出模态任务（cancel 按钮）。 

 

一个包含一系列视图的任务，必须让用户明白不同步骤中“完成”按钮的作用。 



 

保证对话框提供的信息都是必要的并是可操作的。对话框是打断用户预期的，并且需要点

击才会消失，所以让对话框所提示的信息必须是值得中断用户操作的，这对于用户体验来说

很重要。 

 

尊重用户关于接收推送通知的选择。在设置界面，用户可以设置 app 是否接收推送。必须

遵循用户的设置，否则会触怒用户导致关闭所有推送通知。 

 

 

交互性和反馈 

 

标准手势让用户感到舒适 

 

手势操作拉近了设备与用户之间的距离并提高他们的直接操纵感。在 app 中经常使用的统

一手势操作如下： 

 



 

 



 

 



避免使用与常规手势操作含义不同的动作。 

 

避免创造与常规手势功能雷同的新手势。 

 

避免让用户用复杂手势完成某种任务。手势操作务必保持简单，直接。 

 

避免创造新的手势，除了在游戏中。 

 

对于 iPad 来说，尝试使用多指手势。iPad 较大的屏幕给多指操作带来空间。虽然并不是

每款 app 都需要复杂手势操作，但复杂手势可以丰富用户体验，比如多人同乐的游戏等等。 

 

反馈能帮助用户理解 

iOS 用户习惯于得到反馈，帮助他们知道 app 正在做什么，下一步可以做什么，并了解他

们的操作结果。尽可能地将状态或其他相关的反馈信息集成到 UI 上。例如，将邮件的更新

状态显示在工具栏上： 

 

避免不必要的对话框。对话框属于强提示机制，但应仅用于传递重要和有预期的操作信息。

如果用户看到太多的对话框，没有包含太重要的信息，那么用户很快就学会忽略所有对话框

提示。 

 

 



输入信息过程需要简易 

 

（在手持设备上）用户利用触摸软键盘输入信息很花时间和精力。如果你的 app 因为在输

入前出现一堆冗余操作，用户会感到崩溃。 

 

让用户更容易的做出选择。使用选择器或表格视图替代输入操作可以让用户的使用体验更好。 

 

 

尽可能利用 iOS 获取信息。用户储存了很多信息在他们的设备中。开发者可以自由使用用

户已经在系统中输入的信息，比如联系人，日历信息等（当然要获得用户的许可）。 

 

在输入和回报上做出平衡。（在输入后）给出反馈或回报，让用户感觉到他们的行为有价值。 

 



术语和措辞 

App 中呈现的每一个词都是与用户的一次对话，利用这个机会让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感到舒

适。 

 

使用术语时确保用户能理解。针对用户群确定使用何种短语，例如一些技术术语某些高端用

户能理解，但是普通用户就不太熟悉。 

可以使用非正式的友好语气，避免太正式又不能太虚假或低三下四。请记住，用户在使用

过程中会反复阅读文本，所以有些起初看上去很乖巧的语句多看几次就有可能让人厌烦。 

当你的 UI 文本简短直接，用户可以快速轻松地理解。像新闻编辑一般遣词造句，确定最重

要的信息，并强调显示，这样人们就不用看大段文字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给按钮短标签或者易于理解的图标，用户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该做什么。 

描述时间的时候注意要准确。“今天”、“明天”这样的词听上去是比较友好，但是有的时候

会让人混淆，比如你不清楚用户所在的环境（时区不同）。 

 

潜在用户在逛 APP Store 时，app 描述就是最好的沟通机会。除了描述 app 的品质，你还

需要做以下事情： 

 修正所有的拼写、语法和标点符号错误。虽然这些小错误不影响使用，但是会给人带来

负面印象。 

 尽量少地使用全大写的词汇。虽然有时大写单词可以吸引人们注意，但是全大写的段落

不适合阅读，而且有一直朝用户扯着嗓子吼叫的感觉。 

 可以描述 bug 修复情况。如果您的 app 新版包含用户一直期待的 bug 修复，那在你的



软件描述中提到这一点就是个很好的做法。 

 

动画 

美妙优雅的动画贯穿于 iOS 的用户界面，让 app 使用体验更加动感和引人注目。微妙和恰

当的动画可以： 

 表示状态 

 增强直接操作的意图 

 帮助人们可视化操作的结果。 

 

添加动画的时候需要谨慎，尤其是在 app 不提供沉浸式体验的时候。app 使用过程中，如

果在执行主要任务时，过分的、无明显作用的动画往往会分散用户注意力，也影响 app 的

性能表现。 

使用与系统内置 app 一致的动态表现。用户比较熟悉内置应用的动画表现，恰到好处。事

实上，用户往往把视图之间的切换、方向变化时的响应、物理感应的滚动等这些效果看做 iOS

带来的使用体验，除了那些沉浸式 app——比如游戏——某些动画可以与系统内置动画相

媲美。（译者按：其实就是建议开发者使用系统原生动画效果） 

 



在 app 中使用的动画效果要统一。如同其他类型的订制，使用统一的自定义动画很重要，

这可以让用户在使用不同的 app 时累计经验。 

在大多数情况下，将自定义动画尽量做的真实一点是没问题的。人们往往愿意接受外观上的

艺术创意，但违反物理定律的动画体验也会让人崩溃。 

 

 

排版和颜色 

排版必须保持清晰 

 

清晰是排版第一要务。如果用户无法阅读文字内容，再漂亮的文字设计都没有意义。 

 

在你的 app 中只使用一种字体。不同字体混合使用会让你的 app 看起来零散拖沓。 



 

 

 

颜色可以增强沟通性 

尝试定义 key color。内置软件使用了 key color——比如备忘录中的黄色——用来表明交

互和元素状态。 

 

颜色有代表性但人们对颜色的感知并不都相同。不同文化和个体对颜色都有不同理解，这值

得花时间去钻研，以免使用的颜色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中产生禁忌。 

 

在大部分情况下，不要让颜色分散用户的注意力。除非颜色在你的 app 里扮演着必不可少

的角色，颜色常常在不经意间带来增强效果。 

 



 

图标和图形 

App 图标 

每个 app 都需要一个漂亮的图标。每个人对图标都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关系到 app 的品质、

目的和可靠性。 

 

 

有几点关于图标的指引务必记住： 

 app 图标是 app 品牌形象很重要的部分。让图标的设计成为一个机会，给用户讲设计

背后的故事，并建立情感链接。 

 

 最好的应用程序图标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整洁的，打动人心的。 

 

 一个好的 app 图标在每种尺寸和不同背景下看起来都应该合适。细节设计在大尺寸下

能丰富图标，但可能在小尺寸时会让图标显得浑浊（译者按：暗示图标图形设计需要简

洁）。 

 

其他图标 

iOS 提供了许多代表了常见任务和操作的小图标，常被用在分页栏、工具栏和导航栏上。



建议使用容易被用户理解的内置图标。当然，可以使用自定义图标，如果需要表达自定义的

操作或者内容。设计这些小的线型图标与 app 图标有很大区别。 

 

图形 

iOS 应用大多是图形丰富的。无论显示用户照片还是提供自定义的图片，都有一些应该遵

循的准则： 

支持 Retina 显示屏。请确保提供两种规格的图片资源。 

 

显示照片或图片时不要超过原始尺寸的 100%，如果你不想在 app 中看到拉伸变形的图形

的话。让用户来选择他们是否要放大或者缩小图片。 

 

不要使用带有苹果符号和版权的图片。这些图形和版权产品的设计经常被修改。 

 

（未完待续，控件和视图解析部分将在“iOS 人机界面指南翻译下”中呈现） 

 

品牌 

 

品牌塑造不止是展示一个品牌的颜色或者 logo。理想情况下，为你的 app 创造独特的外观

和感觉并带给用户难忘的体验，进而打造出特有的品牌形象。 

当你需要在应用中展示已有的品牌形象时，请记住下面的要点： 



巧妙自然（非强迫式）地融入品牌的颜色或图形。人们使用你的 app 解决问题或者娱乐；

他们并不想感觉像被迫看一个广告似的看到你的品牌宣传。最好的体验是，让你的 app 自

己说话：比如 iOS7 通过品牌关键色来表现 app 的互动性和选择状态。 

避免侵占主要内容的空间（用于展示品牌信息）。例如，在屏幕上方展示一个用于承载品牌

形象的信息栏，这样做反而占用了内容显示的空间。考虑使用其他低干扰的方式来宣传品牌，

例如巧妙地定制背景图片（译者按：常见的方式是将品牌 logo 以淡淡的水印形式呈现在背

景上）。 

 

重要：对于以上的要点来说，app 图标是例外，它应该完全聚焦在品牌塑造上。因为用户

经常看到 app 图标，更应该花时间来设计它，从而让其在具备品牌辨识度的基础上更加吸

引眼球。 

 

 

与 iOS 的整合 

使用标准 UI 元素 

 

尽可能用 UIkit 提供的标准 UI 元素。当你使用标准而非自定义元素时，你和你的用户都将

受益： 

 标准 UI 元素会自动更新，如果 iOS 有了重新设计——而自定义元素就不会被升级。 

 使用标准元素对于用户来说没有学习成本。 

 为了充分利用标准 UI 元素的有点，以下几点比较关键： 



 遵循每个 UI 元素的设计规范。 

 大体来说，请避免创造自定义 UI 元素用于表现标准交互行为。 

 不要用系统自带的按钮和图标表达其他含义。 

 如果你的 app 是沉浸式体验，那么创造完全自定义的 UI 才有足够的意义。因为你在创

造一个统一的体验环境，让用户在其中能够有所期待并探索如何控制 app。 

 

对切换设备方向的响应 

人们通常希望在各种方向都能使用 iOS 设备，所以在转换方向时时设备应该有合适的响应。 

不管设备处于什么方向，请聚焦于主要内容，这是最重要的。人们需要在使用 app 的过程

中与其关心的内容交互。如果主体内容随着设备方向改变而丢失聚焦，那么用户就会感到迷

茫并觉得丢失了对 app 的控制权。 

通常，要让 app 能够在不同屏幕方向下正常运作。人们期望设备在不同方向时都能正常使

用 app，能满足这一点是最好的。iPad 用户常常期望在当前把持设备的方向（正常）使用

app，但某些 app 只能在横屏下使用。如果确实是这样，请注意以下几点： 

 按默认支持的方向启动 app，忽略设备当前朝向。 

 避免在 UI 中告知用户需要调转设备方向。 

 横屏或竖屏模式时，支持水平调转设备。例如：在横屏 app 中，无论 home 键在左或

右，app 都能正常使用，即支持设备调转 180 度，app 会自行响应。 

如果你的 app 将方向变化当做一种交互的手段，那你可以将方向响应针对 app 进行特殊处

理。比如某些方向响应的游戏通过改变设备方向来移动游戏中的物件，那此时 app 就无法

响应改变设备方向原本应有的变化。这种情况下，可以让用户在进入主线任务前选择改变设



备方向；一旦开始主线任务，则按用户此前选择的方向为基准进行响应。 

 

在 iPhone 上，预测用户什么时候会需要旋转屏幕方向。比如在用户浏览时，旋转方向是为

了看到更多内容。如果此时 app 仅仅放大内容尺寸，你无法达到用户的预期，应该要重新

调整内容布局，行间距等等直到更多内容能够很好的被呈现在屏幕上。 

 

在 iPad 上，尽量支持所有方向来达到用户期望。iPad 的大屏幕（能呈现更多内容）减轻

了用户在“看到更多”这方面的需求。iPad 也很少被用户认为有默认方向，如果可以，尽

量满足在任何把持方向下都能正常让用户与你的 app 进行互动。遵循以下几点规范： 

 考虑改变显示辅助信息或功能的方式。以 iPad 内置的邮件为例，账户和邮箱属于次要

信息（选中的邮件是主要内容）。在横屏时，账户和邮箱被放在左侧面板中，而竖屏时

出现在弹出面板上。 

在某些游戏中，不同方向下的 UI 也许需要重绘，从而在边界上留下额外空间，这种情

况下可以在这些地方展示游戏中的辅助信息或对象。 

 避免无意义的布局变化。尽可能在不同方向下提供一致的体验，从而让用户在旋转屏幕

时维持他们的操作习惯。如果你的 iPad app 在横屏时以网格形式展现图片，在竖屏时

就完全没必要改成列表式。 

 避免重新定义信息或文本的方向。对于文字内容来说，尽量保持相同的格式。这样可

以避免用户在旋转屏幕时丢失文章定位。 

    如果某些样式必须发生改变，使用动画来帮助用户感受到变化过程。 

 为不同方向都准备一张独立的启动图片。无论用户在何种方向启动应用，体验到的是

平滑的启动过程。与 iPhone 的主屏幕不同，iPad 的主屏支持所有方向，以便用户退



出并继续打开同一个 app。 

 

淡化文件和文档处理 

iOS 可以帮助用户创建并管理文件，但并不代表用户必须考虑 iOS 设备的文件系统如何运

作。 

在 iOS 中没有类似于 OS X 系统中的 Finder（管理软件），用户无法像在电脑上那样操作。

特别是不应该让用户考虑文件所在的位置之类的东西，比如： 

 打开或保存文件的对话框 

 文件许可状态的信息 

 

尽可能允许用户无需在电脑上打开 iTunes 就能管理文档。考虑使用 iCloud 帮助用户访问

不同设备上的内容。 

如果你的 app 能帮助用户创建并编辑文档，可以提供文件选择器让用户打开已有文件或者

创建新文件。 

 

给用户信心，他们的工作成果会被随时保存除非主动取消或者删除。iOS 应用应该承担起

帮助用户保存输入内容的责任，无论是打开另一个文档或切换应用的时候。 

如果你的 app 主要功能不是创造内容，但又允许用户查看或编辑信息，这种情况下你需要

询问用户是否需要保存修改。提供“编辑”按钮点击后进入编辑状态，同时编辑按钮变成“保

存”和“取消”按钮，这种变化可以提示用户处于编辑模式。“保存”可以 保留改变，“取

消”可以退出编辑模式。 



 

必要时提供可设置选项 

 

某些应用需要安装或设置选项，但是大部分应用不需要这么做。一个成功的 app 可以让大

部分用户上手迅速并通过主界面给用户提供调整体验的方式。 

 

避免让用户去（系统）设置中（寻找解决方法）。请记住，用户必须关闭你的 app 才能进入

系统设置，相信你也不希望用户这么做。 

 

当你的 app（的默认状态）满足大部分用户的期望，（用户）对设置项的需求就减少了。 

 

如果有必要，让用户在你的 app内进行设置。提供设置选项可让你的 app的变化直接体现，

并让用户看到，也无需离开你的 app 再去设置。 

 

尽可能在主界面提供设置选项。用户在执行主线任务时如果想频繁改变设置，放置在主界面

的设置项就很有意义。如果用户只是偶尔用到设置项，就将其放在独立的视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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