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FileMaker 开发者大会演讲者系列 

小改进， 
大成效。 
优化用户界面指南

Soliant Consulting, Inc. 的 Martha Zink



FileMaker 开发者
大会 

开发者大会 (DevCon) 是 FileMaker 举办
的年度开发者会议，在此期间举办深入了
解相关知识的课程、特殊兴趣会谈和面对

面讨论会，此外还提供与众多 FileMaker, 
Inc. 员工和经验丰富的 FileMaker 平台开
发者建立联系的机会。DevCon 是汇集全
球 1,500 多名 FileMaker 从业人员的重要
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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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希望用户喜爱我们的软件，那就应
当在设计中赋予它令人喜爱的特性：殷勤、
慷慨、 实用。

— Alan Cooper 
美国软件设计师兼程序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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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这本初级水平电子书根据 Martha Zink 
在 2017 年 FileMaker 开发者大会上的
演讲 “从用户处获得正确答案 - UI 使用
技巧和窍門” 编制。  

Martha 是 Soliant Consulting 的技术项
目主管，从事 FileMaker 平台开发已超
过 12 年时间。  

她的职责包括构建基于 FileMaker 平台
的定制化 App、分析客户和企业需求以
及辅导内部开发者和顾问。 

https://youtu.be/ZipQC6NO1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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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的用户界面为何重要？

如果用户可以轻而易举地浏览与操作您
的 App，一切都会很愉快。要确保用户
有充分的时间完成重要任务，您需要在

最初设计时就做出合理的构想。  

试想一下，您需要在网站上做一件事， 
但无法实现。是不是感到很泄气？我们

要做的，就是避免用户产生这样的感受。

FileMaker 平台可以让您为满足用户和企
业的需求，量身定制独特的使用体验。

•出色的用户界面 (UI) 促进成功

• UI 专注于用户及其需求

• [用户] 感知即现实

•您关注的 UI 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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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问题
01 从这三个宏观的问题开始

您的用户是谁？ 

他们将看到什么？ 

他们将做什么？



7

您的用户是谁？

不同的职责需要不同等级的安全性，以
及不同布局的访问权。 

平板电脑设备与便携式电脑的使用存在
很大的差异。用户需要轻点还是点击？
这款 App 将如何影响他们的职责？ 

工长在检查工地时需要使用移动设备，
而管理者可能需要在台式电脑上审核时
间表。想一想，您的用户将如何访问这
款定制化 App？

职责是什么？

-管理 
-管理员 
-数据录入员

使用什么平台？
-桌面平台 
-移动平台 
- Web

技术接受度如何？

-喜爱 
-宽容 
-反对

有关用户的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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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用户呈现什么？

用户所见十分重要。混乱会导致挫
败感，受挫的用户可能不会使用您
的 App。 

新用户同时面临了解商业规则和学
习使用新软件的任务。 颜色与对比度

-主题和样式 
-对象状态 
-条件格式化

一致性
-无忽略的对象 
-主题和样式 
-对象状态

清晰度
-边距 
-空白 
-工作流程

三个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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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将要做什么？

花些时间与用户沟通，了解他们如何
管理自己的日常工作。哪些流程有待
提高效率？哪些流程影响了他们的积
极性？ 

了解这些问题可帮助您对定制化 App 
中需要包含的功能进行整体规划。 

用户交互与提供帮助的方式

如果用户： 通过以下方式提供帮助：

查看而不是编辑数据

弹出框 

卡窗口 

主题与样式

遵循工作流程
进度条 / 按钮栏 

卡窗口

依赖屏幕流程

Tab 键顺序 

导航 

条件可见性

发生错误
自定义对话框 / 自定义信息 

条件格式化 / 可见性



创建更出色 UI 的 
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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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用户 

询问痛点 

换位思考 

请记住：以用户为中心，而不是您自己

了解用户实际在做什么，而不是用户 “说” 自己在做什么。发现用户的受挫
之处以及简单的解决方法。您可以借此机会掌握用户痛点并为他们及其企业
带来改变，毕竟，企业是由人组成的。 

观察、了解并解决用户的需求，您会为此感到欣慰。

关注用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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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更出色 UI 的 
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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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您培训用户如何使用 App，不如让用户在使用 App 的过程中自主学习。
了解下面的 FileMaker 平台工具对于成功开发定制化 App 至关重要。

了解您的工具

主题和样式 / 对象状态 

条件格式化 

条件可见性  

按钮和按钮栏 

自定义对话框 

卡窗口 / 弹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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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技巧和窍門
04

利用 FileMaker 平台工具逐渐优化 UI 体验，帮助用户提高工作效率。

从简单的数据库入手

App 优化前

App 优化后



使用技巧 #1：主题和样式

整理布局中的字段、调整 Tab 键顺序、应用一致性风格，并通过格式化设置字段，使地址显示更为标准，从而更易于查看。 

之前 之后



使用技巧 #2：条件格式化

使用条件格式化为用户更明确地显示必要操作。 

之前 之后



使用技巧 #3：卡窗口

使用卡窗口作为选择器，更轻松地完成选择客户的操作。 

之前 之后



使用技巧 #4：弹出框

使用弹出框添加额外的状态信息。 

之前 之后



使用技巧 #5：按钮栏

考虑使用按钮栏更明确地显示发货单状态。 

之前 之后



使用技巧 #6：自定义对话框

创建自定义对话框，指导用户执行特定任务。 

之前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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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构建定制化 App 的
初期准备

构建

开始构建您的
定制化 App

部署

与团队分享您的
定制化 App

三部指南可以帮助您规划项目、构建您专属的定制化 App，
并借助这些指南为团队部署您的 App：

观看 Martha Zink 完整的 DevCon 演讲， 
下载她在演示中使用的示例文件：

后续步骤
05 从用户处得到正确答案 – 

UI 使用技巧和窍門
BEG002.fmp12.zip 

269.7 KB 

http://info2.filemaker.com/customapps_success_guides2017_lp.html?language=zh
http://info2.filemaker.com/customapps_success_guides2017_lp.html?language=zh
http://info2.filemaker.com/customapps_success_guides2017_lp.html?language=zh
http://www.filemaker.com/cn/custom-apps/index.html#fm-video-common-business-challenges
https://youtu.be/ZipQC6NO1UQ
https://community.filemaker.com/docs/DOC-8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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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Maker.com/cn 学习网站为您提供定制化 App 学院 (Custom App Academy) 培训
教程、网络研讨会、讨论会、视频和教材： 
filemaker.com/cn/learning/

官方 FileMaker 社区可在您与其他 FileMaker 用户和专家之间建立连接。获得问题解
答、观看视频并访问技术概览、使用指南文章、白皮书以及更多内容。 
community.filemaker.com/

FileMaker.com/cn 支持网站提供产品文档和知识库文章，帮助您做出购买决策并指
导您进行安装： 
filemaker.com/cn/support/

关注 FileMaker 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资讯： 

在线学习、培训与社区查阅资源

获取我们提供的资源，在您使用 
FileMaker 平台开发定制化 App 
的过程中获得帮助。

http://www.filemaker.com/cn/learning/
https://community.filemaker.com/
http://www.filemaker.com/cn/sup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