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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网页设计的审美化

□王勇∗　洪斌

　　摘要　追求美是人类的天性.图书馆在网页设计实践中逐渐产生了审美意识.网页设计的

审美化能够改变网页的表现形式,从而改善读者对图书馆网站的使用体验.文章以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图书馆等网站为例,发现和总结图书馆网页设计的审美化特点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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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网站是图书馆的网络化存在,是图书馆

客观情况的抽象表达,也是图书馆主要的网络门户

和入口.对用户而言,网站主要由一个个网页组成,
网页设计的合理性影响着网页的效用,继而影响读

者的感知和利用.在当今,诸多因素促使图书馆网

页发生改变.例如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呈现出异常多

样的形态,图书馆的内外部信息环境及读者信息行

为与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读者对网页的审美水

平的提高和对使用体验的挑剔,以及网页设计技术

和设计艺术对图书馆网站系统建设的影响,等等.

１　图书馆网页设计的审美意识

审美的过程是主客体统一的过程[１].图书馆网站

的网页作为审美客体,既可以是内在规律,也可以是外

在特征,而其审美主体既可以是读者,也可以是馆员.
随着用户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平的提高,其对网页的

形式美感和使用体验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已不再满足

于功能良好但缺乏美感的网页.好的体验是对功能的

超越,设计者和用户共同构成了网页再设计的主观驱

动因素.客观方面,影响网页表现力的诸多因素都在

变化.如网速越来越快、屏幕越来越大、技术越来越进

步、网页制作者的水平越来越高,网页艺术设计甚至已

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艺术门类,这些都在客观上为提

高网站的艺术表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多数大学图书馆网站肇始于世纪之交,从最初

的纯静态页面,到后来的 CMS整站程序,到当前的

定制开发,功能越发复杂,内容越发丰富,形式越发

美观,馆员逐渐积累起丰富的经验,也越来越重视网

站制作和网页设计,开始探究人与网页的关系,并逐

渐深入到内涵、思想和细节的考究,审美经验与心理

逐渐从幼稚走向成熟.北京大学图书馆网站的几次

改版(图１－７),就能反映出审美意识从无到有到内

化于心的发展历程.
图１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最早期的主页,采用左右

框架结构,以文本和超文本链接为主,彩色分割线是

当时为数不多的设计元素之一.图２是北京大学图

书馆最早期的中文界面主页,有了版块概念,开始有

了图标、按钮、计数器等要素.图３有了醒目的Logo
和背景图,萌生出微弱的设计感.图４出现了主菜

单,“百年馆庆”动态显示,新闻向上滚动显示,子菜单

滑动显示,“加法”迹象明显,显示出设计者早期刚刚

起步的审美心态.图５字体缩小,显得俊秀.弧形线

条和不规则图形的运用,透露出设计者试图挣脱刻板

布局的禁锢.梳理服务、罗列链接是世纪初大多数图

书馆主页的做法,缺乏版块和场的概念意识.设计者

审美意识大大增强,处于探索、学习与快速成长的时

期.图６中学科服务方兴未艾,占据了比较重要的页

面位置和较大的幅面.检索框过于狭小,犹抱琵琶半

遮面.有了配色意识,阴影元素试图给人以视觉层

次.有了版块意识.整体布局泄露出设计者难以取

舍的矛盾心理,逻辑性不强,审美化处于摸索中.图７
中网站向门户概念转变,检索框占据了相当大的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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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布局、配色从容不迫,扁平化之风明显,做了大量

减法,逻辑性强,兼容性强.主体幅面还有增大的空

间,审美化走向成熟.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新 版 网 页 采 用 优 雅 的

Metro风格,缘于其敏锐地看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到来,但因其采用过于追求移动设备触控体验的大

色块及翻转动画(图８),大色块和翻转动画更适合

移动设备触控操作,有着鲜明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烙

印,在PC上的显示则密不透风,略有窒息感,反而

影响了网页在PC上的表现.
虽然审美是一种主观活动,并带有强烈的感性色

彩,但是作为本体意义的网页,其客观存在的美不能被

忽视.而目前多数图书馆只重视内容而忽视外表,并
未真正意识到网页设计的审美意义,或者因为人员、技
术等因素的掣肘,无法对网页的表现形式倾注足够的

热情和精力,导致一些图书馆网站给人一种粗陋、冷漠

的印象.这一点,通过观察北京数十家“２１１工程”高校

图书馆的网站就可以看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图书

馆开发第三版网站历时一年半的时间,也足以说明时

间和精力的投入是良好网页效果的重要保障.

图１　北京大学图书馆主页①

图２　北京大学图书馆主页②

图３　北京大学图书馆主页③

图４　北京大学图书馆主页④

图５　北京大学图书馆主页⑤

６４

高校图书馆网页设计的审美化/王勇,洪斌
TheAestheticsofUniversityLibrariesWebpageDesign/WangYong,HongBin

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９９６Ｇ１１Ｇ１１]．http://web．archive．org/web/１９９６１２２９０７０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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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北京大学图书馆主页①

图７　北京大学图书馆主页②

图８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主页③

在中国知网以“网页设计”为主题的１２０余篇图

书馆学科的论文中,专门论述网页审美的文章不多,
但是从对网页设计制作的分析和主张里,能看出图

书馆对于网页设计逐渐增强的审美意识.如郑勇在

«从言语到话语———赋予高校图书馆网站以对话性

格»[２]中从话语的视角谈到了当前图书馆网站普遍

存在的问题,并深刻认识到图书馆网站的人文色彩

对读者产生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彭楠在

«高校图书馆网页设计中的视觉传达艺术———以中

美高校图书馆为例»[３]中,着重分析了网页设计的布

局、色彩、文字、图形等要素,并把美对于图书馆网页

的意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徐方在«浅谈高校图

书馆网页的美术设计»[４]中,总结了高校图书馆网页

设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提高网页美术设计水平

的方法.总之,图书馆网页的审美化还有更多值得

探索和深入研究的空间.

２　网页表现形式对于审美的意义

在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对客体的感受首先是

直观的、感性的,这主要源于客体的表现形式.“１９
世纪末２０世纪初,随着表现主义等现代艺术的相继

出现,形式问题被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

置.”[５]甚至“被提到了艺术创作本质的高度来看

待”[６].可见形式之于设计艺术和事物本质的意义,
可以说,整个世界都在艺术化.在设计领域的通俗

意义下,艺术意味着形式上的美.从认知的角度看,
“所有对设计物的消费都是建立在外部感觉的基础

上,进而形成内部的感觉,引起生理与精神的愉

悦.”[７]这是增强网页艺术性的心理学理论依据之

一.乔布斯对世界的一个重要改变就是,他通过对

产品的艺术性的近乎变态的苛求,深刻地改变了产

品的存在形式,让人们意识到艺术形式或视觉形式

之于用户体验的重要性,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审美

心理.这与李克强总理提倡的“工匠精神”是一致

的,都体现了人们追求更加美好事物的时代精神.
下文各节的讨论亦不脱离表现形式的范畴.

网页的重构不单是对环境的适应,也是网页本

身趋于完美的内在发展要求,网页需要创新和重构.
网页设计要契合时代精神,不单要考虑到网页设计

的理性、技术、科学、逻辑、系统、秩序、严谨,也要考

虑到网页设计的感性、艺术、人文、韵律、个性、情感

等有助于增加网页表现力的后现代主义风格特点,
重视网页的视觉秩序和视觉传达,以更符合艺术规

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风格和形象,彰显自己的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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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气质.甚至将网站拟人化,赋予其性格,并通过人

的直觉性给人以美感和享受,使读者在精神层面感

受到图书馆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意境.更重要的是,
用艺术提升网页表现力,有助于传达信息、表现内

容、展示功能,达到内涵与外延、内容与形式、功能与

表现的和谐统一.及时改变我们的网页,以美的名

义,会提升网站的友好性;注重人的感受、体验、品
味,避免用户产生审美疲劳,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读

者暂时找不到所需信息时的不满情绪.

３　用减法思维提升网页的设计感

早在１００多年前,日本文化中的“素简”审美意

识就已产生,这与西方流行的“极简主义”(MinimalＧ
ism)异曲同工,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的“去繁就简”运
动[８].及至苹果手机等系列产品的出现,意味着人

们对繁琐的对抗达到了顶峰.这就是减法思维,其
逻辑终点是至简、专注、适度、控制、无为,重视“空”
与“无”.“减法思想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
果善于利用这种思想,我们能够提纲挈领、去芜取

精、删繁就简、由浅入深,从而抓住本质,免于无病呻

吟和盲从迷惘.”[９]减法的本质是回归纯粹,是否定

之上的肯定.但减法是思想和意识,是一种审美倾

向,减法不是为了降低网页的丰富性.从北京大学

图书馆和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主页的几次改版可以看

出,网页设计经历了先加法后减法的发展过程.

３．１　少就是多,减少用户的选择

“禅宗讲,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一句也是

多,一说就是错.”[１０]取舍是艺术,选择是追求艺术

的手段.在设计领域,无论是古代宋汝窑,还是现代

海报,极简主义风格历来都是一股清新之风.所以,
更重要的不是在主页上放什么,而是不放什么.放

多了容易,放少了不容易.越简单,越难,但越容易

被读者记住.我们需要对现有网站及其包含的所有

东西陌生化,方能做出大胆地取舍.可以说,重新设

计网站的本质,就是大胆地舍弃.秉承减法思维,让
单一、简单、纯粹的有规则和有秩序的元素占据绝大

部分幅面,视线自然会集中到突出的部分.这种强

烈的对比,让页面拥有更强的表现力.尝试去掉可

有可无的内容、选项、功能,将用于表现的要素扁平

化,减少分散注意力的干扰因素,避免罗列、堆砌和

囤积形成的信息干扰和视觉干扰,剩余的部分自然

会渐渐凸显,页面信息的辨识度会渐渐提高.少就

是多.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图书馆网站为例(图

９),GoogleAnalytics对页面点击行为的统计显示,
图书馆网站上很多栏目、文字、图标、按钮都是没必

要的.根据统计分析,综合考虑后,新版网站去掉了

首页将近一半的链接.减少用户的选择,就是“节省

读者的时间”,因为选择很多时候是一种负担.

图９　GoogleAnalytics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图书馆

早期页面的访问数据统计①

３．２　不试图取悦所有的读者

主流读者永远占据８０％的多数,不要因为试图

取悦或满足少数新生、专家读者,或者炫耀网站的技

术和设计,而降低主流用户的满意度.减法是反个

性、反定制、反 Web２．０的,谷歌早在２０１３年关闭了

用户可自定义的iGoogle和可订阅的GoogleReader
就是例证.过多的自定义和读者参与,会让读者困

惑,显得设计者没有主见,甚至起到相反的效果.因

而,设计者应该在与领导和读者的协商中不轻易妥

协和迁就,不轻信读者问卷调查的结果,不试图取悦

所有类型的读者.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主页

就非常简洁明了,分类清晰,导向明确(图１０).另

一方面,降低网页的复杂度,精简网页的内容,砍掉

华而不实的、无法提供足够水平服务或连续服务的

栏目,注重网站的实用性,提高信息的质量和浓度,
有助于减轻工作人员的负担,提高其专注度和工作

效率,继而提升网站更新频率和服务层次,体现出网

页的主张、个性和活力,保持强有力的持续性和存

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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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主页①

３．３　权衡功能与形式的关系

美国建筑师路易斯沙利文的“形式追随功能”
的观点后来成了设计中的一个时尚说法[１１].这一

观点也体现在形形色色的网站上.在实用性极强的

网站上,功能占据了主导地位,形式被弱化,甚至退

居一旁.比如,几乎没有人会关注火车购票网站的

形式布局,只要网站能够清晰地呈现所查询的结果,
并顺利地引导购买到需要的车票,其他一切因素都

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但是,一旦其在购票过程中

遇到了一丝麻烦,用户很可能火冒三丈,这就是功能

的意义.图２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早期网站,在缺乏

审美意识的时代,在社会信息化起步的阶段,仅仅是

信息传达也能满足用户的基本需求.故形式与功能

在很多情况下是标本关系,切忌本末倒置,谨防形式

削弱网页主体的诉求效果.减法的前提是加法和周

密,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信息构建的规律.

４　页面布局的内在逻辑促进了审美化

“心理模型是指人们通过经验、训练和教导,对
自己、他人、环境以及接触到的事物形成的模型.一

种物品的心理模型大多产生于人们对该物品可感知

到的功能和可视结构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当系统表

象(SystemImage)杂乱或不恰当时,用户就会觉得

该物品操作起来很难,如果系统表象不完全或自相

矛盾,就会给用户带来麻烦.”[１２]同理,读者总是带

着某种目的去访问和使用图书馆网站,即使其行为

看起来有些试试看的随意性,那也会引导和影响他

的心理模型,这种心理模型蕴藏在遇到问题→信息

需求→信息检索→信息获取→信息运用→解决问题

的模式中,受其认知和预期的影响,并会随着浏览的

进一步深入而动态变化.当网站的组织逻辑呈现出

的系统表象与读者的心理模型偏差太大时,读者由

此产生的困惑也会相应地变大.网页的逻辑性设计

的内因是网站的内在规律性,外因是图书馆对业务

工作的理解与把握以及设计者的认识和技术水平.
增强网页设计的逻辑性,能够纠正网页的感性和艺

术性设计可能带来的偏差.一个好的网站,必然是

一个逻辑性强的网站,能够让读者达到一种“最佳体

验”:即“当人进入一种全神贯注的状态时,他会感到

一切都水到渠成、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１３]网

页的逻辑影响着网页的审美,网页的审美化又倒逼

网页不断强化自身的逻辑性.

４．１　符合视觉规律

大多数网页内容的重要性的分布符合这样一个

规律:从左上角到右下角,呈现F型或扇形.也就是

说,从左上角到右下角,内容越来越不重要.这一视

线运动特点在有关网页设计的诸多文献中都有提及

或讨论,此规律也符合用户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的视

觉流程.经观察,大多数的图书馆主页都符合这一

规律,如标题和Logo总是在左上角;统一检索框总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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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６Ｇ１０Ｇ１４]．http://www．l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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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主页①

图１２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主页②

是置于页面中央或偏左上方;友情链接等非核心或

次重要的功能总是在页面的最底部.尤其互联网早

期的网站这一特征非常明显.根据网页要素的重要

性进行符合视觉规律地布局,读者就可以自然依据

直觉做出判断.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早期的主页这一

特征尤其显著(图１１－图１２),但２００３年出现搜索

引擎后,这一特征在逐渐淡化(图１３).网页也从早

期的文字和链接为主,逐步开始有了布局审美,出现

了主菜单和检索框,链接增多,“加法”迹象明显.
“AskaLibrarian”同时出现在主菜单和页面左栏,

强调了图书馆的咨询服务,但最终只保留在主菜单

里.伴随全球信息化大发展,电脑硬件迭代速度加

快,电脑屏幕越来越大.设计者意识到网页幅面过

小的尴尬,图１４中设置了全屏的背景图.图１５中

无论是布局还是配色都精细考究,显现出审美化日

臻成熟.纵横幅面大幅增加,减法迹象明显,链接明

显减少,主菜单经反复调整后基本定型,逻辑性和兼

容性强.大幅面的检索框极大地改变了页面的布

局,具有强烈的设计色彩.相较于早期的康奈尔大

学图书馆主页,现在的主页(图１６)给人的感觉是稳

重、大方、简洁,舒适.这种感觉源于审美客体诸多

要素的逐渐演变:内容的取舍、版式的调整和布局的

优化,字体、间距和配色的不断磨合,这些要素的演

变脉络显现出设计者的审美日臻成熟.

４．２　设计的自然演进[１４]

如果你的抽屉里还有第一代的iPhone手机或

者小米手机,不妨拿出来和现在的手机比较一下,你
会发现,新一代的手机总是更加好用.除去技术进

步的因素,在手机长期的使用过程中,经过每个人无

数次地操作,绝大部分人最终会趋向于一个固定的

使用习惯,这种习惯促使更新一代的手机按键回归

到它最合适的地方(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早一代

的某些手机电源键设置在手机顶部,大大增加了单

手操作导致手机脱手的风险),而非必须的按键就会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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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９７Ｇ１２Ｇ１１]．http://web．archive．org/web/１９９７１２１１０８５３４３/http://www．library．cornell．edu/．
②　[１９９９Ｇ１０Ｇ１３]．http://web．archive．org/web/１９９９１０１３１４４２０４/http://campusgw．library．cornell．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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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淘汰,这也让所有品牌的手机工业设计也趋于一

致.这就像是自然选择和演进.这种自然的演进反

映在网页设计上,就是网页构成要素和形式要素的

自然而然的优化调整.绝大多数主页的标题下方都

有主菜单,登录框往往在左上角或者右上角等.这

也符合读者的期望路径.我们经常会在公园里看到

人们在草坪上走出来的小道,那并非人们的错,而是

大家本能似地走出来的期望路径或者叫愿望线.人

们之所以没有走设计好的石子路,就是因为设计者

和使用者的期望错了位.这种错位,或者是喧宾夺

主,会浪费读者的时间,也会增加图书馆和读者交互

的成本.以主菜单的演变为例,从图１３－１６中可以

看出,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主页在２００３年开始出现主

菜单,几经演变,最终保留了“Home、AboutUs、LiＧ
brariesandHours、AskaLibrarian、Help、MyAcＧ
count”等最常用的几个链接.

图１３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主页①

图１４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主页②

图１５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主页③

图１６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主页④

４．３　让网页更具层次

链接的目标通常是网页.链接是放在主页,还
是放在二级、三级等页面,要遵守需求决定的原则.
即首先是假设链接是次重要的、次需要的,除非有足

够的理由,才谨慎地将其从低一级的页面提到高一

级的页面,直至放置到主页面.整个网站就会逐渐

呈现具有审慎意味的逻辑层次.另外,把页面链接

用具体而不是笼统、具象而不是抽象、明确而不是两

可、单一而不是复杂的用语清晰地表义,同时做好归

类便于读者需要时能按照正常的逻辑去发现.或将

关系紧密的链接聚集在一起,或通过页边相关链接

或文中的超级链接将主题延伸,从而优化导航体系,
有助于读者集中注意力,感知到内在的指引和信息

１５

高校图书馆网页设计的审美化/王勇,洪斌
TheAestheticsofUniversityLibrariesWebpageDesign/WangYong,HongBin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０３Ｇ０５Ｇ３０]．http://web．archive．org/web/２００３０５３０１８１９３２/

http://campusgw．library．cornell．edu/．
[２００５Ｇ０６Ｇ０８]．http://web．archive．org/web/２００５０６０８０１２９３２/

http://www．library．cornell．edu/．
[２００９Ｇ０７Ｇ１３]．http://web．archive．org/web/２００９０７１３２１４５４３/

http://www．library．cornell．edu/．
[２０１６Ｇ１０Ｇ１２]．https://www．library．cornell．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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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动,让信息需求引导读者跟随设计者的思路去

探索和发现.
图１７为典型的信息堆砌与罗列,缺乏层次与逻

辑,影响了信息的表达和读者的体验.新版网站中,
重新组织了页面层次,如将与本馆相关的所有介绍

降级为二级页面,以突出资源与服务.

图１７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图书馆主页①

４．４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

细细考虑每个链接的相互关系,将其以解决问

题为导向优化组合成一个功能区,要优于粗糙地罗

列.比较典型的就是检索框,将有因果关系、互补关

系、逻辑关系、相关关系、隶属关系的链接围绕一个

问题或主题进行布局或呈现,是涉及到为读者提供

深层服务的一种体现.比如,馆藏查询,通常是馆藏

书刊目录的查询,把与此互补与延伸的馆际互借服

务聚集于此,符合逻辑.通过占据一定的空间,按重

要性程度多向度排列,避免罗列.北京科技大学等

国内很多图书馆的主页,都是传统的、典型的以罗列

为特点的布局形式,这种设计不易区分要素的主次.

５　形态要素和构成要素的审美变化

网页设计的构成要素是指将形态要素进行组合

的形式法则及艺术规律[１５].构成要素包括版式设

计、导航设计和色彩设计.其中版式设计“决定了网

页的艺术风格和个性特征,并以视觉配置为手段影

响着网页页面之间导航的方向性以吸引浏览者注意

力来增强网页内容的表达.”[１６]形态要素通过版式设

计,会形成特定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传递出的信息

要大于要素本身所具信息之和.版式设计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用户对网页的效用和整体的视觉印象.
形态要素和构成要素在设计上的改变涉及无穷的细

节,如沈奎林等在«浅谈高校图书馆网站基于用户体

验的 Web界面细节设计»[１７]等着重探讨了网页设计

的诸多细节.上文中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主页的演变,
也可以直观地看出图书馆对网页设计审美的变化,这
里简要探讨当前若干易被读者察觉的一些设计特点,
也是很多设计精良的网页具有的共同特点.

５．１　加大网页的幅面

当前,各类显示终端的屏幕分辨率越来越大,常
见的也是主流的桌面电脑显示器为１９英寸屏幕,方
屏样式分辨率为１２８０像素∗１０２４像素,宽屏样式

分辨率为１４４０像素∗９００像素.更大尺寸的显示

器的分辨率则更高,即使是笔记本电脑,１３英寸的

笔记本分辨率也不低于１４４０像素∗９００像素.更

大的分辨率意味着更大的网页幅面,网页设计者拥

有更多的空间去展现内容.于是越来越多的网站开

始将页面主体宽度和长度加宽加长,以适应越来越

大的分辨率.
表１　采用较宽分辨率页面的大学图书馆主页

图书馆
页面主体幅面

(宽∗高)
网址

普利茅斯大学图书馆 １１７０∗１１４３ http://library．plymouth．edu/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 １１５０∗１８７０ https://lib．asu．edu/

滑铁卢大学图书馆 １１７０∗１６０１ http://www．lib．uwaterloo．ca/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１２００∗３２１９ http://www．library．ubc．ca/

匹兹堡州立大学图书馆 １１６０∗１９００ http://axe．pittstate．edu/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１２００∗１２０２ http://library．princeton．edu/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 １３５０∗１１１７ http://www．lib．uchicago．edu/

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 １１４０∗２８３４ https://www．lib．umn．edu/

剑桥大学图书馆 １１８０∗２６９１ http://www．lib．cam．ac．uk/

麻省理工大学图书馆 １２０６∗１７０８ http://libraries．mit．edu/

俄亥俄大学图书馆 １１８０∗１４９３ https://www．library．ohiou．edu/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 １１７０∗１８２９ https://www．library．cornell．edu/

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 １２６０∗９４２ http://lib．cufe．edu．cn/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 １０８５∗９７６ http://www．lib．cau．edu．cn/

北京体育大学图书馆 １２７５∗１２４７ http://lib．bsu．edu．cn/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１１４０∗１０３６ http://www．lib．bnu．edu．cn/

　　由表１可见,国内外均有大学图书馆网站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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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宽页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宽页面多超过１１００
像素,但小于１２８０像素,以避免在主流的１２８０像素

∗１０２４像素显示器上出现横向滚动条.国外大学

图书馆网站除了页面宽,页面长度也大,其中不列颠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页面长度达到３２１９像素.明

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的主页(图１９)除了有大量的空

白,还有大量的内容:开馆时间的安排,对功能的解

释,对图书的推荐介绍甚至是图书馆活动内容的介

绍.相较早期网站的局促和逼仄,更宽更长的页面

幅面更有张力,页面布局更从容不迫,页面元素更多

元化,视觉上更加舒适,同时能够容纳更多的内容.

５．２　突出检索框

谷歌搜索引擎诞生后,很快就取代了风行一时

的雅虎分类体系.检索框的出现,也改变了网页信

息构建的特点和规律.图１５－１６可以看出,图书馆

主页检索框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图书馆主页的整

体面貌,也深刻影响了主页设计的审美取向.尤其

是对于存储海量信息的图书馆来说,检索框部分是

页面中最重要的功能版块,是整个页面的逻辑中心,
读者的大部分信息需求应该由检索框来响应和满

足.尤其发现系统整合了各类资源,对元数据进行

分类、聚合与分面,赋予检索框更多的意义和更重的

分量.检索框在整个页面上需要浓墨重彩地着重打

扮:加大幅面,设置背景图等.另外,以解决读者信

息需求和问题为导向,增加检索项目和检索项目的

相关链接,对读者进行精细的思路引导.

图１８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图书馆主页①

图１８给人的整体视觉印象是既稳定又不失活

力,既理性又闪烁着感性,布局清晰有秩序.检索框

部分面积达到８９０∗４６０像素,定期更换的背景图形

成的背景场起到了占据空间的作用,结合留白和聚

散,形成了整个页面的视觉中心,诱导读者通过检索

快速获取信息.具有半透明效果的png前景图,使
背景图不完全显示,引起读者的好奇心,使之有进一

步了解的渴望,产生点击动作,进入到图片数据库

中.定期更换背景图,也会减缓读者的审美疲劳,同
时也扩展了图书馆资源展示的维度.

５．３　要素的扁平化

近几年,设计领域兴起了扁平化之风.操作系

统、网站页面、手机 UI、APP图标、PPT演示等应用

都有表现.扁平化是极简主义思维在操作层面上的

表现,这里,主要是指要素在视觉形式上的扁平化设

计.相对传统设计的浓墨重彩,扁平化摒弃了华丽

的装饰,追求单一、纯粹的表现,具有“天然去雕饰”
的朴素典雅,让人视觉安静、心里平静.具体而言,
就是用点代替线,用线代替面,用面代替立体,要素

设计讲究少、小、细、浅、平、淡,整体视觉上显得轻

盈、淡雅、飘逸、灵动,颇具风格,见图７、图２０.

５．４　要素的精细化

２０１６年６月,小米手机即将发布 MIUI８版本,
该版本采用了小米兰亭字体.小米公司与方正合

作,经过１８个月的精心打磨,从中宫调整,到重心设

计,根据移动互联网的展示和阅读特性对新字体做

了细致的设计[１８].如果比较单个汉字,几乎看不出

小米兰亭与微软雅黑有何不同,但是当汉字呈整齐

的线性排列,读者的阅读体验就会发生变化,尤其是

对于心细敏感的读者来说,舒适的文字能够让他们

感到妙不可言的愉悦.文字是网页上最重要的形态

要素,是信息的主要承载者,越来越多的网站开始采

用雅黑字体作为网页的主要显示字体.字体的变

化,显示出图书馆对要素的精细化的要求,注重读者

在视觉上的细致入微的体验.

５．５　直接呈现内容

国内的网站,极少有在主页上放置成行甚至成

段的文字、图片、头像等.然而,国外不少大学大图

书馆网站,在主页上直接显示新闻、博客的图文内

容,或者相关功能的文字介绍,以及有关阅读推广的

内容,甚至放置馆员或读者的头像,这种做法一改图

书馆网站的刻板印象,给人扑面而来的亲和力.这

些内容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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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员的头像及其博文的内容;

⚬ 图书馆各种活动场景的照片;

⚬ 推荐的图书、图片的图文介绍;

⚬ 阅读推广的图文内容;

⚬ 读者阅读或者交谈的照片;

⚬ 关于搜索框或者链接的注释;

⚬ 图书馆新闻或事记的摘要;

⚬ 开放时间的具体内容.
如此显现一种具有杂志风格的平衡和均衡之

美,如图１９,也给网页增添了些许媒介的特质,一下

就拉近了图书馆与读者的距离.也正是上文阐述的

减法思维,才让网页的丰富性得以彰显.

图１９　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主页①

５．６　不吝运用色彩

“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表明,色彩不仅能引起人

们大小、轻重、冷暖、膨胀、收缩、前进、远近等物理心

理感觉,而且能够唤起人们不同的情感联想,因为不

同的色彩相配合能够产生热烈兴奋、还清喜悦、华丽

富贵、朴素大方等不同的情调.”[１９]通过对一些国际

知名大学图书馆的网站的观察,发现其敢于也善于

运用色彩,尤其是在页面顶部、底部的大幅面的色

块,使网页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国内大学图书馆网站

则鲜有这种运用.这些颜色大多为纯色,顶部多为

红色等积极、活泼的暖色,底部多位黑、灰、蓝等冷

静、沉稳的冷色.简要来说,色彩、色块具有以下几

种作用:①使页面显得稳定、沉稳、厚重.②分割页

面、区分功能区域,改善页面的结构.③使页面更具

活力和美感,营造网页的主色调.④运用色彩的情

感作用,影响用户的心理、生理和感知.善于运用色

彩,是对设计人员思想成熟度的反映与考验.

６　富有兼容性成就移动显示的审美化

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信

息化进一步发展的存在形态,影响广泛而深远,折射

出信息社会的迅速发展变化.技术的进步总是超乎

人们的意料,也更加影响网页的表现形式,图书馆网

站需要适应各种形式的信息展示途径.以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图书馆为例,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知识

发现系统、校外访问系统、学位论文系统等相关系统

的不断升级促使图书馆网站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和

完善,涉及到内核、安全、功能、内容、风格、样式等多

个方面.图书馆网站建设和网页设计,应该是一个

系统的、全面的软件建设项目,既要考虑网站系统与

其他系统的对接和交互问题,也要考虑到网页对各

种环境的兼容性等问题.
首先是采用响应式 Web设计.“响应式 Web设

计(ResponsiveWebDesign)的理念是:集中创建页

面的图片排版大小,可以智能地根据用户行为以及

使用的设备环境(系统平台、屏幕尺寸、屏幕定向等)
进行相对应的布局.”[２０]响应式网页设计的出现,除
了需要适应不同显示器大小和浏览器窗口大小外,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需要适应移动设备的显示环境.
以手机为例,据«第３７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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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报告»,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６．２亿,有９０．１％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只使用手

机上网的网民达到１．２７亿人,占整体网民规模的

１８．５％[２１].可以说,未来属于移动设备.响应式网

页设计使网页富有弹性,当网页遇到不同的显示环

境时,能动态调整布局和图片大小,从而给用户呈现

最舒适的显示效果和触控反馈.当前,网页对移动

设备的适应性有以下几个方面:

⚬ 各类移动浏览器直接解析普通网站网页.

⚬ 建设 WAP移动版网站,以适应移动设备浏

览器的显示.

⚬ 基于 HTML５的自适应网页设计(如适合微

信传播的专题页面).

图２０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主页①

图２０在１９２０∗１０８０像素手机的 UC浏览器中

显示的效果,页面淡雅,视觉舒适;检索框幅面略小.
在不放大的情况下,可以完成检索等各种触控操作.
良好的移动设备兼容性成就了移动显示的审美化.

其次是减少浏览器兼容性问题.浏览器及其版

本(包括３２位和６４位的区别)的多元化,导致现有

网站或网页存在浏览器兼容性问题,而差异性主要

在于Chrome、IE８．０、更高或更低版本的IE以及其

他浏览器之间,并且差异性非常大,涉及大量的代码

格式.“因为不同浏览器使用内核及所支持的 HTＧ
ML等网页语言标准不同;以及用户客户端的环境

不同(如分辨率不同)造成的显示效果不能达到理想

效果.”[２２]另外,一些链接、按钮的点击以及回车键

对于登录、检索等事件的响应方面也存在兼容性问

题.比如在 CSS文件中,字体样式可以写为“fontＧ
family:微软雅黑”,而aspx文件中,必须写成“fontＧ
family:MicrosoftYahei”.再如IE和非IE浏览器

对“margin”的解析差异就非常典型,在非IE浏览器

中要实现元素水平居中,需要定义“margin”为“０auＧ
to”.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主页就因为全局“marＧ
gin”的值缺少一个“auto”导致页面顶部、中部和底

部出现了明显的错位.
要解决浏览器兼容性问题,首先要把设计语言

升级到最新的版本.通常最新的 CMS都遵循 HTＧ
ML５、CSS３等最新的技术标准,很大程度上减少了

兼容性问题的产生.另外,在设计和开发过程中,要
时常用不同版本的IE和非IE环境对网页进行对比

调试,尤其是注意网站与其他应用系统交互的环节.
还可以通过 W３C的免费在线服务(http://jigsaw．
w３．org/cssＧvalidator/),随时检查网站的CSS,及时

修正错误或不规范的代码.

７　结语

从北京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变化中

可以看出,本世纪初开始,图书馆的审美化倾向发展

迅速.审美化发展前后期的形态要素与构成要素的

主要变化如下如表２.
表２　审美化发展前后期的形态要素与构成要素的主要变化

对比项目 前期 后期

布局 呆板、局促 稳重、得体,检索框对布局影响大

幅面 窄、短、小 宽、长、大

配色 随意、混乱 考究、舒适

内容 链接多而杂,做“加法” 链接少而精,直接呈现内容,做“减法”

要素 杂乱、粗放、违和 扁平、精细、和谐

逻辑性 弱 强

兼容性 差 好

　　国内外大学网站及大学图书馆网站都试图摆脱

拘泥古板的视觉窠臼,尤其是国外大学图书馆的网

站,无论是配色、版式还是风格,相较而言更富有个

性,不但对读者,也对其他网站设计者的社会心理和

审美习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总而言之,网页设计

要脱颖而出,馆员需要在三个维度上发力:效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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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和情感,而立足点是读者心理,他们对应着读者的

三类认知.如图２１所示.

图２１　网页设计的三个维度

不脱离内在,更注重表象.王尔德的见解颇具

意味:“只有表面的气质才能持久,深层的秉性很快

就会被人看穿.”[２３]从用户角度看,打开图书馆网站

感受到页面的美观、简洁、协调,界面友好,语言通

俗,分类简明,重点突出,能迅速获得他们所需要的

信息,找到他们通过别的途径难以得到的文献,就会

产生欣喜不已的成就感,进而产生对图书馆网站的

信任感,继续利用的热情与信心就会油然而生并沉

淀在心.[２４]这就是网页审美化的终极意义.这要求

图书馆具有艺术和人文思维,时时考虑、懂得并尊重

读者的心理,常怀诗意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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