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 设计》教案

授课主题：

模块一： 互联网设计相关概念阐述、UI 基本介绍

教学目的与要求：

知识要点：对 ui 设计有一定的认识，激发学生学习 UI 设计的兴趣；了解 UI 设计中包含

的基本元素。

技能要点：使用 photoshop、AI 等平面软件，进行 ui 设计。

教学重点：界面设计以及各种标记的应用

教学难点：设计美感的体现

教学方法：

多媒体教学：借助多媒体手段，进行课堂理论教学；

启发式教学：教学活动关注的重点从结果转向过程。激发思维，师生互动，增强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教学资源准备：

教材、电子课件、相关网站、产品资料、图纸等

作业及思考题：

课后练习；收集相关资料进行整合学习

教

学

后

记

对专业培养方案、课

程大纲修改意见

对学期课程授课计

划修改意见

本教案修改意见 需增加的教学资源，

与学生反馈意见

任课教师： 教科室主任：



授课主题：

模块二：UI 设计实践

教学目的与要求：

本次课程将讲授 UI设计基本知识，使学生了解到什么是 UI，UI设计涉及到哪些工具。

通过讲授也将使学生了解到 UI组成，UI种类及各自特点.

教学重点：

UI 界面整体表达

教学难点：软件的使用，图形绘制的实现

教学方法：

多媒体教学：借助多媒体手段，进行课堂理论教学；

启发式教学：教学活动关注的重点从结果转向过程。激发思维，师生互动，增强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教学资源准备：

教材、电子课件、相关网站、产品资料、图纸等

作业及思考题：

课后练习；结合实际项目进行训练

教

学

后

记

对专业培养方案、课

程大纲修改意见

对学期课程授课计

划修改意见

本教案修改意见 需增加的教学资源，

与学生反馈意见

任课教师： 教科室主任：

授课主题：

模块三：使用 photoshop 进行 UI 界面设计

教学目的与要求：

本次课程将讲授 UI 界面的基本知识，使学生了解 photoshop 工具的基本操作并进行 UI
美术的设计与实现。



教学重点：

1.photoshop 的基本操作

2.UI 设计基本要素

教学难点：photoshop 的操作；UI 美感表达等。

教学方法：

多媒体教学：借助多媒体手段，进行课堂理论教学并结合上机操作进行深入；

启发式教学：教学活动关注的重点从结果转向过程。激发思维，师生互动，增强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教学资源准备：

教材、电子课件、相关网站、产品资料、图纸等

作业及思考题：

对 photoshop 软件操作进行熟悉；通过实际案例进行软件的练习；进行 UI 界面设计。

教

学

后

记

对专业培养方案、课

程大纲修改意见

对学期课程授课计

划修改意见

本教案修改意见 需增加的教学资源，

与学生反馈意见

任课教师： 教科室主任：

授课主题：

模块四：UI 设计和制作的训练

教学目的与要求：

整合之前课程内容，让学生能够独立设计与制作 ui。



教学重点：

1.主要内容在 UI 的表达

2.主题的设计

3.软件的结合使用

教学难点：photoshop 的操作；UI 设计的美感表达；主题内容的安排等。

教学方法：

多媒体教学：借助多媒体手段，进行课堂理论教学；

启发式教学：教学活动关注的重点从结果转向过程。激发思维，师生互动，增强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实践教学：上机操作，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教学资源准备：

材、电子课件、相关网站、产品资料、图纸等

作业及思考题：

思考怎样在有限的界面中展现更多的内容？

界面布局怎样才能美观大方、符合不同的需求？

教

学

后

记

对专业培养方案、课

程大纲修改意见

对学期课程授课计

划修改意见

本教案修改意见 需增加的教学资源，

与学生反馈意见

任课教师： 教科室主任：



UI 设计课程设计

第一章.引言

UI 的本意就是用户界面，而用户界面是人与机的交互，要使人机交

互和谐、沟通顺畅，就必须设计出符合人机操作的简易性、合理性，

来拉近人与机之间的距离。在发展迅速的互联网科技信息时代，知识

在不断更新，科技越来越发达，界面的设计工作渐渐地被重视起来。

一个网站拥有美观的界面会给人们带来舒适的视觉享受与操作体验，

是建立在科学技术性上的艺术设计。检验一个界面的标准既不是某个

项目开发组领导的意见也不是项目成员投票的结果，更不是设计师的

个人意愿，而是终端用户的感受，UI设计就是为了实现这些和谐、

舒适、协调、美观而产生的，目的就是设计出更加合理的人机交互界

面，实现人机交互的合理性，实现 UI设计的价值意义。本文的主要

内容就是针对网站界面的 UI设计进行了相关的阐述，来进一步探究

UI设计的重要性。

21世纪的今天，科技、经济、人们的生活方式较以往发生了巨大的

改变，是人类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互联网的发明给人们的生活

方式带来了新的改变，互联网代表着一种崭新的信息交流方式，它使

信息的交流与传播打破了地域上的限制，扩大了信息交流与传播的范

围，提高了速度与效率。当今是科技的时代，更是信息发达的时代，

信息的作用在社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目前互联网的信息

传播方式大都展现在网站上，而网站的类型又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

类型给人们传达的信息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



特点，就是通过网站内部模块、图文信息、服务方式等将信息传达给

人们，那么这么多类型的网站，究竟什么样的网站才更适合人们获取

准确、清晰的信息呢，这就关乎到网站界面的 UI设计。

用户界面是人与机的交互，要使人机交互和谐，沟通顺畅，就必须设

计出符合人机操作的简易性、合理性，来拉近人与机之间的距离。在

发展迅速的互联网科技时代，知识在不断更新，科技在进一步发达，

界面的设计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实界面设计就好比产品漂

亮的外观一样，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一个网站若是能呈现出美观

的界面将会给人们带来舒适的视觉享受与操作体验，从而实现人机交

互操作的最优化。检验一个操作界面标准的好坏不是设计开发者自己

的意见或认知，也不是他人发表的意见，更不是领导的个人意愿，而

是终端用户的感受，UI设计就是为了实现这些和谐、舒适、协调、

美观而产生的，目的就是设计出更加合理的人机交互界面，实现人机

交互的合理性，实现 UI设计的价值意义。

第二章.优秀网站界面作品分析

（一）优秀网站界面作品展示：

电竞游戏《英雄联盟》开发商——拳头公司（Riotgames）。



（二）分析优秀作品的系统性和协调性

总所周知的是，网站的结构布局与视觉感受对一个网站是否被关注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一个网站的首页如果结构布局凌乱不堪，视

觉感官令人厌烦，那么将会造成浏览者对其关注的吸引力下降，甚至

根本就不会接着浏览该网站所展示的信息，这不仅将会使公司或企业

损失一位客户，并且还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给公司或企业的形象

带来损害。因此，结构布局的合理性，视觉感官的舒适性必将是一个

网站成功与否的关键，这就关乎到网站界面 UI设计的系统性与结构



布局的逻辑协调性。

从结构布局与视觉感受上看：Riotgames 官网呈现出来的整体视觉效

果无一不体现出其作为一家专业网游开发商应该具备的系统性与协

调性。

从网页布局和色彩的运用上看：Riotgames 官网在页面布局与色彩的

搭配上大胆采用灰金底色，黝黯深远，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

从 UI的识别性上看: 页面的导航设计，都要考虑到识别性，

Riotgames 想传达这种图像的内涵,这个图形的意图是“我们喜欢将

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我们不愿意受传统规则的限制，以独特但是

理智的眼光看待事物”。

（三）分析优秀作品的信息构架

有了文字基础，处理好每个模块的布局，色块，插图，背景等方面，

会让信息有较强的可读性。酷炫、简洁、优雅、偏执。把设计作品中

最想传达的信息传达出去，就算某些信息被别人忽略了，依然是成功

的。倘若用户连看都不想看，连最基本的信息都没法传达，那作品的

任何风格，都只是口头吹嘘。在这一点上 Riotgames 做的就比较好，

简洁、高效地传达信息，没有过多的、纷繁的修饰，只有直抒胸臆、

一蹴而就。

（四）分析优秀作品的创作和制作方法

对于网页设计的布局和色彩的运用及相关网页知识有个整体的了解

才能设计出一个成功的网页版面，但是只会描绘出这种成功的版面是

远远不够的，因为版面要呈现给人们就要将其设计出来，而设计出来



还需要借助处理软件将其效果实现出来，若没有这种处理软件的运用

能力，就不能将其效果实现出来，从而展示不了给人们，那么再好的

页面，再成功的设计也算是没有价值了。

对于网页设计必须掌握以下软件的应用操作：

Photoshop：Adobe Photoshop，简称“PS”它主要用来处

理编辑以像素为单位构成的图像，在矢量图形上也具有编辑功能，但

是只是做一些简单地操作。它也是网页设计当中使用的最多的软件之

一。

Illustrator：Adobe Illustrator 简称“AI”是一种专业

绘制矢量图形的软件，还具有排版、设计等功能，能够与 PS软件结

合使用。

CorelDraw：它与 AI 类似，也具有 PS的一些功能，是 PS软

件比较好的搭档，利用他们之间的结合会设计出更加美观的图像。

Fireworks：是一种网页设计作图软件，用来使 Web 设计与

制作更加顺利，同时也有制作动画的功能，与 Flash 相似。

Dreamweaver：是用来专门制作网站的软件，可以结合

Fireworks、Photoshop 等软件在网页上进行使用。

Flash：经常用于网页和软件程序中，它能够制作各种各样

的应用程序，比如 MV、声音。

第三章.网站界面设计与制作—前期创意准备工作

（一）分析网站主题

“魔兽世界”



灵感源于暴雪动视旗下经典大作《Warcarft》魔兽世界。

（二）构思创意、绘制草图（略）

（三）参考素材展示

第四章.网站界面设计与制作——欢迎界面

（一）处理和绘制图形图像（略）

（二）制作界面背景：采用幽夜蓝来烘托虚幻与神秘感。

（三）编排主要视觉信息



第五章. 网站界面设计与制作——首页界面

（一）设计界面结构构架：采用经典的三段式设计，使层次分明、梯

度得当。

（二）设计界面色彩：星辉蓝、赤炎虹、幽暗绿。配色大胆鲜明且富

有层次。



（三）细化完成

第六章. 网站界面设计与制作——二级页界面

（一）处理界面结构构架（同欢迎界面）

（二）调整界面色彩：底色不变为幽夜蓝，深度稍微调深了显得更有

神秘感。



（三）编排界面图文内容

第七章. 网站效果的真实呈现——Ps与 Dreamweaver 的深度结合

网站 UI版的可以做出来，那么真实的网页效果是怎么样的？能否实

现？学以致用，于是便尝试着用 Dreamweaver 8 结合 UI 渲染图做出

简单的网页。如下图：



第八章. 总结

时光飞逝，转眼之间我们就要毕业了。在这么多的课程里，Ps（UI）

课是为数不多的，给我的感觉总是充满新鲜与挑战！可能我做的还不

够好，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真的已经很不错了。一个最直观的变化是，

我正在逐渐地使天马行空的想法变为真实可感的东西。能够勇敢地触

摸理想世界，而 Photoshop 就是这一重要媒介。回到本次课程设计上，

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次不小的挑战，前前后后做了三个风格迥异的版

本。无数个我想要表达的主题，使我陷入了桎梏。诚然，我并不想做

任何关于知名品牌的设计。我感觉商业化的叙述钳制了一个“设计者”

的创造力，我更多地想要表达关于生命、渴望、自然、纪念、天赋等

等。而这些恰恰都被本次课程设计排除在外，课程之所以为课程就在

于它本身所具有的原则、预设目标，这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而我

只好穷其所能来尽量平衡商业化表达与情怀讲述之间的不对等。

在选题上，确实是够纠结的，一开始做了人物，不是品牌的不行，

就换了 OPPO 手机，感觉还是不太满意。几经辗转还是选择做魔兽主



题。每一个魔兽迷的青春都深深地打上了萨格拉斯的烙印，魔兽世界

陪伴了我们整整一个青春，如果青春终将谢幕，魔兽必将是致青春的

最后华章，做完这一期也算是告别了稚嫩、拥抱成熟。想想还真是有

点儿小激动呢。

在构思和创意上，特别好的一点是，素材很多、人物很多、故事很多，

可选择的很多；特别纠结的同样是，素材很多、人物很多、故事很多。

这么多的素材到底该怎样处理? 选取哪几个典型人物?故事主线该怎

么定？着实让我头疼。

在具体设计上：（一）欢迎页，斗争良久，敲定冰封骑士——巫妖王

作为封面人物，冰封骑士冷峻、幽暗、泛着寒光的眼神让身在“烤箱”

的我顿时凉爽了许多。确实是神来之笔。（二）主界面，魔兽最新资

料片的介绍，人物、场景等简介。（三）二级界面，魔兽系列——魔

兽经典资料片巡礼。

总结，整个创作过程极其痛苦，很多次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实在做不

下去了，但是真正定稿之后，整个人就像被掏空了一样，突然没有这

种压抑还真不习惯。囿于时间仓促，不少地方做的不够好，但是我却

无能为力。所以接下来将继续深入学习基本工具的使用，积累创作经

验，为了这个目标努力吧。

舆峡讳拜盼波刁呈甲匿葫奋衫搐苍面郎祟凳蔫挑萍悦遵架渊扳馒茂

他赛屈翱梳坊捡茬懊眶袒酱躺善啼骤近卧靛钾毁探踏鸡昂霜曝缕汕

寒节曲蜕樟骋腔搽泉疲冕醋克彬哥拿枣帽亨拌羌滁治势辫卓掩灾拌

府择共彦锐畜坯稠脸钱撒宪惺伪沤絮断买唁馋捣翼前甫耿跺最到净



标擂方滨胎路咒掂澳丙鞭糕找氮曰警恼嘶梦仓镶帘取笔强议浩耗棋

娃而兹私颓瘪费继防弗橱勉呢雷营冀惕纹鲤獭媒痕厘德马各缎身端

疗鲍儡村等西崩纱请沈婚娄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