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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以人为本的AI

       使用以人为本的AI指南可以帮助你在设计过

程中,

   · 评估已有的设计思路

   · 头脑风暴出新的点子

   · 创建人工智能时实现学科间协作

       这本指南总结了20年来, 我们对人工智能领域

的思考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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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你可以在你的整个设计过程中使用这
些卡片, 包括: 

      这些指南并不是铁律, 你不需要像使

用检查清单一样去严格循遵它们. 也并不

是所有规则都适用于每个场景, 在一些特

殊的场景, 比如自动问答机器人或语音交

互中, 可能需要额外的思考. 一些场景中也

需要你在规则间做出一些取舍.

     其实只要你在工作过程中开始带入这
些AI设计思路, 你就已经在通往正确使用

它们的路上了.





1
初次接触

明确产品功能
帮助用户理解这个AI系统能够做什么



      Office Powerpoint 的“QuickStarter”建立了一个概览

功能, 可以帮用户快速开始他的研究.

      这个概览功能通过展示一些主题推荐帮用户更好的

理解产品功能和特性.

1

实例

帮助用户理解这个AI系统能够做什么



2
初次接触

明确产品能够做
到什么程度
帮助用户理解产品出错的概率



       Office的新的“Ideas”在工作区附近常驻一键助手

提供语法, 设计, 数据洞察和图形等信息。

       并有“预览”功能设置在“Ideas”的旁边, 这个功能

有助于用户对产品所提的建议有合理预期.

2帮助用户理解产品出错的概率

实例



3
交互过程中

服务时机要基于
场景
产品开始或打断用户的时机要基于用户
当前的任务和环境



3服务时机要基于场景

      当临近日程时, Outlook 会向用户发送“是时候出发

了”的提醒, 提供开车和公共交通两种导航信息, 包含当

前位置, 目的地, 和实时交通情况等.

实例



4
交互过程中

呈现与场景相关
的信息
呈现与用户当前任务和环境相关的信息



       Word 中基于机器学习的“Acronyms”功能, 帮助用

户在工作场景中快速地理解文档中出现的相关缩写名词.

4呈现与场景相关的信息

实例



5
交互过程中

遵循相关社交
礼仪
确保产品体验契合用户的文化背景, 符
合用户的社交习惯



      当“Editor” 发现有更好的表达方式时, 会礼貌的提示

“请考虑使用…”.

5遵循相关社交礼仪

实例



6
交互过程中

减少社会偏见
避免AI系统的语言和行为加深不合时宜
或不公平的刻板印象和偏见



6减少社会偏见

     “MyAnalytics”会总结你是如何使用你的工作时间的, 

然后智能提醒你怎样更聪明地工作. 它用一个中

性的人形 ICON 代替了“重要的人”, 从而避免了性别

歧视.

实例



7
出错时

便捷的唤起
在用户需要时, 能支持便捷的唤起服务



7便捷的唤起

实例

      Excel中的“Flash Fill”是非常好的节省时间的工具在

画布操作中被轻松唤起, 而不打断用户主要的操作流程.



8
出错时

便捷的忽略
让用户便捷地忽略或跳过不需要的服务
或内容



       微软的“Forms”允许用户定制化地创建问卷, 测试和

投票. 在“Forms”中, 系统会在问题的下方自动推荐关联

的服务选项,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关闭按钮 X 快速地略过.

8便捷的忽略

实例



9
出错时

便捷的纠正
在系统出错时, 让编辑, 重新定义和恢复
更便捷



    基于云端的“Auto Alt Text”能自动为照片生成描述文

本. 用户能通过底部的“Alt Text”按钮快速修改文本内容.

9便捷的纠正

实例



10
出错时

不确定的情况下,
重新审视 AI 的服务范围

当不确定用户的目标时, 消歧或优雅降
级 AI 的服务能力



10不确定的情况下, 重新审视AI的服务范围

实例

      当 Word 中的“Auto Replace”不确定纠正的文本内

容时, 系统会把所有可能的选项都展示出来以消除歧义.



11
出错时

明确告知用户为什么产品
有这样的行为

让用户能获知AI系统行为背后的原因



11明确告知用户为什么产品有这样的行为

实例

       Office的在线功能“Recommends Documents”会基

于历史操作和当前活动推荐一些文档. 每个文档上方都

有一句描述文字告诉用户推荐原因.



12
与时间相关

记住最近的操作
保留短期内的操作记录, 并允许用户便
捷地参考引用



12记住最近的操作

      当添加附件时, Outlook提供了一个“最近文件”列

表, 包含了最近拷贝的文件链接. Outlook也记住了用户最

近的联系人列表, 并在填写收件人时展示它们.

实例



13
与时间相关

从用户行为中
学习
通过不断学习用户的历史行为, 个性化
用户体验



      在任何一个 Office软件中点击顶部的搜索栏, Office
会针对每个用户定制化地推荐三个最可能需要的服务.

      这项“0-Query”的技术, 能够不需要用户输入任何信

息就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服务和可预测的回答.

13从用户行为中学习

实例



14
与时间相关

谨慎地迭代和
变更
在更新或调整 AI 系统的行为时, 限制颠
覆性的变更



       PowerPoint的“Designer”通过自动生成一些设计想

法供用户选择, 来优化用户的幻灯灯片制作流程. 

“Designer”逐步将智能图表和 ICON 推荐这样的新功能

整合到现有的用户体验中, 以确保产品的更新不是颠覆

性的.

14谨慎地迭代和变更

实例



15
与时间相关

鼓励微小的反馈
允许用户能在与 AI 系统的日常交互中
提供反馈和表达偏好



15鼓励微小的反馈

实例

       Excel中的“Ideas”通过高水准的视觉概览, 趋势分布

和模式呈现来帮助用户理解数据. 通过在每条推荐的信

息旁询问“这样有帮助么”来鼓励用户给予反馈.



16
与时间相关

传达用户操作的
后续影响
立即更新或传达用户行为对产品功能的
后续影



     用户能在 Excel 中获取股票或者地理信息的数据类

型. 用户只需在单元格中输入文本, 系统会自动转换为相

应的数据类型. 当用户表现出相应的行为时, 该单元格会

立即出现一个图标来表明数据类型.

16传达用户操作的后续影响

实例



17
与时间相关

提供全局控制
允许用户全局定制 AI 产品的监听内容
和行为方式



17提供全局控制

实例

       Word 的“Editor”扩展了拼写和语法检查功能, 包括

更高级的校对和编辑功能, 旨在确保文档的可读性.  

“Editor”具备一系列的校对功能和标记类型, 并允许用户

自定义校对条件.



18
与时间相关

告知用户产品
变更
当产品更新或增加了功能时, 要告知
用户



        Office中的“What 's New”对话框通过概览信息展示

最新功能和更新, 来告知用户产品的变更之处, 包括 AI 
的新特点. 

18告知用户产品变更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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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规则是经过严格的汇总整合和

验证过程之后的产物. 我们在微软内部的

文档和网上公开的一些文章中，通过学术
研究的方式定义了超过150条规则. 将这些

规范按照主题分组, 我们产出了一个简短

的列表, 然后进行了三轮验证：

1. 我们自己验证了这些规则, 通过在受欢
迎产品的 AI 功能点中应用这些规则来测
试. 然后修正内容, 移除冗余的, 让人困惑

的和任何不能体现在 UI 上的部分.

2. 我们通过公司内49位设计师和研究员将
这些规则应用到不同的产品中进行测试. 

基于他们的反馈, 我们修正了一些规则的

措辞.

3. 11名UX专家参与评估和检验所有修正的

内容. 你可以在 CHI 2019的论文中看到我

们的研究过程, 规范以及更多案例. 

查看全部 : https://aka.ms/aiguidelin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