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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回响》是由 Nvius 公司历时四年开发的一款以华丽的动作、高

品质的游戏画面及独创的灵魂系统等为特色的 3D 奇幻 MMORPG。游戏

自 2013 年 9 月 11 日韩国公测以来一路飘红，创下了月吸金 40 亿韩元

的傲人业绩。《灵魂回响》网吧占有率保持在 2% 左右，游戏搜索量连续

10 周稳居韩游排行榜前 10，并打破 NCsoft 垄断神话，成为韩国游戏界

2013 年最惊艳的一匹黑马。

项目作品赏析

团队作品 03



《灵魂回响》悬念站

团队作品 04

此悬念站，为本款游戏 4 名核心人员对本作品的介绍，此站大量的运用了视频展示，由于用户的屏幕多种多样，有部分小屏用户在浏览器模式下无法感受到完整视频

带来的良好体验，因此本站对用户屏幕大小进行监测，对小屏用户在视频播放时自动切换到全屏模式。此站并对所播放视频进行优先加载检测，对用户感兴趣的视频进行

优先加载，减少了用户等待的时间，提升用户体验。

Click to enter
点击进入

h.changy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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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设计师



团队作品 06

游戏架构师



团队作品 07

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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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策划 拍摄现场



团队作品 09

《灵魂回响》启宣站 
网站采用视频与 FLASH 技术融合，通过炫酷的色彩与特效体现游戏画面特点；网站的 UI 围绕主视觉风格进行设计，整个画面风格得到统一。

Click to enter
点击进入

Eos.changy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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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11团队作品

二级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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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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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回响》游戏特色站
灵魂回响特色专题，由于素材匮乏和上线时间紧急，利用游戏内截图配合特色文字加以修饰，每个特色利用轮播形式与文字交互展示，

体现游戏 4 大特色。

Click to enter
点击进入

http://event.changyou.com/eos/201403/characteristic/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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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作品 15

《灵魂回响》职业站
     本次职业站开放了四个职业：刺客、守护者、战士、魔法师。同时，在技能方面，每款职业除了共同技能外，还拥有类似《魔兽世界》的 2 个技能树，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体验同样的职业而不同的战斗模式。除了拥

有共同的技能外，还拥有不同的防御和加血技能。而技能的触发不一定都依赖常规的技能快捷键，当打斗到一定程度，屏幕上会出现动作图像的按钮，玩家只要用 Q 和 E 键，即可施展改该技能。

     该职业专题，主要针对四个职业原画的展示，在背景处理上去掉以往过多过重的色彩装饰，拉开人物与背景的层次。此外在背景和内容版块固定的形式下，用本职业原画的主色调作为展示页的色彩基调，并将人物和光效动

静结合，加强动态色彩带入感。

Click to enter
点击进入

http://event.changyou.com/eos/201404/profession/rogu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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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刺客、守护者、战士、魔法师



团队作品 17

《新天龙八部》微电影专题
     《新天龙八部》是畅游天龙系列的最新续作 , 以自主研发的 Cyclone Ⅳ引擎 , 极致惊艳的唯美光影效果，

对原著角色进行全新解读 , 打造“浪漫武侠”的独特概念。

    《新天龙八部》微电影专题，网站视觉风格浓缩了一部电影的精华，具有很强的观赏性，能让用户得

到除了电影本身以外的另一种视觉体验。



团队作品 18

《勇者之心》职业介绍
     《勇者之心》是搜狐畅游旗下第一热血魔幻 MMORPG 网游。拥有完全原创的世界观体系，重塑北欧魔幻史诗，感受如《魔戒》一般的恢弘庞大。采用畅游自主研发的最新引擎技术，力求向玩家展现一个唯美宏大的西方魔

幻世界。

       该职业专题，主要是对氛围的打造和版式的设计形式，这种中间定位两边延展的形式，最大化的突出了人物。由于提供的原画质量较差，所以在人物修图方面花了不少心思，以下是和原版人物的对比；场景设计，根据每

个职业的特点，分别对职业场景进行设计，让页面变得丰富，有趣。
Click to enter
点击进入

http://event.changyou.com/yzzx/201403/vocational/index.shtml?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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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狂战士、神谕师

终稿

终稿

素材

素材



团队作品 20

终稿

终稿

职业：魔导师、影舞者、占星师

终稿 素材

素材

素材



到 12 月 1 日，我来到畅游 VC 整半年了。作为一名网站设计师，能在这样一个专业的团队里工作和学习，

是一段宝贵的经历。经过半年大量的官网、专题、广告设计，自己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改变了以前的设计思路。

非常高兴有机会能把自己的经验得失和大家聊一聊。

思路的转变
在以前的工作中，我每天也会接到不同的设计需求，一般都是根据 UE 或文档开始堆素材，只是根据自

己的审美把页面做得“好看”。造成的结果就是视觉关系混乱，重点不明确，传达信息不到位。

做设计不是搞艺术，设计的目的是准确的传达信息给目标用户。接到一个需求后，第一步我们应该做什

么呢？下面分享一下我的工作思路。

首先考虑这个页面要表达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然后看 UE 结构能不能明确表达这个问题，有什么可

以优化的地方，什么样的素材更能突出这个出题，版式、色调、字体……在心里有一个初步的设想，这时候从

重要程度做一个排序。我想这样做至少可以保证做出的成品可以达到需求目的，逻辑和层次是清晰的。

Guojiaxu  |  网页设计  |  2013/12/01

查看更多分享

观点 21

http://vc.changyou.com/ideas-web.shtml#/ideas/3


观点 22

以前我的设计配色存在很大问题，色彩运用发闷、显脏、花和乱的现象严重。后来逐渐发现，问题的根

源是一贯的惰性思维，开始设计之前没有动脑子想，缺乏整体规划。之前的工作中堆素材现象严重，即把需

求方提供的素材先往页面上摆，再找一些光效或花纹素材叠加到上面，猛一看挺有视觉冲击力的，造成的结

果就是颜色无法把握。其实这种做法出发点就是错误的，用什么样的素材应该根据页面传达信息的需要而定，

不能凭个人喜好或者单纯追求某种视觉效果。形式要为内容服务，颜色也一样。

知道了自己的缺点以后，现在做设计之前都要动脑子想想，什么样的色调能和要传达的信息结合的更紧

密。站在用户角度想问题，什么颜色能让用户看着更舒服。主色调、配色、补色的运用都要提前做到心里有数。

平时再多看一些优秀的专题设计作品，分析一下别人的配色。这样做出来的页面比以前的效果好很多。

颜色沉闷、显脏。

颜色明快、主题突出。

色彩运用问题

反面案例

正面案例



画面结构和形式

有时我们习惯了策划同学提供的 UE 图，只是把 UE 线稿图形化。我也经常重复着这样的工作，后来发现

效果不好。作为设计师，在画面结构和形象思维方面应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毕竟页面是在设计师手中完成的，

设计师自己更了解什么形式能增加画面的表现力。当然这些要建立在对需求充分的了解上，所以在和策划同学

充分沟通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思路对 UE 做调整是非常可行的。以下是我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例子：

这是一个活动汇总页，如果按 UE 的版式设计会显得有些死板，人物和标题、按钮之间缺乏关系。需求方

提供了一个人物素材，质量不高，个人觉得人物动态也不太适合这个专题。

经过和需求方的讨论，换了真人，增强页面的冲击力。版式做了变化，使标题人物和按钮结合的更紧密。

色调上和刀剑新官网保持一致（需求方要求，个人认为如果换成红色的喜庆色调效果会更好），按钮用大红色

增强庆祝的气氛。

这个案例和上个相似，与主编一起和需求方沟通换了人设，配合人物的动态设计了发散形状的按钮，主体

用暗红色和烟花体现狂欢气氛；不足之处是人物脚踩的木板显得突兀，周围环境无法与之配合。

观点 23



暗影之剑的时装专题，页面主要是介绍游戏中的时装，促使玩家充值购买。从 UE 上看，方方正正结构死板，

很难激起玩家的购买欲望。

经过思考，看了一些淘宝天猫的电商页面，对 UE 结构作出调整。用红色斜条做背景增强页面的动感，主

要按钮也配合作成倾斜效果，说明文字挪到了标题下方，增强可读性。色调延续暗影之剑红白色系，可以点击

的按钮则用黄色加以突出。

刀剑英雄官网换肤，配合决战落雁谷版本，背景采用中国传统的山峰云雾，色调运用纯度较低的暗金色，

试图营造出决战前夕的感觉。标题用中国水墨艺术字结合溅血效果。人物部分叠加动感模糊和光效，主题色

块用了暗红色增强战争感。通过官网小调查数据看到，换肤后的刀剑官网用户喜欢占 58%，一般占 28%，不

喜欢占 14%，多数玩家还是比较认同这组设计。

观点
画面整体氛围

24



画面层次关系

设计技巧上的提高
通过大量集中的页面设计工作，在这半年中我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比如在颜色、形式感、细节处理上，

比之前都有所提高。

这是 6 月份刚来的时候做的一个专题页，问题很多。视觉重点不突出、层次混乱、画面琐碎。 这是最近做的一个斗破圣诞专题，形式和上一个类似，标题 + 人物 + 标签切换。画面关系和效果上比上

一个有较大提升。

观点 25



标题字体设计

 经常浏览同行业设计网站

 建立素材库

 及时总结

在细节上有所提高，优点：字体设计完成度高，较满意。缺点：专题现代感太强，和游戏的背景有所冲突。

字体设计比以前更加自然，比划穿插和谐。

观点 26
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平时的工作很忙，时间排期很紧，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可以有效帮你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结语
网页设计是一个动手动脑相结合的职业，工作中有苦也有乐。我相信只要平时认真工作、勤于思考、善于

总结，每个人都会有所进步。有时翻过头来看看一年或者半年前的作品，觉得那时候做的怎么那么差啊，大家

肯定都有这种体会。这是一件好事，说明我们在不断的进步、成长。在做出一件自己满意的作品的同时，也会

有成就感。当掌握了所有的设计技巧和理论后就能做出完美的设计作品吗？我想也不是，设计还需要创造和灵

感。可能设计的终极技巧就是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和感悟。

我们平时会浏览大量的设计作品，看到好的设计或功能截图保存，需要做类似页面效果时方便参考。

自己做了一个特殊效果（比如字体、小装饰、特殊边框等），保存 PSD 文件方便反复利用。

养成总结的习惯可以避免自己多次犯同一个错误，也有利于继承自己设计中的优点。



大家都知道“细节决定成败”这句名言不仅在其他行业非常重要，而且在页面设计中更是颠扑不破的真

理。需求方的眼睛和感觉总是非常敏锐的，对于一个页面没有得到需求方的认可，但是他们又说不出什么理由，

这个时候就是细节的问题了。一个页面的细节到位才能充分体现出它的品质。一个优秀的作品与卓越的作品

相比差距就在于细节的把控上。

那我们具体该如何做好细节呢？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小贵  |  网页设计  |  2014/01/21

查看更多分享

观点 27

http://vc.changyou.com/ideas-web.shtml#/ideas/2


字符
字符是页面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页面上最重要的部分。所以这部分细节是最基础的，也是最不可忽视的。

网页上 80% 的信息是以文字形式传达的，任何网页元素都无法替代文字的作用。网页中文字设计的好坏会直

接影响到整个页面的视觉传达效果。

字号的选择是根据功能需要而定的，字越大给浏览者的视觉冲击力越强，一般用于标题或其他需要强调

的地方。小字整体性强，页面易产生多个中心，缺乏美感，时间越长，浏览者越易产生视觉疲劳。最适合网

页的字体大小为 12 磅，如果一个页面的内容较多，通常可以用 9 磅的字号。随着互联网飞速发展，在内容较

多的情况下 10.5 磅字号逐渐替代了 9 磅字号。游戏行业本身侧重于视觉传达，在官网及专题里文字不会像门

户类页面那么多，所以常规情况下最小保持 10.5 磅以上字号。

不同的字体有不同的性格表现——严肃、幽默、力量、柔软等等。网页中比较常用的中文字体有宋体、黑体、

楷体、隶书等。根据不同的页面主题可以选择不同性格的字体搭配。标题字体的选用对整个页面的编排起着

重要的作用。字体选择、字体特效到位，不仅会突出页面主题，而且还会烘托整个页面的气氛。

主标题用毛笔字体，副标题选择用了方正楷体简体与主标题进行搭配，突显游戏武侠风格特点，导航文

字选用了与副标题相同字体，内容用微软雅黑字体。整个页面一共选用了三种字体。

主标题字体微变型，副标题选用了微软雅黑细体。

内容字号的运用

观点 28

字号 字体



观点 29

 文字的样式主要包括常规、粗体、斜体等。正文中的文字宜采用常规样式，标题宜采用加粗或斜体样式。

合理的运用文字样式，将更有利于文字的视觉传达，更有利于浏览者的阅读。

文字的对齐方式一般分为四种：左对齐、右对齐、居中对齐和两端对齐，其中左对齐和两端对齐最为常用，

因为这两种对齐方式比较符合人们的阅读习惯。

文字的排版方向主要有三种：横排、竖排和斜排，其中以横排为主。

文字的间距分为横向和纵向间距，即“字距”“行距”。正文与标题的字距应该通篇保持一致，字距太

大或太小都会导致可读性受到影响。行距的常规比例为 10：12 即用字 10 点，则行距 12 点。除了对于可读

性的影响，行距本身也是具有很强表现力的设计语言，有意识地加宽或缩窄行距，能够体现独特的审美意趣。

样式

排版

间距



观点 30

颜色的运用对于整个文案的表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使用不同颜色的文字可以使想要强调的部分更加引

人注目。色彩可以使得文本不受位置的局限，加强或者减弱文本的表现强度，使页面文本的浏览产生视觉导向。

例如在页面设计中只放置极少的必要元素，背景则用大面积的单色渲染，利用单色的力量来突出和烘托

网页上的主要元素，注意边导航与主体内容的留白划分。

颜色

大面积的有色范围

留白
留白可以给人带来心理上的轻松与快乐，也可以带来紧张与急促。元素之间的留白不能太大这是基本的原

则，留白过多，页面会变得零碎。网页设计以传达页面信息为主要目的，留白更多的是服务和服从于网页的可

用性。无数的可用性研究证实了一个事实：在 Web 中，用户对网页信息是进行浏览，而不是阅读。简洁明快、

富于美感的页面更具有可浏览性，可使用户获得更加良好的浏览体验。留白空间不一定是白色的，指的是任何

与背景相同的空间，所以它可以是白色、黑色，其他纹理等。



观点 31
导航按钮 对比色留白

内容与图片 logo 留白



观点 32

以足球场为背景，背景本身有深度，有远近景的层次感，人设采用远处模糊较小，近处清晰较大的视觉

原理设计，使得页面更具层次感。

整个页面以清晰的山峰为背景，主要内容作为近景的主体，而背景中心处山峰则与两侧的山峰形成远景层次。

高斯模糊的背景与页面主要内容形成层次。

径向模糊及动感模糊处理的背景与页面主要内容形成层次。

层次
页面设计需要层次感，当页面缺乏层次感的时候会显得比较单调或者花哨。页面层次感可能有很多类型，

例如色彩的层次感、元素的层次感等等。



标题与人设叠加产生层次感。

红色块与灰色块形成层次感。

光源在人设背后，照亮背景与人设边缘，与人设正面形成对比。

光影
现实生活中无时无处不存在着光照和阴影，看到的每样东西都是通过光影反射形成的。视觉上，光影帮

助我们辨别事物，认知他们的材质、尺度和透视。所以如果要让我们的网页设计更加自然、有动感且真实直观，

正确理解光影效果就变得非常重要。

观点 33



光源在人设侧顶端。

光源在页面顶端，发散照射。 光源在页面顶端，往下方照射在产品上，突出产品的品质。

观点 34



以元素为光源，照亮周围。

光影在页面设计中的使用方法及用处还有很多，比如增强页面气氛、突出主题等 ...

1 像素浅色线和 1 像素深色线与背景行成对比 文字底部的细微高光使文字更有突出感

光影的运用带来的视觉是地图铺在地面上，地图的折叠效果表现出很强的立体感，云的影子表现出云的漂浮感。

结语
影响页面细节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质感纹理、图标、色彩等，这里就不一 一介绍了。有不对的地方还

望大家指证，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

观点 35



游戏是我们从小就开始接触的东西，在中国游戏行业井喷的年代里，每家有实力的公司都想在这个行业

里分一杯羹，为了能走在行业的最前端，从游戏的研发到运营推广都下足了功夫，而我们作为运营推广的品

牌视觉设计师就应该为此出一把力，

游戏行业也发展许多年了，从最开始游戏在网络上公测以来，我们的游戏网页就已孕育而生，在走过数

年之后的今天，曾经换汤不换药的网页设计与其说是一成不变，不如说是在一次次的伤害我们的浏览者，为

了抚平创伤，我们应该去思考更加合理的视觉语言，让观者看着愉悦玩着舒心。这样的创新才能引起观者的

情感共鸣，增加对产品的黏性，与此建立产品的品牌形象。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创新，那什么是创新呢？

创新：是指以现有的思维模式提出有别于常规或常人思路的见解为导向，利用现有的知识和物质，

在特定的环境中，本着理想化需要或为满足社会需求，而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方法、元素、路径、环境，

并能获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为。所以我们不能假大空，要实践就要得出可执行的结论，我认为，有效的
创意是在继承前辈优秀传承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合理改进，而不是抛开一切的颠覆原有。

下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些年前辈们所做的页面，分析当年的创（xin）意 (dong) 点。

Gang zi  |  网页设计  |  2014/03/01

查看更多分享

观点 36

http://vc.changyou.com/ideas-web.shtml#/ideas/4
http://vc.changyou.com/ideas-web.shtml#/ideas/1


观点 37

2008 年 1 月天龙八部 COVER 页面 2009 年 9 月天龙八部 COVER 页面

2008 年 -2009 年出品

该页面中的导航摒弃了页顶的常规设计，而采用居中形式与下面信息版块相协接，重金属包边和水晶质

感的按钮，应该是当时比较注重的。

页面中的 8 个按钮与天上旋转的 8 个火球来结合，有一种太上老君炼丹炉的感觉，使页面灵活了许多。

从页面中大量的火球可以看出这期主打火爆震撼而具有杀伤力的感觉。页面下方把导航与公告信息通过金

属铜与大石块穿插作为设计区域整合信息，可谓既整体又与页面震撼相呼应。

1、

2、



观点 38

2009 年 8 月霸者无双官网 2010 年 8 月爆笑八仙注册账号页面

2010 年 -2011 年出品

作为 Q 版的爆笑八仙，在页面标语的设计上采用把游戏 LOGO 放大，与下面的海浪冲起的浪花，顽皮的

做了呼应，本来的 LOGO 设计着实很有味道。

从天而降的绳子把两个功能按钮缠绕着，一种大海中激情澎湃钓鱼的感觉，让整个氛围立马活起来。

在人物的选择上很讨巧，人物的眼神顺势盯着画面左边，与文案形成一种互动的空间感，使页面的浏览顺

序很好的衔接起来。

整个页面均采用金属质感，与古代鼎器上的饕餮纹装饰相结合，突出了游戏感。

1、

2、

1、

2、



观点 39
2010 年鹿鼎记专题 2011 年 8 月战地风云专题

居中的导航把页面拆分成两部分，用橘黄色加以强调，使得功能区更加明确，乍一看有点像书的背面，中

间一条刚好是书脊部分。可见现实的物体也能用在我们的视觉设计上，我突然想到一句话“设计来源于生活，

并高于生活”。

人们往往所说的“画龙点睛”之笔是最精华的一笔，页

面中的这颗炮弹恰恰就是画面中的“点睛之笔”，既强

调了战争的风格，又打破了竖直的排版格局，值得借鉴。

作为 10 年和 11 年的主打游戏，真是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看页面，Q 版有很多

设计手法，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唯有这个设计师把建筑物扭曲了，瞬间想到在哈哈镜里面看到的场景，生

动有趣。

1、

2、



观点 40

2012 年鹿鼎记互动站 2012 年 8 月鹿鼎记海外官网

作为欧美登录的海外站，一定要有国外的气氛和质感，这方面该页面都一一做到了，无论是浓重的色彩

搭配还是导航 UI 的精致度，都属于上乘，很有国际范儿，作为承载页面内容的卷轴正也是中国风更好的传递，

这个网站中西合璧做的很棒。

该互动站采用拟物化场景，在一个闲暇的午后，坐在窗边，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翻着精美的书籍，欣赏那

来自《鹿鼎记》的故事，给观者一种放松的感觉。

2012 年 -2013 年出品



观点 41

2013 年 9 月暗影之剑全 FLANSH 概念站 全屏大视野 ( 精致的图片与精细的人物角色 )

互动视频

清晰的图片要比文字要有说服力，科技的高速发展带给我们更大的宽带，使得我们电脑分辨率变大速度

变快，让我们看的更多看的更远。

让产品不再静止，电影的兴起就是大家在寻找不一样的感受，让产品充满乐趣感。

这是 2013 年为暗影之剑所做的概念站，整站采用 FLANSH 和 JS 脚本结合的方式，让用户在操作过程中

产生一种互动，有其身临其境寻找目标的刺激感。

我们上面讲述了从 2008 年—2013 年这 6 年中我们网页视觉的变化。从质感方面来看，是由重金属风到

轻质感的 Metro 风；从颜色系统来看，由多色的炫彩到几种单色的对比冲击；从画面形式上来看，从单一到

了形式感到十足的多元化。这一路走来，可见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我们的产品更注重了他的品味和涵养，

不在是那个天天扯着嗓子呐喊的野蛮人，转而开始走一种高大上的国际范儿，让我们的产品更加贴近用户，

真正的为用户考虑。

2014 年已悄然来临，在这个不平凡的时代，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的视觉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单一性变成多元化，这也是在给我们 WEB 视觉设计师出的一道题，接下来需要我们从不同的领域去加强自

己，以不变应万变。

从上面的分析中或许能够有所想象，下面我们对之后的视觉设计进行一下大胆的猜测，或许他们已经走

进我们的视野，并改变着我们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

2014 年即将出现 / 已经出现



观点 42
滚动视差

多平台全适应

扁平化处理法

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里，错综复杂的信息冲击着我们的眼球，让我们无从浏览，用更好更合理的布

局来划分层级减少干扰，是我们当之重任。

该页面当中采用了滚动视差，用一个发射的火箭升空所处阶段的展示来讲述该公司十年来的成长历程。

火箭的升空过程让页面流动起来，让观者产生了空间的感觉。

由于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智能化的呼声与日俱增，这一场浪潮吹红了小米，让手机等便捷式产品与整个

互联网连到了一起，浏览者的需求也在发生着变化，怎么使游戏在不同比例与不同网速上都能合理的展示，

响应式与适应式就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结语
这篇分享是对近几年 WEB 视觉发展的一个小总结，也是自己的一点认识，可能当中的观点有些不合理，

请大家多多包涵并指出，作为设计师的我们都希望能把作品和产品有机结合，在这条路上我们酸甜苦辣的走着，

三人行必有我师，希望我们一起风雨相伴 !



2014 年我们引进了一款韩国大作 eos 更名为《灵魂回响》。韩国游戏在中国很受欢迎 , 本土的游戏也深

受韩国游戏的影响和启发 , 游戏网站也是如此。由于韩国的用户习惯和国内有差异，韩国网络环境也相对优越，

所以我们在体验设计上也做了很多本土化的改变。设计师们都努力将设计价值最大化，降低用户的认知成本。

让界面所承载的信息内容更直接、便捷的呈现在用户面前，让用户在体验页面时更加流畅，舒服。

Ellen  |  网页设计  |  2014/03/31

查看更多分享

观点 43



观点 44

电商页面搜索功能和商品列表的主次差异

国内电商站考虑到每天新增用户量和国内用户浏览商品页面的习惯，在布局方式及展示内容中广告推荐

占据很大的面积，形式上也根据运营推广的需要多种多样。国内运营商很擅长用绚丽的颜色，多样的广告形

式来吸引用户对商品的关注，也能达成营销的最终目的。所以国内电商设计更符合本土用户的需求。

NAVER 在用户分析上，进行了搜索功能与页面展示内容的性价比调查，大部分用户直接使用搜索，一小

部分只看第一屏，只有极少部分会下拉页面去查找。

NAVER 将搜索功能与商品列表整合在一起，这在功能划分上更统一一些，在用户端的使用目标上这两个

模块是一致的：寻找目标商品。

韩国电商布局通常都是以简洁清晰、区块明显的的特点吸引用户。但这并不意味着内容上单一、乏味。

韩国设计师更多的是利用清晰的导航来引导用户更快、更直接的找到用户所需要的产品，而不是把全部的频道、

分类罗列在首页。这种设计层级分明，架构清晰。

用户体验习惯差异
无论是韩国网站设计还是国内网站设计，都是服务于本土用户，然而这些用户也很难以一概全。像国内庞

大的网民基数和每年以千万计增加的新网民用户，国内设计师需要照顾更多的用户体验习惯。

韩国 NHN 一向注重用户体验感受，公司有用户体验研究部门，NHN 旗下的网站无论是 naver 购物频道

网站还是 hangame 游戏网站，都极具自己的特点，在用户体验上有独到的见解，更加迎合韩国用户的浏览习惯。



页面创新性差异
这里主要讲技术实现上的创新。响应式设计，视差设计等互动式网页设计也开始运用于游戏页面设计中。

让页面在视觉和功能表现上更加优化，给用户更直接更震撼的视觉效果。

韩国设计师对这个页面的优化更加完整。为了实现响应式设计体验，页面内容板块大小统一，对用户分辨

率的大小完全适应，根据分辨率的大小自由调整板块的位置，保证用户完整的体验网站效果。

《灵魂回响》官网设计突破固有形式，用大头图展现游戏华美画面，效果震撼，页面能自主适应用户对

页面的缩放调整以及浏览设备形式。

观点 45

Eos.changyou.com


互动站实现方式差异
网站设计中我们通常希望能够做出华丽、绚烂、耀眼、震撼的视觉，这些效果有的是通过高清图片展示的，

有的则是通过 flash 来实现的 , 用户也往往会将焦点聚集在图片或 flash 上，被这些精彩的创意所震撼。为了

保证这样的视觉吸引力，韩国设计师往往会不惜牺牲网页设计的标准，因为韩国网速对他们毫无压力，他们根

本不会被网速影响到他们欣赏震撼的页面效果。韩国的设计师无论在图形的压缩上还是 flash 的压缩上都面对

着较小的压力，这也意味着他们拥有更开阔的设计空间，不用太过于牺牲图像质量来保证用户访问时的流畅性。

相对的国内网络环境没有这么优越，设计师们就要通过更多的方法来实现最终的页面效果。韩国站更多采用视

频、CG、flash 相结合实现网站互动效果。国内站多是采用图片交互的 flash 形式实现网站互动效果 , 即节省

流量又能表现震撼效果和互动体验。

韩国站为了追求逼真的视觉体验，直接用 CG 配合互动效果，营造出真实的氛围，使用户有一种身临其

境的感觉，CG 电影形式的网站。电影画质效果，韩国 flash 的大小一般在 70、80M，有更大的也会超过

100M。

观点 46



受国内网速的影响，国内的 flash 站都被压缩在 10-20M

之间，我们为了保证网站打开的速度和视觉效果，将人物和背

景区分，人物在蓝背景下拍摄，背景的处理全靠设计师后期合

成处理。包括体现人物职业的这些元素。

此悬念站运用了响应式设计，为本款游戏 4 名核心人员

对本作品的介绍，此站大量的运用了视频展示，由于用户的屏

幕多种多样，有部分小屏用户在浏览器模式下无法感受到完整

视频带来的良好体验，因此本站对用户屏幕大小进行监测，小

屏用户在视频播放时会自动切换到全屏模式。此站对所播放视

频进行优先加载检测，对用户感兴趣的视频进行优先加载，减

少了用户等待的时间，提升用户体验。达到最好的视觉效果。

观点 47

h.changyou.com


《幻想神域》的 flash 页面运用了视差滚动设计。视差滚动是让多层背景以不同速度滚动，以形成一种

3D 立体的运动效果，给观者带来一种独特的视觉感受。这种形式让用户对网站有一种控制感，是一种响应式

的交互体验，就好像看万花筒，边转动边能看到新奇的画面，这也是这种设计的乐趣所在，很能吸引用户的关

注度。

最重要的是这种形式在 K 数上很好控制，对于国内相对拥挤的网络来说，用户也能有很好的体验效果。

观点 48

ffo.changyou.com


观点 49

色彩情感差异

同样主题的专题站，设计师们从不同角度诠释页面的含义

色彩做为第一视觉语言，当人类初接触到一个事物产生第一印象时，色彩的吸引力往往高于其造型所产

生的印象。色彩具有象征性，然而色彩的象征性具有区域性，民族性。在中国人思维里：红玫瑰象征炽热的爱情，

黄色总是与富丽，权利地位相连，白色纯洁，蓝色优雅平静，黑色肃穆，邪恶等。我们的设计往往也拘泥于节庆、

送礼、VIP 专题就得用红色，而韩国设计师在色彩运用上更大胆，他们更注重于色彩与环境的搭配，氛围的营

造以及给用户的感受。

同样突出尊贵概念的专题，国内专题用了皇冠、钻石这些能代表尊贵的元素，制造华丽的背景，来烘托氛围。

韩国专题虽然没有用直接的元素表达尊贵的概念，但是用神秘背景设计，紫色和金色相搭配，细节欧式花纹

处理，页面含蓄但有细节同样显得尊贵、高级。

周年庆专题在我们平时观念里就是要喜庆的，热闹的气氛。国内设计师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韩国设计

师用蓝色表现周年庆专题，蓝色给人信任，沉稳的感受，从另一个角度诠释周年庆奖品专题，让参与的用户

对这个活动更加信任，提高参与度。

在界面设计中，如果色彩的选择和搭配恰到好处，可以在短时间内给用户留下深刻的印象，会给我们的

设计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达到很好的色彩营销的效果。

视觉表现差异化
韩国的设计已经具备了自己的风格，他们的设计很多时候超出我们固有的思维模式，或从是色彩搭配上、

或从形式结构上、或从精美的细节处理上都令我们眼前一亮。设计好像已经融入到韩国人的生活里，无处不在。

从他们的设计里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的启发，但是为了迎合本土用户的视觉审美和运营商的利益，我们也正在形

成着自己的风格。



观点 50
最后分享几个优秀韩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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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游戏网站擅长一些细节上的处理，对画面层次感，体积，阴影都处理的很用心，恰到好处，常常

见到一些巧妙并不俗套的处理，或利用构图来凸显视觉上的差异，使整个网站具有不错的空间感。另外在一

些小细节上比如一张图片，ICON, 按钮，登录框等等处理上，都很精致，这些小细节的处理，通常起到了提

升网站品质的作用。

结语
国内设计和韩国设计因为用户的习惯性，网络环境，表现方式等有很多的差异，所以在设计上我们各自

做着一些创新和努力。韩国的网站一直都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将生活的细节，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以及精益求

精的态度都体现在页面设计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国内网站设计也正在飞速的发展着，我们也会有更多更

优秀的作品展现给用户，让大家共同感受页面带来的美的视觉享受和操作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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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内网页设计者都曾（或者现在依旧）被两个问题所困扰着：为什么用户还在用 IE6 ？为什么用户

还在用 1024px 宽度的普屏？通常而言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妥协。随着技术的升级，我们现在已经习惯

了在高级浏览器下用 HTML5+CSS3、在低级浏览器下用 JS 的方式来解决第一个问题。但是对于第二个问题，

最普遍的解决方案就是将内容置于 1000px 宽度之内。

显而易见，我们牺牲了宽屏用户的浏览体验来保证普屏用户能看到网页上的所有东西。但如今普屏用户

在全部用户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过去的 70% 降至 40%，甚至更低。可以预见到随着设备的更新换代，这个比

例会进一步下降。由于新设备的分辨率可称得上是百花齐放，像过去一样简单的将内容限制在一定宽度之内

是不够的。毕竟我们不能将内容限制在 640px 宽度（iPhone 的纵向宽度）下吧？因此，响应式网页设计（RWD）

思路应运而生：压缩网页，从而适应不同的宽度不就可以了吗？随后，液态媒体与流式布局等一系列概念被

提出来完善响应式网页设计。一时间响应式网页设计被炒得火热，毕竟“能一次性搞定所有分辨率的用户”

是每个网页设计者一直想做但没能做到的事。

然而响应式网页设计终究没能成为网页设计者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在实际应用中，响应式网页设计表现

并不尽如人意：大到开发成本，小到折行后文字的排版，无一不让网页设计者感到麻烦不已。最重要的是，

响应式网页设计表现出本末倒置的一点：这种设计思路的出发点是要解决用户在移动端浏览网页的不佳体验，

但是目前尚不成熟的技术却导致了新问题。采用了响应式网页设计的网站由于代码体积变大，加载时间变得

十分漫长，同时还在吞噬着移动端用户想方设法节省下来的流量。因此，目前采用响应式网页设计的，反而

是少数面向 PC 端用户的大型网站（而且几乎没有将全站进行响应化设计的）或内容简单的展示性网站。

[ 图 1] 一个标准的响应式网页设计

Zhangyuxing  |  ued  |  2013/11/01 查看更多分享

http://vc.changyou.com/vc/tutorials/20140103/661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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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式网页设计暂时未能达到网页设计者的预期，这迫使人们寻找一个过渡方案。最笨也是最有效

的办法就是：为不同分辨率的屏幕设计不同的网站，然后通过加入识别代码检测设备匹配显示。为了解

决设计 / 制作多个网站所带来的人力成本问题，网页设计者使用模块化的方式来处理整个网站里的内容 

（与 WIN8 的界面有相似之处）。在较小分辨率的屏幕上展示包括核心内容模块的网页，在较大分辨率

的屏幕上添加非核心内容的模块提升用户体验。这种方式被统称为适应式网页设计（AWD）。

响应式网页设计暂时未能达到网页设计者的预期，这迫使人们寻找一个过渡方案。最笨也是最有效

的办法就是：为不同分辨率的屏幕设计不同的网站，然后通过加入识别代码检测设备匹配显示。为了解

决设计/制作多个网站所带来的人力成本问题，网页设计者使用模块化的方式来处理整个网站里的内容（与

WIN8 的界面有相似之处）。在较小分辨率的屏幕上展示包括核心内容模块的网页，在较大分辨率的屏

幕上添加非核心内容的模块提升用户体验。这种方式被统称为适应式网页设计（AWD）。

[ 图 2] 采用了适应式网页设计思路的网站，注意部分细节在小分辨率的屏幕下被舍弃了。但文字部分依然使用了液态处理。

但适应式网页设计并非万能之道。与响应式网页设计相比，工期缩短许多，但仍比普通网页设计要增加

80%-100% 的工作量。同时，如果没有足够的内容，也就无法支撑起一个采用适应式网页设计的网站（或者

说没有必要这么做）。适应式网页设计也无法完美支持所有分辨率，而只能支持预先选定的几种分辨率。因此，

只有在最为追求设计感的网站上才会使用适应式网页设计。

其中一种有巨大的缓冲区来增加导航区的展示效果（或不使用），另一种则增加了一个内容模块将重要的内容放在首屏

[ 图 3] 在 1024px 宽度下（实际使用 1000px 来设计）的基础模块

[ 图 4] 在 1680px 宽度下（实际使用 1656px 来设计）的两种不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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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需要更大的空间来展示内容时，横向使用数个模块加间隙组合，如 1000px 宽度下的 2 倍模块为

416（200*2+16）px 宽度，3 倍模块为 632（200*3+16*2）px 宽度（这时组合可以使用 2+2 或 3+1 等）。

可根据自身需求灵活改变模块的宽度，但最高不得超过 848px，否则在 1024px 宽度下无法完全显示。

另一个调整方式是使用不同的模块大小。比如将三个模块宽度的轮播图缩小到两个模块宽度（即通过舍弃
一定的美观度来保证内容）。

缓冲区就是在不同分辨率下搞定像素差的部分，较为灵活。举例：如决定在 1280-1440 宽度下均使用 4 横
向模块，则可以使人设图按比例加宽作为缓冲。

在纵向上，高度无硬性要求，但仍可以使用上述方式进行模块间的组合。

如没有此种需求，则允许右边间距超过 20px 宽度（即空白缓冲区）。

模块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用户屏幕宽度的增加，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如果固定模块不变，就会

出现“在小分辨率下，不重要的模块却在大屏幕上出现在用户的首屏，而比较重要的模块顺延了所以出现在

用户的第二屏”。因此，每个模块的内容在不同分辨率下出现在何处都需要经过单独的规划调整。

AWD 思路只能解决数个固定的分辨率，在断点之外，用户拖动浏览器会产生遮挡（RWD 则会以宽度为

基础等比缩小）。为了缓解在此过程中损失的用户体验，在到达断点时可以考虑借鉴RWD的流式特效进行过渡。

[ 图 5] 组合内容模块

[ 图 6] 在小分辨率屏幕上舍弃了图片

结语
本文是畅游 UED 组在研究适应式网页设计方面的一些心得，仅适用于端游相关网页设计，仍需细化与进

一步调整。用好适应式确实能让整个网站看起来变得高大上，但是在大部分时候我们会更加考虑去节省人力

资源成本。另外对于大多数希望在所有页面上展现所有内容的产品经理来说，适应式网页设计必须配合流式

布局使用。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总算有一种方式向众多宽屏用户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了不是吗？



新 建 一 个（Ctrl+N） 尺 寸 为
500X300 的画布；
有时候大家新建了画布，但死活填

不上色彩，只能填黑白灰三色，是

因为新建画布的时候颜色模式选择

了灰度，把模式改成 RGB 颜色即可。

作为设计师，相信大家天天和 PS 的时间比恋爱的时间都多，几乎我们到公司第二件事就是打开 PS，第

一件那就是开机啦！我们的青春和热情都献给了 Photoshop，可能天天玩它但是却不太了解它，会不会很忧

伤尼？没关系，这一期就带大家看下 PS 滤镜里的一些好用但是我们不会用的功能，OK 那就拉出来溜溜吧 ~

滤镜制作足球场一角，我们来看一下成品的效果图吧

步骤一：新建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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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g zi  |  网页设计  |  2013/11/27 查看更多分享

http://vc.changyou.com/vc/tutorials/20140103/661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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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顶部工具栏的→滤镜→模糊→
高斯模糊，选择如下图参数，点确定

按钮；

找到顶部工具栏的→滤镜→风格化
→风，选择如下图参数，点确定按钮；

找到顶部工具栏→滤镜→杂色→添
加杂色，选择如右图所示参数，点确

定按钮；

步骤六：将近景素材拼接，与中景连接起来

步骤二：添加杂色

步骤三：添加高斯模糊

步骤四：添加风格化

图层面板→创建新图层，填充一个

色值为（#61961d）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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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矩形选框工具先画一条宽为 30px

左右的选框，填充白色，取消选择后，

把白色条拉伸到画布外（原因是保证

旋转后足够的长）

下面就来细化草坪，是其看起来更加舒服 ~

旋转色块（Ctrl+T）, 复制（Ctrl+J）

一个，水平翻转，调整位置，使其更

像角球边界线。

水平翻转：编辑→变换→水平翻转

用矩形选框圆形工具画弧形，内描边

后得到圆形弧，把多余的地方擦掉；

内描边方法：建立选区→编辑→描边
（15px 左右  白色）

制作完成后，所有白色的区域合并图

层，成为一个层。

找到顶部工具栏的→滤镜→风格化
→风；

找到顶部工具栏的→图像→旋转画
布→ 90 度逆时针；

步骤五：旋转画布

步骤六：添加风格化

步骤七：旋转画布

步骤八：制作白色线条找到顶部工具栏的→图像→旋转画
布→ 90 度顺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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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一个足球，或者在网上搜一个足球

素材，放进去，处理下明暗和投影，

使得足球真实的放在草地上，这次主

要是跟大家探讨下滤镜的用法，教程

不能太长了，否则大家会看着烦的，

所以足球有机会再画。

下面就来细化草坪，是其看起来更加舒服 ~

足球场已经就做好了，接下来再细化

一些细节，比如灯光打在草坪上，反

射出来的一些细节；

增加光效的方法：新建画布→白色笔
刷点一下→模式变成叠加；

同样的方法，可以在上面写上你想表

白的话  I LOVE YOU  我爱大家 ~~

然后给白色边界增加内阴影；

为了使边界线更加逼真，我们用 1PX

的画笔把白色图层涂抹些杂草出来，

让草长过白线使其更加融合；给图层

添加蒙版，然后顺着草生长的方向涂

抹，自己满意为止，无要求；

步骤九：添加滤镜

步骤十：添加内阴影

步骤十：添加内阴影

步骤十一：添加内阴影

步骤十二：加入足球元素

步骤十三：增加光效元素

对白色边界线进行处理，又要用到

滤镜啦 ~ 找到顶部工具栏的→滤镜
→杂色→添加杂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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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

参考素材

在那个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里，往往有一条线索是围绕一本武林秘籍展开的。在专题里我们将内容呈现

在秘籍里，增加页面的代入感。本期来和大家分享武侠秘籍封面的绘制过程。使用的工具有混合叠加效果、

多种纹理材质、调整图层以及自定义笔刷。

虽然现在网上有各种素材资源提供下载，但是应用在特定的页面场景里，图素的视角，材质都不一定合

适于这个专题，所以，我们要增强绘制能力，自己动手。

Ellen  |  网页设计  |  2013/12/20 查看更多分享

http://vc.changyou.com/vc/tutorials/20140210/66990.shtml


添加投影、内阴影、渐变叠加效果

营造立体感；

新建画布，用矩形工具绘制书的

轮廓，建立书的基本样式，色值

#314f7c；

书皮的渐变叠加效果数值：

添加书签样式，叠加纹理，制作纸

质破损感觉；

书签的投影效果数值：

书签的内阴影叠加效果数值：

混合模式→叠加

混合模式→正片叠底   填充 -63%

用明暗表现书面的凹凸不平。书面

标签强化纹理材质，明暗光效，破

旧效果；

步骤三：书签添加纹理

步骤四：添加布质纹理效果步骤二：添加投影、阴影效果

步骤一：绘制书的轮廓

60设计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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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签上的毛笔字制作过程在前几期

的小教程里有过分享，这里就不多

介绍了；

做出锁线装订书籍效果，添加投影、

渐变叠加、图案叠加样式；

锁线的渐变叠加效果数值：

封面边缘添加花纹材质，书脊增加

高光、阴影；用明暗表现书面凹凸

不平效果，丰富封面层次；给字体

添加纹理光效；

背景也是用同样的方法，纹理叠加，

调整明暗光效来增加细节；最终效

果展示。

印章字体选择大篆，稍加修饰，添

加蒙版，用毛笔笔刷绘制斑驳效果；

步骤七：添加花纹材质、增加高光、阴影

步骤八：绘制印章，添加细节处理步骤六：添加图层叠加效果

步骤五：绘制装订锁线的样式



62设计教程

效果图

拿捏不好透视关系和礼盒样式的时候最好搜集一些参考图片

我们做页面时，发奖回馈玩家这一类游戏专题层出不穷，就必然会用到礼盒这类元素，下面我来分享一

下礼盒素材的绘制过程。

wo,o  |  网页设计  |  2014/01/16 查看更多分享

http://vc.changyou.com/vc/tutorials/20140103/661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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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步影响下面的每一步，所以要

着重注意一下，添加一个投影营造

一下立体感；

底部的构造遵循透视的同时，多想

想我们平时见到的礼盒构造，常见

的礼盒内衬黄色居多，所以在底部

添加一个带投影的黄色图形，加完

以后礼盒便有了厚度；

盒子添加投影效果数值：

凹面的内阴影效果数值：

凹面的图案纹理效果数值：

这一步同样添加一个内阴影，再添

加一个材质的图案，要注意一下明

暗关系；

步骤三：添加内阴影效果

步骤二：丰富礼盒底部的结构

步骤一：摆出一个基本结构和确定透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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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一个红色布料让礼盒更真实；

在盒子顶部添加一个亮面，绘制盒

子下面的边缘部分；

这里我给几个面都添加了一个渐

变、投影和图案叠加 ( 样式同上 )；

继续添加边缘图形 , 仍然要注意明

暗关系；

步骤六：给礼盒立体面添加立体效果

步骤五：绘制礼盒的顶部

步骤四：叠加红色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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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之后的效果；

添加布面质感纹理；

添加花纹质感纹理；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看出一个礼盒的

上下关系基本完成，但有必要在后

期细节上进行完善和添加；

在这里我只添加了一些明暗关系变

化的细节，需要优化的地方还很多，

当细节添加的越多最后呈现的效果

也越好；

用同样的方法绘制些装饰素材，希

望大家可以灵活运用。

步骤七：添加细节

步骤八：添加装饰素材

结语
手绘素材方法都是大同小异，不要让方法来限制我们的想法，上面的事例也有很多需要调整和改善的地方，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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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

光源分析
为舞台设置顶部两侧打光的视角，要想突出立体感，就要从光源方向表现出三个面的受光关系。如下图所示：

每到打折季，我们经常能看到各大电商网站纷纷推出狂甩、狂抢、狂轰滥炸之类的节日庆典专题，如某

猫的双 11、双 12 啦，某东、某迅的大促啦……此时，当然少不了一个炫丽的舞台做搭配，本期我们来分享一

个同样适应于游戏专题的特殊角度立体舞台设计。

Che zi  |  网页设计  |  2014/02/10 查看更多分享

http://vc.changyou.com/vc/tutorials/20140103/661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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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光源分析图，搭建一个纯色的

组合平面几何图形；

用多边形工具制作四边形、六边形，

根据空间平行和近大远小的透视关

系，调整图形节点得到舞台模型；

选择图层面板→添加图层样式，给

每个面做混合模式为柔光的渐变叠

加，每个面的渐变数值根据透视关

系做相应调整，效果如下图所示；

渐变叠加效果数值：

如舞台中央的受光面、背光面，选

择创建新图层，用画笔工具在图层

上画出舞台的暗部和打光部分，对

图层选择柔光样式，增强明暗对比，

其他几个面的处理效果相似；

通过图层样式添加的投影过于均

匀，这里我们创建新图层，用画笔

工具在图层上画出舞台的投影，选

择正片叠底图层效果，加重处理位

于近景的投影；

步骤三：添加受光、背光、反光、环境光效果，增加立体感

步骤四：添加台面投影步骤二：做出每个面的光影明暗关系

步骤一：新建画布，搭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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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笔工具→形状图形，裂痕要按照

舞台明暗交界线的走势绘制，为了

使裂痕有凹陷的赶脚，对绘制好的

图形添加投影、内阴影；

投影效果数值：

给舞台加入做好的立体文字和顶部

打光，为营造金光闪闪的氛围，适

当加些光斑光点来提气，特别注意

在文字底部加强一下光影对比；

神马金币呀礼物呀之类的素材，动

静结合，能使页面更有带入感，大

家可以尝试一下。

步骤七：添加光斑营造氛围

步骤八：添加与专题有关的素材，画龙点睛步骤六：舞台的明暗交界处、舞台中央添加裂痕细节，增加重量感

步骤五：给舞台叠加图案，增强质感

结语
看完了以上的长篇大论，各位小伙伴可能会发现，为什么这个舞台有点像盒子内？！ Bingo~ 这个特殊

角度的舞台设计和盒子的设计在结构和处理方式上是类似的，所以大伙哪天如果遇到了类似盒子的设计需求

稍加改动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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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收集了 20 个倾斜设计的网页作品，一些网站还是使用大版面的传统垂直排版，再
添加一些简单小巧的斜线设计，动感十足，十分抢眼；另一些网站则使用对称的斜线或多边形，
这样的布局比较平衡，也会有更好的用户体验。希望这些内容能对你的设计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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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墨
风
格
设
计
推
荐

水
墨
，中
国
画
的
一
种
表
现
形
式
。一
般
指
用
水
和
墨
所
作
之
画
。由
墨
色
的
焦
、浓
、重
、淡
、清
、产
生
丰

富
的
变
化
，表
现
物
象
，有
独
到
的
艺
术
效
果
。在
东
方
国
家
像
中
国
、日
本
、韩
国
都
有
传
承
。

水
墨
元
素
成
为
极
具
东
方
审
美
意
蕴
的
中
国
平
面
设
计
表
现
符
号
，越
来
越
多
的
出
现
在
具
有
中
国
文
化
特
点
的

设
计
作
品
中
。这
期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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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
集
了
优
秀
的
平
面
、网
站
水
墨
风
格
设
计
，这
些
作
品
中
以
水
墨
艺
术
的
色
、形
、意
及

与
现
代
元
素
结
合
这
几
个
方
面
来
创
作
设
计
，值
得
借
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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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畅游视觉设计中心团队，爱游戏，也爱设计；爱美食，也爱聚会；爱学习，也爱分享；最爱创新。我们生

产页面，我们创造理念。畅游 VC 期待你的加入，让我们共同成长，为爱的游戏包装最华丽的外衣！

资深界面设计师

资深用户体验设计师（UED）

前端工程师

职位要求：
有深厚的美术功底及手绘能力，色彩感强，有较好的设计理念 ；
2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能独立完游戏界面及相关页面设计；
精通 Photoshop，Illustrator 等相关设计软件；

职位要求：
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完成游戏客户端用户界面设计方案；
跟踪游戏产品体验效果数据，对游戏产品功能、界面、交互作出用户体验方向相关研究；
根据研究结果对游戏产品界面进行持续用户体验提升；

职位要求：
大专以上学历；
2 年以上 Web 前端工作经验，熟悉各种 Web 前端技术 XHTML、XML、CSS、Javascript，熟悉 W3C 标准；
精通 Javascript 编程，熟练使用 jQuery 框架；
有较强的页面制作功底，良好的代码书写风格，能够轻松解决不同浏览器的兼容性；
了解 SEO，对页面结构优化，提高代码性能，提升用户体验有深入的了解；

Click to enter
点击进入

加入我们

http://vc.changyou.com/join.shtml






期待你的关注！
vc.changyou.com 进入

此刊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希望大家能给我们多提意见和建议 ~
您可以通过微博或者微信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发邮件至：
guolijuan@cyou-inc.com，期待您的声音。

微信扫一扫 新浪微博 站酷 花瓣
微信公众平台号 :cyou_vc 畅游 VC 畅游 VC 畅游 V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