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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互联网协会标准工作委员会（T/ISC）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互联网协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国家信息无障碍公

共服务平台）、国家信息中心、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盲人协会、北京市肢残人协会、安徽

大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国兴中科信息技术中心、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

司、贰玖捌(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厦门

世纪大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博育智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同路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忆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嘀嘀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OPPO广东移动

通信有限公司、国广东方网络（北京）有限公司、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蚂蚁金融服务集团、

深圳市随手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双猴科技有限公司；人民网、新华网、中国台湾网、正义网、中国无障

碍促进网。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骆荣青、赵耀、莫映华、黄畅、石林、李庆忠、陈志毅、王杰夫、田丽、张

昆、王新颜、梁鼎、杨玉涛、骆坚、梁振宇、黄希彤、刘思杨、乔家栋、王风升、傅天马、崔丽华、齐

晓靖、舒敏、崔牧凡、杨爱民、陈梅。 

http://www.baidu.com/link?url=0wyaWP725OmxvU4h_kIhWL02m0OyELERV3s_9LeVkVPz-FL9lYtXUTEV2wuIuIfM
http://www.baidu.com/link?url=0wyaWP725OmxvU4h_kIhWL02m0OyELERV3s_9LeVkVPz-FL9lYtXUTEV2wuIuI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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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今信息时代，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通信技术日新月异，人们获取网络信息的形式也更加多元、

更加智能。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障碍人士能够便捷使用网络提供更多机遇。《Web信息

无障碍通用设计规范》旨在强调Web信息无障碍服务的全面性和通用性，鼓励使用新的信息通信技术来

不断完善Web内容信息的服务环境，指导网站信息无障碍服务建设惠及到包括残障人士在内的所有人群。

设计人员和服务方遵循这些通用设计规范原则要求，可以使Web信息服务得到加强和提升。 

本规范参阅和借鉴万维网联盟《Web内容无障碍指南》（WCAG 2.0）和我国《网站设计无障碍技术

要求》（YD/T 1761-2012）等成功标准，结合目前Web信息技术的发展情况，保留了辅助技术对Web内容

在可感知性、可操作性、可理解性和兼容性的一些要求，增加了对Web信息的感知性、操作性、理解性

和兼容性的一些新的规定。达到这些要求，让使用辅助技术的用户获取Web信息更便捷；实现新的规定，

可使用户摆脱对辅助技术的依赖。 

本规范涉及Web信息所有的服务形式，以及声音、影像和网页等人工智能识别技术，适合于PC网站、

移动网站、计算机客户端和移动APP的通用设计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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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信息无障碍通用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计算机网站和移动网站信息无障碍交流通用设计技术要求,适合于解决Web内容在台

式计算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同样适合于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上的可访问性问题。标准在涵盖了

一系列能使更多残障人士更容易访问Web内容的各种规定，使失明，失聪，有听力和视力障碍的人士，

有学习，认知，运动，言语障碍，以及光敏感反应等人群，获取web信息和服务付出的成本和健全人相

一致，同样，这些规范也适用于身体临时障碍，环境发生变化的健全人信息访问需求。本规范对web信

息无障碍交流对用户更全面的感知信息、更方便的操作方式，更清晰的理解访问对象提出了一些要求，

对web信息服务智能化提出无障碍需求，对第三方辅助工具的兼容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本规范未将操作

系统和浏览器可以实现的网页放大、背景色调整等无障碍辅助功能作为强制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web信息无障碍交流和web信息智能服务的设计者，也适用于网络产品和网络服务提

供者，公共服务信息资源管理者和提供者，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依据，为服务评估者提供支撑。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3 总则 

3.1 感知性 

在保障获取信息有障碍的用户以辅助手段感知信息的同时，网站信息内容的推送方式需要提供文

本信息的在线语音阅读和手语转译，文本信息影像化等多种推送方式，以满足不同障碍人群对信息感知

形式的需求。这个要求同样对健全人获取信息更友好。 

3.2 理解性 

在充分保障盲视认知当前访问对象基础上，需提供当前网页信息结构和访问对象的关联性文本或

其他表达方式，以保障盲视用户感知信息与健全人感知信息等价，为用户操作的目的性和准确性提供支

撑。 

3.3 操作性 

在规定了网站全程支持键盘操作的基础上，网页需将区域分类的数据关系结构程序并提供相应的操作

接口，以帮助使用读屏软件的盲视用户快速准确操作，并友好支持使用声控软件的用户便捷操作。移动

网页也应将网页信息区域结构程序化，并提供智能手势，支持盲视用户进行网站栏目、文本输入、控件

按钮定位和操作。 

3.4 兼容性 

Web内容必须健壮，在计算机主流浏览器、移动主流浏览器下运行正常，在支持通过获取系统消息

的辅助工具的同时，也为现有的辅助工具、未来的用户代理和其他的智能软件提供操作接口和计算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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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等级划分标准 

根据失明、失聪、有听力和视力障碍的人士，有学习、认知、运动、语言障碍以及光敏感反应等各

种获取信息有障碍人群对无障碍访问信息和使用服务的基本性与全面性、普适性与扩展性、便捷性与智

能性需求，以及技术服务实现的难易情况划分为以下三个等级： 

一级：网页或移动应用应提供满足盲人用户、低弱视力用户、文化低下用户无障碍访问信息的基本

需求，即这些用户可以利用读屏软件，或使用网页或移动应用自带的网页样式与文字大小变化、语音阅

读等适应于自己的无障碍基础功能，满足上述基本要求为一级。 

二级：网页或移动应用应提供网页区域盲道、个性化服务等适合各类障碍人士全面便捷访问互联网

信息的强化无障碍服务功能，即这些用户利用强化的无障碍服务功能，降低了访问互联网信息和使用主

要服务功能的成本；满足一级、二级的所有便捷要求为二级。 

三级：网页或移动应用应提供网页区域及信息智能盲道、对用户的语音与操作意图识别判断、语音

或文本的口述网页信息影像与操作引导等多种智能无障碍服务功能，即用户利用这些智能服务，使障碍

用户访问信息和使用服务功能的成本与健全人士基本一致；满足一级、二级和三级的所有技术要求可视

为满足三级。 

 

5  通用性要求 

5.1可感知性  

5.1.1 感知性要求：网页信息和接口组件应以用户可以感知的形式完整呈现给用户。 

5.1.2  信息描述 

5.1.2.1  概要信息 

网页头部应有一个说明当前页面内容的概要文本说明。（等级一） 

5.1.2.2  整体信息 

网页应须提供一个描述当前页面所有区域内容及信息服务类型的文本说明，并应提供一种能够便

捷访问的机制。（等级二） 

5.1.2.3  区域信息 

网页各信息区域应有该区域的信息类型和服务内容的具体描述，视障用户在无障碍访问中可以获

得。（等级三） 

5.1.2.4  上下文信息 

交互关系复杂且有上下文关系界面组件，应在区域访问的出入口有相应说明，并支持上下级或同级

遍历。（等级三） 

5.1.3  视觉呈现 

5.1.3.1  页面布局 

应遵循常规页面布局方式。如因服务功能需要改变布局形式，应有必要的提示。（等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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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2  对比度 

至少提供一种黑色背景、白色字体的页面对比度设置服务。采用其他对比度方案，对比度不低于

4.5:1。（等级一） 

5.1.3.3  文本字体大小 

文本不需要辅助技术的情况下，要至少可以放大至200%，且没有内容或功能损失。（等级一） 

5.1.3.4  焦点状态 

鼠标，或指点，或键盘操作，或以其他方式聚焦到页面各组件时，该组件应有明显的被访问的状态

提示。（等级三） 

5.1.4  听觉感知 

5.1.4.1  语音阅读 

页面各组件和文本信息均应提供在线的语音阅读服务，至少要在正文页面中实现。（等级一） 

5.1.4.2  阅读控制 

语音阅读服务应有开启和关闭阅读的设置，并可被辅助技术操作和控制，避免与盲用读屏等语音阅

读或语音识别类软件冲突。（等级一） 

5.1.5  非文本处理 

5.1.5.1  非文本链接 

以非文本形式的链接，应提供说明链接目的或链接用途的替代文本。如：所指向的正文标题，或文

件、服务应用的下载等。（等级一） 

5.1.5.2  非文本控件 

以非文本形式的控件或接受用户输入，应提供一个说明其目的的文本。如：搜索或登录按钮等。（等

级一） 

5.1.5.3  非文本内容 

以非文本形式信息内容，应提供等价的文本信息内容或提供相一致的语音阅读服务（等级二） 

5.1.5.4  验证码放大 

如网页中存在数字形式的非文本验证码，应提供相应的验证码图片放大服务，且验证码图片的放大

倍数不低于2倍。（等级一） 

5.1.5.5  语音验证码 

如网页中存在数字或图文形式的非文本验证码，须提供一种视觉感官以外的验证码服务形式，如：

语音验证码。（等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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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6  短信验证码 

如网页中存在数字或图文形式的非文本验证码，须提供一种安全的其他渠道的验证码服务形式，如：

短信验证码。（等级二） 

5.1.5.7  验证在线服务 

如网页中存在以拖拽或拼接等复杂操作的验证形式，须提供一种等价形式的服务，如：在线的人工

服务。（等级三） 

5.1.5.8  验证码时效 

有时效限制的验证码，应为用户提供告知时效服务，并提供延长时效设置。时效延长设置时长不低

于原有时效1倍以上。 

5.1.5.9  图片二维码 

如网页中有移动APP或移动网站二维码图片，应提供说明其目的的替代文本，并有相应访问或下载

地址。同时需提供一种能够使图片放大并显示在屏幕中央位置的机制，图片放大至少为原图片的4倍。

（等级一） 

5.1.5.10  图表 

以图片或控件表格等形式图表，应提供与视觉信息结构关系一致的访问方式和等价文本。如：横纵

轴联系、分项菜单关系、数据表达等。（等级三） 

5.1.5.11  非文本装饰 

如果非文本内容是纯粹的装饰，应提供一种其内容可以被辅助技术忽略的机制。（等级一） 

5.1.6多媒体处理 

5.1.6.1  音视频（等级三） 

——应提供与音视频语音信息同步的文字字幕 

——应提供与音视频语音信息等价的手语解说 

——应提供与音视频语音信息等价的替代文本 

5.1.6.2  图片播放器（等级三） 

——应提供与图片信息一致的文字字幕 

——应提供文字字幕在线语音阅读服务 

——应提供与图片信息一致的替代文本 

5.2  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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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可操作性要求：用户界面组件应构建和开放界面组件操作接口，并可被其他操作方式替代。 

5.2.2  键盘控制 

5.2.2.1  键盘操作 

网页信息所有内容，应支持键盘操作和访问。（等级一） 

5.2.2.2  焦点陷阱 

网页中所有内容，不应存在焦点陷阱。（等级一） 

5.2.2.3  焦点顺序 

以操作TAB键方式访问网页内容信息的焦点顺序，应与网页可视化内容表现形式相一致。如：自左

而右，自上而下。（等级二） 

5.2.2.4  焦点恢复 

如网页中出现临时弹窗不应造成当前访问焦点丢失，如有，则应提供一种恢复焦点的机制。（等级

二） 

5.2.3  快捷操作 

5.2.3.1  网站导航 

网站要提供信息和服务栏目的导航，并为键盘操作提供一种快速访问机制。这个服务至少保证访问

者在网站首页上可以获得。（等级一） 

5.2.3.2  避免重复操作 

至少应提供一种直接跳过网页导航栏及网页头部的其他重复内容机制。（等级一） 

5.2.3.3  访问重要内容 

应提供一种可以直接访问网页信息内容的操作机制。如：进入正文页或列表页，通过操作快捷键可

直接到达列表或正文窗口。（等级二） 

5.2.3.4  区域遍历操作 

应支持在网页各信息区域间的遍历操作。（等级二） 

5.2.3.5  区域切换操作 

支持直接定位或切换到网页任一类别区域，并能够在该区域内遍历操作。（等级三） 

5.2.4  窗体控制 

5.2.4.1  漂浮窗体 

网页中尽可能无漂浮窗体，如有，应在网页加载时与网页同步出现。（等级一） 

5.2.4.2   临时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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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网页需要临时出现窗体，应有一种告知方式，并提供关闭临时窗体的机制。（等级二） 

5.2.4.3  访问窗体 

提供鼠标和指点方式访问窗体之外的其他操作方式，如，相应的访问快捷键。（等级二） 

5.2.5  多媒体控制 

5.2.5.1  多媒体播放控制 

视频、音频等多媒体信息的播放控制可通过键盘完成，并可被其他操作方式访问操作。（等级二） 

5.2.5.2  多媒体互动交流 

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内的在线评价交流服务，可以通过键盘操作和其他操作方式完成。（等级二） 

5.2.5.3  暂停、关闭或开启 

如果网页上有自动播放的多媒体，则应提供一种机制及时进行暂停、关闭或重新开启。（等级一） 

5.2.6  操作时间控制 

5.2.6.1  充足的操作时间 

如果计时不是活动的必要部分或关键要素，则应为用户的操作留下充足时间。（等级一） 

5.2.6.2  操作时间延长 

如果用户的网页交互操作时间不足，需提供一种可以延长交互时间的机制。（等级二） 

5.2.6.3  重新申请操作 

如果计时时间是活动的必要部分或关键因素，需提供一种重新申请再次操作的机制。（等级三） 

5.2.7  信息输入处理 

5.2.7.1  输入提示 

当需要输入内容时，应提供输入信息格式要求的文本形式提示，并提供相应的检测机制。（等级一） 

5.2.7.2  错误修改 

如果输入错误被网页前端或后台检测出来，则应以文本形式或语音向用户描述错误信息，且错误可

撤销，并支持继续输入。（等级二） 

5.2.7.3  错误预防 

对于会导致使用者发生法律承诺或财务交易的网页，应提供符合下列要求的服务通道：（等级三） 

——提交动作是可逆的； 

——对用户输入的数据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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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用户纠正数据的时间； 

——提供一个模拟提交的测试机制； 

——用户提交后，要有提交结果的报告，且提交可在3分钟内予以撤销，或在3分钟内的支持修改和

再次提交。 

5.2.8  操作接口 

5.2.8.1  结构数据 

构建界面组件层次关系清晰、信息完整准确的结构数据。（等级二） 

5.2.8.2  接口开放 

不依赖操作系统消息或浏览器解析结果，并可被键盘操作、语音控制软件等其他智能软件访问操作。

（等级二） 

5.3  可理解性 

5.3.1  可理解要求：网页的文内容应可读、可理解，界面布局和功能关系清晰便于用户理解和使

用。 

5.3.2  信息表达 

5.3.2.1  专业词语 

尽可能不采用专业词语作为栏目或访问目标的表达，如有，应提供一种阐明其具体定义的机制。不

包含正文中的专业词语。（等级一） 

5.3.2.2  缩略词 

如因某些情况必须使用缩略词作为栏目或访问目标的表达，且缩略词只是网站自我表达，则应提供

一种机制来展开缩写词原意。不包含常规使用的缩略词。（等级一） 

5.3.2.3  交互的统一性 

使用键盘对网页进行遍历操作，用户界面组件则以视觉感知一致的顺序出现。（等级二） 

5.3.2.4  识别的一致性 

避免修改公认的通用名称，如有，则应提供一种机制予以说明。（等级一） 

5.3.2.5  网页识别 

网页应有对应的描述主题或目的的标题或关键词。（等级一） 

5.3.2.6  区域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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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各信息区域应为辅助软件提供和视觉一致的区域标题注释，而不是一个链接注解。（等级二） 

5.3.2.7  位置告知和纠错 

应提供一个告知当前状态、位置和组件关系的机制指导用户操作，并支持撤销上一步操作动作。（等

级三） 

5.4  兼容性（健壮性） 

5.4.1  兼容性要求：网页内容在主流操作系统或浏览器下运行正常，并支持现有的辅助工具和其他用

户代理。 

5.4.2  界面组件 

5.4.2.1  页面样式 

页面样式不应因用户使用的浏览器或操作系统不同而发生样式变化，不包括响应式网页服务。（等

级一） 

5.4.2.2  数据加载 

网页数据加载，不应因用户使用的浏览器或其他第三方代理工具不同而影响数据的加载。（等级一） 

5.4.3  认证确认 

5.4.3.1 认证确认 

页面中某些需要用户提交认证的服务，不应因无障碍服务机制原因，或因用户使用的操作系统或浏

览器不同而影响认证确认。（等级一） 

注：在计算机网站的无障碍服务中，避免使用类似镜像代理实现的无障碍服务，以防止跨域限制出

现认证无法完成。 

5.4.4  一致性服务 

5.4.4.1  不应限制 

无障碍要求不应影响网页界面样式的正常设计，同样，网页界面样式设计也不应影响辅助工具或其

他代理工具的访问。（等级一） 

5.4.4.2  流程一致 

无障碍交流要求不应影响网页的界面交互方式，同样，网页界面交互流程不应当对特殊需求操作进

行限制或不能便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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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沟通交流 

5.4.5.1  在线沟通 

如有语音形式的在线沟通服务，也应提供等价的文本形式的服务。（等级二） 

5.4.5.2  交流反馈 

对外提供的交流反馈服务，至少要提供语音（含电话或及时视频）和文本两种方式的沟通渠道。（等

级三） 

5.5  全面性要求 

5.5.1  PC无障碍客户端 

5.5.1.1  键盘操作 

支持用户以键盘操作访问无障碍客户端，并确保用户键盘方式访问Web所有信息内容。（等级三） 

5.5.1.2  语音控制 

支持用户以语音命令操作无障碍客户端，并支持用户语音命令访问Web所有信息内容。（等级三） 

5.5.2  移动客户端 

5.5.2.1  语音控制 

支持用户全程以以语音命令操作和访问Web所有信息内容。（等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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