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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YD/T1761《网站设计无障碍评级技术要求》和YD/T1822《网站设计无障碍评级测试方法》构成了

网站无障碍设计的系列标准。

本标准代替YD/T 1761-2008《信息无障碍 身体机能差异人群 

网站设计无障碍技术要求》，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标准名称由《信息无障碍　身体机能差异人群　

网站设计无障碍技术要求》修改为《网站设计无障碍技术要求》；

――增加了“可感知性原则”（见4.1）；

――修改了有关非文本链接（等级1）的要求（见4.2.3，2008年版的4.1.1.1、5.4.2.3和5.4.3.4

）；

――修改了有关可操作非文本控件（等级1）的要求（见4.2.4，2008年版的4.1.1.1、5.4.2.3和5

.4.3.4）；

――修改了非文本内容（等级3）的要求（见4.2.5，2008年版的4.1.1）；

――增加了“文本大小调整（等级3）”、“文本大小调整（等级4）”和“无障碍文本形式（等

级5）”（见4.3.1、4.3.2和4.3.3）；

――修改了有关文本对比（等级4）的要求（见4.3.4,2008版的4.4.2.1）；

――修改了有关文本对比（等级5）的要求（见4.3.5,2008年版的4.4.3.1）；

――修改了有关多媒体（等级2）的要求（见4.4.1,2008年版的4.1.1.1）；

――修改了必须依靠视觉、听觉感知的信息的处理要求（见4.4.3，2008年版的4.2）；

――增加了“可操作性原则”（见5.1）；

――修改了有关键盘操作（等级3）和键盘操作（等级5）的要求（见5.2.1和5.2.2,2008年版的5.

1.1）；

――修改了有关键盘焦点陷入（等级1）的要求（见5.2.3,2008年版的7.2.1.2）；

――增加了“跳过导航栏（等级3）”、“板块跳转（等级3）”和“多媒体播放控制（等级3）”

（见5.2.6、5.2.7和5.2.8）；

――修改了有关充足操作时间（等级2）和充足操作时间（等级5）的要求（见5.2.10和5.2.11,20

08年版的5.2.1）；

――增加了“无漂浮窗（等级1）”（见5.2.14）；

――增加了有关输入提示（等级2）的要求（见5.3.1）；

――修改了有关错误原因提示（等级3）的要求（见5.3.3,2008年版的5.5.1）；

――修改了有关错误修改建议（等级4）的要求（见5.3.5,2008年版的5.5.2.1）；

――增加了“错误预防（等级5）”（见5.3.7）；

――增加了“可理解性原则”（见6.1）；

――修改了有关汉字（等级4）的要求（见6.2.3,2008年版的6.1.3.5）；

――增加了“章节标题（等级4）”（见6.3.2）；

――修改了有关站内搜索功能和网站地图（等级3）的要求（见6.3.3,2008年版的5.4.2.1）；

――增加了“帮助信息（等级2）”（见6.4.1）；

――增加了“兼容性原则”（见7.1）；

――修改了有关无障碍内容版本（等级1）和无障碍内容版本链接位置（等级1）的要求（见7.2.1

和7.2.2，2008年版的7.2.1.1、7.2.2和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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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无障碍内容版本链接形式（等级1）”（见7.2.3）；

――增加了“用户交互兼容性”（见7.3）。

本标准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联信息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中国盲

人协会、中国聋人协会、“中国上海”门户网站编辑部、中国盲文出版社、浙江大学、中国互联网协

会、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哈尔滨亿时代数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网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崔慧萍、吴英桦、孙永革、吴玉韶、杨崑、何川、陈晓海、李伟洪、杨洋、陈纯

、覃育梅、朱双六、富明慧、卜佳俊、陈威钢、黄畅、李藜、朱清毅、绍磊、徐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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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设计无障碍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满足无障碍上网的网站设计技术要求，包括网页内容的可感知要求、接口组件的可

操作要求、网站内容和控制的可理解要求、内容对现有和未来可能出现技术的支持能力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网站提供无障碍服务时的设计、开发和管理。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信息无障碍  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

无论健全人还是残疾人、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能够从信息技术中获益，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平等地、方便地、无障碍地获取信息、利用信息。

2.2　

链接  link

又称超级链接，从一个网页指向一个目标的连接关系。所指向的目标可以是另一个网页，也可以

是相同网页上的不同位置，还可以是图片、电子邮件地址、文件、甚至是应用程序。而在一个网页中

用来超链接的对象，可以是一段文本或者是一个图片。当浏览者单击已经链接的文字或图片后，链接

目标将显示在浏览器上，并且根据目标的类型来打开或运行。按照链接路径的不同，网页中超链接一

般分为以下3种类型：内部链接、锚点链接和外部链接。如果按照使用对象的不同，网页中的链接又可

以分为：文本超链接、图像超链接、E-mail链接、锚点链接、多媒体文件链接、空链接等。

2.3　

辅助技术  assistive technology 

用户代理的硬件和/或软件。为了满足存在身体机能差异性的特殊人群（例如残疾人）的需要，在

主流用户代理提供的功能之外，它们提供了一些特殊的功能，也可以与主流用户代理一起提供特殊的

功能。辅助技术提供的特殊功能包括替代性表现形式（例如合成语音或放大的内容）、替代性输入方

式（例如语音输入）、附加的浏览和导航机制、内容转换（例如使表格更易于访问）等。

辅助技术通常是通过使用和监视API来与主流用户代理交换数据和消息。主流用户代理和辅助技术

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别，很多主流用户代理提供了一些支持残疾人使用的特殊功能。基本的区别是主流

用户代理的服务目标是更为广泛的不同类型的人群，通常包括健全人和残疾人。

本标准涉及的比较重要的辅助技术包括：

——屏幕放大器，由存在视力障碍的人使用，可以放大屏幕上的字体并改变颜色，以改善改变后

的文本和图像的视觉可读性；

——屏幕阅读器，由存在视力障碍或阅读障碍的人使用，以便通过同步语音或盲文显示来读取文

字信息；

——语音识别软件，可以由存在某些生理障碍的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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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键盘，由存在某些生理障碍的人使用，以便模拟键盘的功能；

——替代性指点设备，由存在某些生理障碍的人使用，以模拟鼠标定位和按钮动作。

2.4　

用户代理  user agent

能够检索并向用户展现 Web 内容的软件。例如：Web 

浏览器、媒体播放器、插件以及其他程序（包括辅助技术），它们能够帮助检索及展现 Web 内容。

2.5　

多媒体  multimedia

与另一种媒体和/或基于时间的交互式组件相同步的音频或视频。

2.6　

字幕  captions

与多媒体一起显示并与之同步的、提供语音信息的替代文本。

2.7　

文本  text

字符序列,字符是指 Unicode/ISO/IEC 106464 库中的字符。 

2.8　

自然语言  natural language

人类之间交流所使用的语言，包括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以及手语是一种自然地随文化演化的语言

。

2.9　

非文本内容  non-text content

字符顺序不能程序化确定或其顺序不能用自然语言表达的任何内容。

注：包括 ASCII图形（一种字符图案）、表情符号、leetspeak（用其它字符代替）以及用来表示文本的图形。

2.10　

替代文本  text alternative

用于替代非文本内容的文本，例如对图片提供一段文字解释，主要作用是方便视障人群借助辅助

工具了解非文本内容，例如使用读屏软件读懂图片内容。

2.11　

纯装饰  pure decoration

只满足美观的目的，不提供信息，不执行功能。

2.12　

视频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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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图片或图像活动的技术。视频可以由动画或者图片或者两者共同构成。

2.13　

相对亮度  contrast

色域中任何一点的相对亮度，通常0代表最深的黑色，1代表最浅的白色。

注：关于sRGB色域颜色的相对亮度定义为L= 0.2126 *R + 0.7152 *G + 0.0722 * 

B，其中R、G、B的定义分别如下： 

——如果RsRGB <= 0.03928 则R = RsRGB/12.92 ，否则R = ((RsRGB+0.055)/1.055) ^ 2.4；

——如果GsRGB <= 0.03928 则G = GsRGB/12.92 ，否则G = ((GsRGB+0.055)/1.055) ^ 2.4；

——如果 BsRGB <= 0.03928 则 B = BsRGB/12.92 ，否则B = ((BsRGB+0.055)/1.055) ^ 2.4。

并且RsRGB、GsRGB和BsRGB的定义分别如下：

RsRGB = R8bit/255；

GsRGB = G8bit/255；

BsRGB = B8bit/255。

"^" 符号是幂运算符。

2.14　

亮度对比率  contrast ratio

(L1 + 0.05) / (L2 + 0.05)，其中：

—— L1是较浅颜色的相对亮度；

—— L2是较深颜色的相对亮度。

2.15　

上下文变化  changes of context

以下方面的变化：

——用户代理；

——观察窗 (viewport)；

——焦点 (focus)；

——改变 Web 单元含意的内容。

内容的变化并不总是上下文的变化。内容上的微小变化，例如展开的轮廓或者动态菜单，并不改

变上下文。

2.16　

上下文相关的帮助  context-sensitive help

帮助文字，它们提供与当前操作功能相关的信息。

2.17　

聚焦  Focus

电脑操作系统或应用程序需要获得鼠标、键盘或者其他类型的输入设备（比如手写笔）在屏幕（

或窗口）上输入信息的位置，这个位置被称作输入焦点，操作系统或应用程序获得输入焦点的行为被

称作聚焦。通常鼠标的单击会使系统自动获得焦点，光标的移动也会使系统自动获得焦点。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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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单元  Web Unit

由一种或多种共同展现的资源构成的信息集合，由单个统一资源标识符（例如 

URL）进行标识。例如包含所有内嵌图像和媒体的 Web 页面。

2.19　

语音信息  speech information

所有发言、讲话、画外解说等声音信息。

3　概述

人们在获取信息方面的障碍主要体现在视觉、听觉、运动和认知障碍上，健全人由于某些原因也

可能无法正常访问网页，可能的情况如下：

——可能无法看见、听见、移动，不方便或完全无法处理某些类型的信息；

——可能在阅读理解文本方面有困难；

——可能无法使用键盘或鼠标； 

——使用的可能是只能显示文本的显示器、小显示器或者低速的互联网连接；

——可能不会流畅地说或理解文档书写所使用的语言；

——眼睛、耳朵或手在忙于做其他事情（例如驾车、在噪音环境下工作等）；

——可能使用了不同的用户代理（例如早期版本的浏览器、语音浏览器等）。

信息无障碍服务的目的是要帮助任何人在任何条件下获取网络信息，要保证网页可以被任何人直

接或借助辅助工具访问到，要求网页设计做到以下四点：

——网页内容必须是可感知的；

——网页内容中的界面组件必须是可操作的；

——网页内容和控件必须是可理解的；

——网页内容必须具备兼容性。

这四项原则为任何人访问和使用网页内容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并为提高残疾人和有特殊需求的健

全人感知、操作和理解网页内容的能力提供支持。每项原则之下都有许多特定的规范来实现该原则。

而在每一项特定的规范之下又有若干合格标准来评估是否符合该特定规范。

每项原则之下的规范的合格标准被划分为如下等级：

——等级1合格标准：实现基本的无障碍服务功能；

——等级2合格标准：实现强化的无障碍服务功能；

——等级3合格标准：实现较高难度的无障碍服务功能；

——等级4合格标准：实现高难度的无障碍服务功能；

——等级5合格标准：实现附加的无障碍服务功能。

网站应首先实现较低等级的规定，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较高等级的规定。

本标准以下各章规定了无障碍网页开发设计要求，以便使身体机能差异人群、特殊环境条件下的

健全人都能够直接或借助辅助工具获得网页信息。

注：本标准针对建设信息无障碍网站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做出规定，并不针对具体使用的技术，即不针对 

HTML、XML 

或任何其他特定技术。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标准的规定应用于多种场合和技术中，包括那些目前尚不存在的场

合和技术。

4　可感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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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可感知性原则

信息和用户接口组件应以用户可以感知的形式呈现给用户。

4.2　非文本处理

4.2.1　验证码（等级1）

如果网页中存在非文本验证码，则应提供适合多种残疾人和有特殊需求的健全人使用的替代表现

形式。

4.2.2　验证码（等级2）

如果网页中存在非文本验证码，则应提供适合多种残疾人和有特殊需求的健全人使用的不离开当

前操作界面的替代表现形式（例如语音验证码）。

4.2.3　非文本链接（等级1）

应为网页中的非文本链接提供替代文本，替代文本应说明链接目的或链接用途。

4.2.4　可操作非文本控件（等级1）

如果非文本内容是一个控件或接受用户输入，则应有一个能说明其目的名称。

4.2.5　非文本内容（等级3）

应为所有展现给用户的非文本内容提供相同目的的替代文本，但下述情况按相应要求处理：

——如果非文本内容是一个测试或练习，且在以文本形式展现的情况下无效，则替代文本至少应

对该非文本内容提供描述性的说明；

——如果非文本内容的主要目的在于创建某种特定的感官体验，则替代文本至少应对该非文本内

容提供描述性的说明；

——如果非文本内容属于纯装饰，或者仅用于视觉格式，或者并不向用户展现，则应以辅助技术

可忽略的方式进行实现。

注：在难以明确界定非文本内容是否为装饰性的情况下，按针对非装饰性非文本内容的要求进行处理。

4.3　文本处理

4.3.1　文本大小调整（等级3）

应能无须使用辅助技术即可对网页的字体大小进行调整（字幕文本和图片文本除外），放大程度

可达200%，字体放大后的显示结果不超出屏幕的左右边界，且放大后文字不能够相互重叠。

4.3.2　文本大小调整（等级4）

应能无须使用辅助技术即可对网页各个区块的字体大小进行调整（字幕文本和图片文本除外），

字体放大程度可达200%，字体放大后的显示结果不超出屏幕的左右边界，且放大后文字不能够相互重

叠。

4.3.3　无障碍文本形式（等级5）

对于文本块的视觉呈现，可提供一种机制来实现下列效果： 

——前景颜色和背景颜色可由用户选择；

——宽度不超过80个文字或符号（如为中日韩统一表意文字，则不超过40个字）；

——文本不调整（不要左右两端对齐）；

——段落内的行距至少为1.5倍，且段落间距至少比行距大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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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使用辅助技术即可调整文本大小，最多可调整到200%，字体放大后的显示结果不超出屏

幕的左右边界，且放大后文字不能够相互重叠。

4.3.4　文本对比（等级4）

文本视觉呈现的亮度对比率至少应达到4.5:1，但下述情况按相应要求处理： 

——大字文本亮度对比率至少为3:1；

——当文本作为非活动的用户界面组件的一部分，是纯装饰的，或对任何人均不可见，或是一个

包含其他重要视觉内容的图片的一部分，则没有亮度对比率要求；

——作为标识或品牌名称的一部分的文字，没有最低亮度对比率的要求。

4.3.5　文本对比（等级5）

文本视觉呈现的亮度对比率至少应达到7:1，但下述情况按相应要求处理： 

——大字文本的对比率至少为4.5:1；

——当文本或文本图像作为非活动的用户界面组件的一部分，是纯装饰的，或对任何人均不可见

，或是一个包含其他重要视觉内容的图片的一部分，则没有亮度对比率要求；

——作为标识或品牌名称的一部分的文字，没有最低亮度对比率的要求。

4.4　多媒体处理

4.4.1　多媒体（等级2）

应为多媒体信息提供内容概要。

4.4.2　预录多媒体（等级3）

对于预先录制的多媒体，应提供音视频中语音信息的替代文本，即：提供一个直接嵌入视频流的

开放字幕，或提供一个封闭字幕。

4.4.3　预录多媒体（等级5）

对于预先录制的多媒体，其中任何必须依靠视觉、听觉感知的信息，应提供相应的语音描述、文

本描述，或提供全部多媒体内容的文本替代描述信息。

4.4.4　实时多媒体（等级4）

对于实时多媒体，应提供音视频中语音信息的替代文本，即：提供一个直接嵌入视频流的开放字

幕，或提供一个封闭字幕。

4.4.5　多媒体手语视频（等级5）

应为多媒体提供手语视频，即：在视频流的一角提供手语视频，或提供同步手语视频，可以通过

不同的观看途径来播放。

5　可操作性

5.1　可操作性原则

用户接口组件应为用户操作提供便利，并为防止和纠正用户的操作失误提供措施。

5.2　网页操作控制

5.2.1　键盘操作（等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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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内容中所有可通过鼠标操作实现的功能均可通过键盘操作来实现，而且对单个键击时间没有

特定要求（依赖鼠标划过路径实现的功能除外，如鼠标画笔）。

5.2.2　键盘操作（等级5）

网页内容中所有功能均可通过键盘操作来实现，而且对单个键击时间没有特定要求。

5.2.3　键盘焦点陷入（等级1）

网页应支持键盘焦点进入内容区，不产生键盘焦点陷入。

5.2.4　键盘焦点陷入（等级3）

如果使用键盘操作能将键盘焦点移到某个页面组件上，则只使用键盘就可以将焦点从该组件上移

开；如果除了点击未经更改的方向键、Tab键或使用其它标准退出方式之外还需要其他的操作，则应告

知用户移开焦点的方法。

5.2.5　聚焦（等级5）

在任何组件被聚焦时，不应引起上下文变化。

5.2.6　跳过导航栏（等级3）

应提供一种机制来跳过在多个网页中反复出现的内容块，提供直接访问网页主要内容的功能。

5.2.7　板块跳转（等级3）

应提供一种机制使用户能够通过键盘操作方式在各内容板块间进行跳转。

5.2.8　多媒体播放控制（等级3）

视频、音频、多媒体信息的播放可通过键盘控制，可通过键盘播放、停止、暂停、快进、快退、

增减音量。

5.2.9　多媒体播放控制（等级4）

如果网页上的视频、音频、多媒体自动播放时间超过三秒，则应提供一种机制来暂停或将其关闭

。 

5.2.10　充足操作时间（等级2）

如果计时不是活动的必要部分或关键要素，且不会导致使用者发生法律承诺或财务交易，则应为

用户的操作留下充足时间。

5.2.11　充足操作时间（等级5）

应为用户的网页交互操作留下充足时间。

5.2.12　中断推迟或阻止（等级4）

除了紧急事件的中断，中断均应可以被用户推迟或阻止。可提供下列机制来保证：

——提供一种延缓内容的任何更新的机制；

——根据用户的请求更新内容，而不是自动更新内容。

5.2.13　会话恢复（等级4）

已认证的会话过期时，用户重新认证后数据不会丢失，先前输入的信息可读出，活动可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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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4　无漂浮窗（等级1）

网页中不应出现漂浮窗。

5.3　信息输入处理

5.3.1　输入提示（等级2）

当内容需要用户输入时，应提供说明，具体方式为：

——对于需要用户输入信息的输入栏，网页中提供提示信息；

——对于需要以特定格式输入的文本，网页中提供格式说明。

5.3.2　错误原因提示（等级2）

如果输入错误被自动检测出来，则应以文本形式向用户描述错误信息，且错误信息可关闭。

5.3.3　错误原因提示（等级3）

如果输入错误被自动检测出来，则应以文本形式向用户描述错误信息，错误信息可关闭，且用户

可选择此后不再提示错误信息。

5.3.4　错误修改建议（等级3）

如果一个输入错误被自动检测出，并且修改建议已知，则应以文本形式向用户提供修改建议，且

提示信息可关闭

5.3.5　错误修改建议（等级4）

如果一个输入错误被自动检测出，并且已知修改建议，则应以文本形式向用户提供修改建议，提

示信息可关闭，且用户可选择此后不再出现提示信息。

5.3.6　错误预防（等级3）

对于会导致使用者发生法律承诺或财务交易的网页，至少应符合下述条件之一：

——提交动作是可逆的；

——可以对用户输入的数据进行输入错误检查，并且用户有机会纠正数据；

——在最后完成提交之前，提供一个检查、确认、修改信息的机制。

注：对有特殊要求的金融业用户，本标准有可能不适用，将在实际情况中针对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5.3.7　错误预防（等级5）

对于要求用户提交的网页信息，至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提交动作是可逆的；

——可以对用户输入的数据进行输入错误检查，并且用户有机会纠正错误；

——在最后完成提交之前，提供一个检查、确认、修改信息的机制。

6　可理解性

6.1　可理解性原则

网页的文本内容应可读、可理解，内容的布置和功能应便于用户理解和使用。

6.2　信息内容处理

6.2.1　不常用词语（等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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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供一种机制来确定以非常规方式或受限方式使用的词或词组（包括习语和术语）的具体定义

。

6.2.2　缩写词（等级4）

应提供一种机制来确定缩写词的展开形式或意义。

6.2.3　汉字（等级4）

应提供一种机制对汉字的生僻字加注拼音并解释含义。

6.2.4　一致的导航（等级4）

网页导航机制以一致的相对顺序出现，除非用户启动了某种变化。

6.2.5　一致的识别（等级4）

在一组网页中具有相同功能的组件可通过一致的方法被识别。

6.3　网页引导机制

6.3.1　网页标题（等级2）

网页应有描述主题或目的的标题。

6.3.2　章节标题（等级4）

网页应通过章节标题组织信息内容。

6.3.3　站内搜索功能和网站地图（等级3）

除了某一个网页是一个过程的结果或者一个步骤外，均应提供至少一种方式用以在一组网页中找

到该网页，如：可提供站内搜索功能，或提供一个文本形式的网站地图。

6.3.4　用户位置（等级4）

应提供用户在一组网页中所处位置的信息。

6.4　帮助信息

6.4.1　帮助信息（等级2）

使用快捷键可获得与无障碍浏览相关的帮助信息。

6.4.2　帮助信息（等级5）

应为文本输入提供上下文相关的帮助。

7　兼容性

7.1　兼容性原则

兼容性原则包括：

——网页内容应足够强壮，可被各类用户代理（包括辅助技术）可靠地解析；

——网页应兼顾不同人群的不同需要，并保持良好的兼容关系。

7.2　无障碍网页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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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无障碍内容版本（等级1）

网站至少应有一个内容版本满足本标准相应等级的规定。

7.2.2　无障碍内容版本链接位置（等级1）

如果无障碍版本需要通过普通版本进入，则在普通版本上不符合无障碍要求的内容开始之前提供

一个链接，该链接指向一个可以满足本标准规定的无障碍替代版本。

7.2.3　无障碍内容版本链接形式（等级1）

无障碍版本的进入链接应易于发现和使用。

7.3　用户交互兼容性

7.3.1　用户交互兼容性（等级1）

网站预留的联络方式，应支持不同类型人群的使用，帮助用户完成后续的信息交互操作。

7.3.2　用户交互兼容性（等级2）

网站预留的联络方式，应支持不同类型人群的使用，帮助用户完成后续的、基于互联网的、即时

直接的信息交互操作。

7.3.3　反馈联络（等级1）

网站应预留联络方式，帮助用户反映网站无障碍使用中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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