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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信息无障碍通用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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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适用于网页内容设计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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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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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CAG 2.0  Web内容无障碍指南 
YD/T 1761-2012  网站设计无障碍技术要求 
GB/T 29799-2013  网页内容可访问性指南 
GB/T 31015-2014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基于无障碍需求的设计与设置原则 
GB/T 32632.2-2016  信息无障碍 第2部分：通信终端设备无障碍设计原则 
GB/T 37668—2019  信息技术互联网内容可访问性技术要求与测试方式 

3 总则 

Web信息无障碍通用设计规范是保障所有用户在不同身体状况、网络传输渠道和周边环境状态发生

变化的情况下，都能便捷获取web服务的信息无障碍交流要求。为了达到这些要求，网站的设计者和开

发者必须遵守以下五项基本原则。 

3.1 感知性 

在保障包括使用读屏软件的盲人用户感知信息的同时，网站信息的推送方式需要提供但不限于文

本样式改变和在线语音阅读，以及文本信息影像化等推送方式，以满足不同障碍人群对信息内容感知形

式的需求。这个要求同样对健全人获取信息内容更友好。 

3.2 理解性 

在保障盲视用户认知当前访问对象基础上，需提供当前网页信息内容的结构描述文本或语音服务，

并提供当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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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盲视用户访问网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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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需将信息区域进行分类和提供相对应的操作方式。

并通过开放操作接口，支持包括声控、智能手势或其他替代技术的访问和操作。移动网页应为盲视用户

提供栏目快速切换、控件和文本输入定位和操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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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兼容性 

Web内容必须健壮，在各计算机主流浏览器和各移动主流浏览器下运行正常。在友好支持通过截获

系统消息的盲用读屏软件的同时，也为现有的其他辅助工具、未来的用户代理软件及智能技术提供操作

接口和计算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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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中的最低级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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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中的中等级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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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中的最高级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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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操作性 

5.1.1 感知性要求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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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页内容感知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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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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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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呈现的感知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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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2  对比度 

文本和文本图片的视觉展示的对比度至少为 7:1，采用其他对比度方案，对比度不低于 4.5:1，如

下情况除外（等级三）： 

——放大的文本：放大后的文本和文本图片，其对比率至少为 4.5:1； 

——偶发事件：弱文本或文本的图片是非活动用户界面组件的一部分，或纯装饰，或对任何用户是

不可见的，或作为包含了其他重要视觉内容的图片的一部分，则没有对比度的要求； 

——标志字：作为标识或品牌名称一部分的文字，没有最小对比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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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5  文本图像 

若使用的技术可以获得视觉展示，则使用文本而不用带文本的图像传递信息，如下情况除外（等

级二）： 
——可定制的：文本图像能够按照用户的需求进行视觉定制； 

——本质要素：文本的特点展示形式是所要传递的信息的本质要素。 

5.1.3.6 替代文本 

应提供与其内容和功能相对于的替代文本，使之能转化为用户需要的其他形式，并及时更新。（等

级一） 

5.1.3.7 字幕（预录制） 

提供同步媒体中所有预录制音频内容提供字幕，除非该媒体是文本的替代媒体并做了清楚的标记。

（等级一） 

5.1.3.8 字幕（实时） 

提供同步媒体中所有现场直播音频内容的字幕。（等级二） 

5.1.3.9 音频描述（预录制） 

提供同步媒体中所有预录制视频内容的音频描述。（等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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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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文本的感知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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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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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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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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体的感知性要求 

5.1.6.1  音视频的感知性要求 

要求如下： 
——应提供与音视频语音信息同步的文字字幕（等级一）； 
——应提供与音视频语音信息等价的手语解说（等级三）； 
——应提供与音视频语音信息等价的替代文本（等级二）。 

5.1.6.2  图片播放器感知性要求 

要求如下： 
——应提供与图片信息一致的文字字幕（等级一）； 
——应提供文字字幕在线语音阅读服务（等级三）； 
——应提供与图片信息一致的替代文本（等级三）。 

5.1.7 中文符合性 

网页中涉及到的字符编码符合GB 13000和GB 18030的要求。（等级一） 

5.1.8 时基媒体 

5.1.8.1  纯音频和纯视频（预录制） 

要求包括： 

a）预录制纯音频：提供时基媒体的替代物，展示预录制纯音频内容的等价信息。（等级一） 
b）预录制纯视频：提供时基媒体的替代物或音频轨道，展示预录制纯视频内容的等价信息。（等

级一） 

5.1.8.2 音频描述或媒体替代文本（预录制） 

提供时基媒体替代形式或预录制视频内容的音频描述，除非该媒体是文本的替代媒体并作了清楚

的标注。（等级一） 

5.2 可操作性 

5.2.1 可操作性要求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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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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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键盘控制的操作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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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捷操作的操作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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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体控制的操作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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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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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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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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体控制的操作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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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时间控制的操作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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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输入处理的操作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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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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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接口的操作性要求 

5.2.8.1  结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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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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理解要求总则 

网页的文字内容应可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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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表达的理解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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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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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容性要求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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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组件的兼容性要求 

5.4.2.1  页面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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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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确认的兼容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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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性服务的兼容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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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 沟通交流的兼容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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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无障碍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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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SC 0007—2021 

10 

参 考 文 献 

[1] W3C process. WCAG 2.0（2012）网站内容无障碍指南 

[2] YD/T 1761—2012. 网站设计无障碍技术要求 

[3] GB/T 297991-2013. 网页内容可访问性指南 

[4]GB/T 31015-2014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基于无障碍需求的设计与设置原则 

[5]GB/T 32632.2-2016 信息无障碍 第2部分：通信终端设备无障碍设计原则 

[6] GB/T 37668—2019. 信息技术互联网内容可访问性技术要求与测试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　　次
	前  言
	Web信息无障碍通用设计规范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总则
	4　 等级划分标准
	5　 通用性要求
	5.1　 可操作性
	5.1.1　 感知性要求总则
	5.1.2　 网页内容感知性要求
	5.1.2.1  概要信息
	5.1.2.2  整体信息
	5.1.2.3  区域信息
	5.1.2.4  上下文信息

	5.1.3　 视觉呈现的感知性要求
	5.1.3.1  页面布局
	5.1.3.2  对比度
	5.1.3.3  文本字体大小
	5.1.3.4  焦点状态
	5.1.3.5  文本图像
	5.1.3.6 替代文本
	5.1.3.7 字幕（预录制）
	5.1.3.8 字幕（实时）
	5.1.3.9 音频描述（预录制）

	5.1.4　 听觉感知
	5.1.4.1  语音阅读
	5.1.4.2  阅读控制

	5.1.5　 非文本的感知性要求
	5.1.5.1  非文本链接
	5.1.5.2  非文本控件
	5.1.5.3  非文本内容
	5.1.5.4  验证码放大
	5.1.5.5  语音验证码
	5.1.5.6  短信验证码
	5.1.5.7  验证在线服务
	5.1.5.8  验证码时效
	5.1.5.9  图片二维码
	5.1.5.10  图表
	5.1.5.11  非文本装饰

	5.1.6　 多媒体的感知性要求
	5.1.6.1  音视频的感知性要求
	5.1.6.2  图片播放器感知性要求

	5.1.7　 中文符合性
	5.1.8　 时基媒体
	5.1.8.1  纯音频和纯视频（预录制）
	5.1.8.2 音频描述或媒体替代文本（预录制）


	5.2　 可操作性
	5.2.1　 可操作性要求总则
	5.2.2　 键盘控制的操作性要求
	5.2.2.1  键盘操作
	5.2.2.2  焦点陷阱
	5.2.2.3  焦点顺序
	5.2.2.4  焦点恢复

	5.2.3　 快捷操作的操作性要求
	5.2.3.1  网站导航
	5.2.3.2  避免重复操作
	5.2.3.3  访问重要内容
	5.2.3.4  区域遍历操作
	5.2.3.5  区域切换操作

	5.2.4　 窗体控制的操作性要求
	5.2.4.1  漂浮窗体
	5.2.4.2   临时窗体
	5.2.4.3  访问窗体

	5.2.5　 多媒体控制的操作性要求
	5.2.5.1  多媒体播放控制
	5.2.5.2  多媒体互动交流
	5.2.5.3  暂停、关闭或开启

	5.2.6　 操作时间控制的操作性要求
	5.2.6.1  充足的操作时间
	5.2.6.2  操作时间延长
	5.2.6.3  重新申请操作

	5.2.7　 信息输入处理的操作性要求
	5.2.7.1  输入提示
	5.2.7.2  错误修改
	5.2.7.3  错误预防

	5.2.8　 操作接口的操作性要求
	5.2.8.1  结构数据
	5.2.8.2  接口开放


	5.3　 可理解性
	5.3.1　 可理解要求总则
	5.3.2　 信息表达的理解性要求
	5.3.2.1  专业词语
	5.3.2.2  缩略词
	5.3.2.3  交互的统一性
	5.3.2.4  识别的一致性
	5.3.2.5  网页识别
	5.3.2.6  区域识别
	5.3.2.7  位置告知和纠错


	5.4　 兼容性（健壮性）
	5.4.1　 兼容性要求总则
	5.4.2　 界面组件的兼容性要求
	5.4.2.1  页面样式
	5.4.2.2  数据加载

	5.4.3　 认证确认的兼容性要求
	5.4.4　 一致性服务的兼容性要求
	5.4.4.1  不应限制
	5.4.4.2  流程一致

	5.4.5　 沟通交流的兼容性要求
	5.4.5.1  在线沟通
	5.4.5.2  交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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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2  语音控制

	5.5.2　 移动无障碍客户端



	参 考 文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