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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7668-2019

信息技术 互联网内容无障碍可访问性

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互联网内容无障碍可访问性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互联网网页(含移动端网页) 和移动应用产品的开发和测试。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网页 web page

包含超文本标记语言标签的纯文本文件.

注：网页是构成网站的基本要素。

2.2

移动应用 mobile application

在移动设备上运行的应用软件。

2.3

辅助技术 assistive technology

作为用户代理或与主流用户代理协同工作的硬件、软件.

注：提供满足身体机能羌异人群需求的功能·这些需求通常超出主流用户代理所提供的

功能要求。

2.4

用户代理 user agent

为用户检索和呈现网页内容的任何软件.

2.5

无障碍可访问性 accessibility

互联网内容对于特定用户(包括残疾人、老年人和其他用户) 具备内容本身可感知，内

容中的界面组件可操作。内容和控件定义可理解，且内容应有良好的兼容性.

2.6



非文本内容 non-text content

任何非字符序列的内容。

注：该字符序列可编程式确定，或者用于序列不是表达人类语言含义的地方。

2.7

替代文本 text alternative

可以编程式确定、用于替代非文本内容的文本，或用于补充非文本内容并可以从通过编

程式确定的文本中进行引用的文本。

2.8

导航结构标签 navigation structure tag

用于帮助浏览器快速访问不同页面内容的标签。

2.9

超文本标记语言第五版 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 5

通过标记符号来标记要显示的网页中各个部分的一种规范。

注：2014 年超文本标记语言完成了第五次重大修改(亦被称为 HTML5) ，用以取代 1999

年制定的 HTML4.01，XHTML.1.0 标准.

2.10

辅助工具 assistive tool

为了满足存在身体机能差异性的特殊人群(例如，残疾人、老年人等) 的需要，在主流

用户代理功能之外提供一些特殊功能的工.具.

2.11

点显器 braille display

能够将计算机上的信息用盲文同步显示，以便盲人摸读的典型替代性指点设备。

2.12

非文本链接 non-text link

任何非字符序列的链接。

注：该链接采用非文本内容表示，如图片链接、控件链接和动画链接等.

2.13

装饰性内容 decorated content

用于装饰的元素。

注：只满足美观的目的，不提供信息，不执行功能，如广告悬浮窗、特效动画等.



2.14

预录多媒体 pre-record multimedia

事先录制好的音频或视频.用于呈现信息的交互式组件。

2.15

实时多媒体 synchronous multimedia

与其他格式同步的音频或视频.用于呈现信息或基于时间的交互式组件.

注：除非该媒体是文本的替代媒体，该替代已被清楚地标示。

2.16

焦点 focus

计算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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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设备(比如手写笔)

在屏幕(或窗口) 上输人信息的位置。

2.17

组件 component

软件系统中具有相对独立功能、可独立部署、可组装的软件实体.

2.18

布局 layout

应用程序内容中所有对组件进行规划和安排的有关事项。

2.19

聚焦框 focus frame

在用户代理接人下，移动应用内容中某组件的可触摸区域.点选该区域中任一点可对该

组件进行聚焦。

2.20

层叠样式表像素点 cascading style sheets pixel

在网页或移动应用中所有长度和测量的规范度量单位。

注：该单元与密度无关，与显示器中仔在的实际硬件像素不同.

2.21

漂浮窗 floating window

在网页或移动应用的内容呈现中，浮在页面主要内容上方、遮盖部分主要内容，且在用

户未操作情况下会在窗口内自动漂移的组件。

3 技术要求



3.1 技术要求等级划分

技术要求中的各项指标按照其对无障碍访问的影响程度、普适性与扩展性、技术实现难

度等因索进行等级划分。各项指标等级划分要求详见附录 A.

等级主要划分为三个等级：

a) 一级：网页或移动应用应提供基本的无障碍服务功能，即用户可利用自己适用的交

互方式访问互联网的主要信息和主要功能；满足一级的所有指标的技术要求可视为满足

一级。

b) 二级：网页或移动应用应提供强化的无障碍服务功能，即用户可更加便利地利用自

己适用的交互方式访问互联网的主要信息和主要功能；满足一级、二级的所有技术要求

可视为满足二级。

c) 三级：网页或移动应用应提供多种附加的无障碍服务功能，即将互联网的主要信息

和主要功能针对不同交互方式适用的用户提供不同的信息形式和服务模式；满足一级、

二级和三级的所有技术要求可视为满足三级。

注 1：在网页或移动应用中，如提供无障碍的替代版本，则该版本在测试过程中宜满足

对应等级的全部指标。

注 2：不建议将三级的技术要求作为整个网站或应用程序的通用策略·因为对于某些特

定内容不可能满足所有三级的技术要求。

3.2 可感知性

3.2.1 非文本处理

3.2.1.1 验证码(一级)

如果网页或移动应用中存在非文本验证码，则应提供可被不同类型感官(视觉、听觉、

触觉等) 接受的替代表现形式.以适应不同的残疾人群使用。

3.2.1.2 非文本链接(一级)

如果网页或移动应用内容中存在非文本的链接，应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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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3 非文本控件(一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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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目的的名称；如果非文本控件在页面局部更新中发生变化，则应说明其目的名称和对于其

变化的说明。网页或移动应用内容中存在的非文本控件应具有适合多种残疾人理解和使用的

不同形式。



3.2.1.4 非文本内容(二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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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如果非文本内容是一个测试或练习，且无法以纯文本形式展现，则替代文本至少应

对该非文本内容提供描述性的说明；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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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文本内容提供捕述性的说明；

c) 如果非文本内容在页面局部更新中发生了变化，则应对变化后不可见的内容进行忽

略；

d) 如果非文本内容属于纯装饰.或者仅厢于视觉格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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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文本处理

3.2.2.1 颜色用途(一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文本颜色不应作为传达信息、表明动作、提示响应等区分视觉元

素的唯一手段。

3.2.2.2 文本字型大小调整(二级)

在网页中，除了字幕和文本图像外，应不使用辅助技术即可对网页的字型大小进行调整，

放大程度可达 200%。且内容或功能没有损失.

在移动应用中，除了字幕、文本图像以及与移动应用功能效果相关的文本外，应不使用

辅助技术即可对网页的字型大小进行调整，放大程度可达 200%，且内容或功能没有损失。

3.2.2.3 视觉呈现(三级)

在网页中，应提供一种机制来实现下列效果：

a) 前景颜色和背景颜色由用户选择；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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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不使用辅助技术将文本大小放大 200%，并且在全屏窗口的情况下不需要用户水平滚

动就可以阅读一行文本.

在移动应用中，应用在系统设置前景颜色和背景颜色的反转后能够保持原有的界面信息

不变。



3.2.3 多媒体处理

3.2.3.1 多媒体(一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应为多媒体信息提供概要.

3.2.3.2 预录多媒体(二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对于预先录制的多媒体，应提供音频和视频中语音信息的替代文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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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3 实时多媒体(二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对于实时多媒体，应提供音频和视频中语音信息的替代文本。

3.2.3.4 多媒体手语视频(三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应为多媒体提供手语视频，且应通过不同的观看途径来播放。

3.2.3.5 扩展音频描述(三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预录视频中前景音频描述不足以传达视频意思吋，应通过暂停，

把同步媒体里所有预录的视频内容扩展音频描述提供出来。

3.2.3.6 在线音频描述(三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应为在线音频提供相应的替代内容，以呈现等同信息。

3.2.4 信息反馈

3.2.4.1 提供完整的信息反馈方式(一级)

在网页与移动应用中，用于理解内容和操作内容的表现方式或操作，不应单独依赖于组

件的感官特性，如形状、大小、视觉位置、方向或声音.

3.2.4.2 临时的或自动隐藏的控件和通知(三级)

在移动应用中，如使用淡出或定时消失的界面控件等交互方式，应为这些功能提供替代

的反馈方式。

3.3 可操作性

3.3.1 布局访问

3.3.1.1 功能性组件访问(一级)

在移动应用中.所有可见的非纯装饰性织件均应被辅助工具正常访问。在页面局部更新

后不可见的组件应不可访问；在页面局部更新后新出现的可见非装饰性组件应能被用户代理

正常访问。

3.3.1.2 跳过重复模块(一级)



在网页中，应提供一种机制来跳过在多个页面中反复出现的内容模块(例如：导航栏

等) 。

3.3.1.3 装饰性内容访问(二级)

在移动应用中，所有可见的纯装饰性内容均应被辅助工具主动忽略.

3.3.1.4 模块跳转(三级)

在网页中.应提供一种方法使用户能够在各内容模块间进行跳转.获取各个模块的信息。

3.3.2 组件聚焦

3.3.2.1 非装饰性组件聚焦(一级)

在移动应用中.所有非纯装饰性组件均应被辅助工具正常访问后正常聚焦。在页面局部

更新后不可见的组件应不可聚焦；在页面局部更新后新出现的可见非装饰性组件应能被辅助

共具正常聚焦。

3.3.2.2 组件聚焦关联性(三级)

在移动应用中，当多种组件(文本、图片、音频或视频等) 所表达的语义相同时，应对

语义相同的部件设置联合的单一聚焦框而非分别设置；无关联性组件之间的聚焦框应能对用

户进行严格分隔展示。

3.3.3 操作控制

3.3.3.1 键盘操作(一级)

在网页中，内容的所有功能应通过键盘接口实现操作并且没有对每次键击做特定时限要

求。

3.3.3.2 焦点陷入(一级)

在网页中，如果焦点能移到某个组件上，则应将焦点从该组件上移开；如果除了点击未

经更改的方向键、制表键或使川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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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 漂浮窗(一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应提供可访问或可关闭的操作机制。

3.3.3.4 手势操作(一级)

在移动应用中，应对用户进行手势导航或者操作的结果提供反馈提示；在开启无障碍服

务功能服务时，原有手势操作仍能工作；如若失效，则应提供相应的替代操作方式，例如，

通过音量加减键控制。

3.3.3.5 闪光(一级)



网页和移动应用中，不应包含任何闪光超过 3次每秒的内容，或闪光低于一般闪光和红

色闪光阈值。

3.3.3.6 焦点顺序(一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如果界面可以进行顺序导航.且导航顺序影响含义和操作，则可聚

焦元素应以保持其含义和可操作的顺序获取焦点。

3.3.3.7 弹出干扰(二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对于悬停或焦点上显示的信息内容，应能关掉或确保不会掩盖触

发内容。

3.3.3.8 更新提示(二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已阅读过的内容模块有更新时，应提供某种机制向用户传达内容

已更新的通知。

3.3.3.9 新窗口(二级)

在网页中，若内容产生新窗口(包含但不限于弹窗和悬浮窗) ，应提供一种机制告知用

户，并且能让用户可以关闭内容新产生的窗口。

3.3.3.10 多媒体播放控制(二级)

在网页中，视频、音频等多媒体信息的播放应通过键盘、触摸屏或其他设备控制：播放、

停止、暂停、快进、快退、增减音量等。如果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内容自动播放时间超过 3

s，则应提供一种方法来暂停或将其关闭。

在移动应用中.视频、音频等多媒体信息的播放应通过屏幕滑动来实现播放、停止、暂

停、快进、快退、增减音量等功能。如果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内容自动播放时间超过 3s，

则应提供一种方法来暂停或将其关闭。

3.3.3.11 单键式快捷键(三级)

如果仅使用字母(包括大写和小写字母) 、标点符号、数字或符号字符在内容中实现键

盘快捷键，则至少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a) 关闭：有一种机制可以关闭快捷方式；

b) 重定向：使用一种机制重新定义快捷方式以使用一个或多个键盘字符；

c) 仅在焦点上有效：组件的键盘快捷键仅在该组件具有焦点时才处于活动状态。

3.3.3.12 充足操作时间(三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如果限时不是活动的必要部分或关键要素.且不会导致用户发生

法律承诺或财务交易，则应为用户的操作留下充足时间，在用户操作完毕前不发生变化。



3.3.3.13 会话恢复(三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当认证的会话到期时，重新验证后，用户的行为应继续并且不丢

失数据。

3.3.4 信息输入处理

3.3.4.1 输入提示(二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当内容需要用户输人时，应提供说明，具体方式为：

a) 对于需要用户输入信息的输入栏，页面中应提供提示信息；

b) 对于需要以特定格式输入的文本，页面中应提供格式说明；对于非文本的输人内容，

页面应提供其文本形式的替代输入方法；

c) 对于以特定格式输入的表单提示.页面应提供表单提示的替代文本.

3.3.4.2 语音输入(三级)

在移动应用中.应为需要用户进行文本输人的输人栏，提供用语音进行输入的替代输人

方式。

3.3.4.3 并发输入机制(三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不应限制使用平台上可用的输人模式，但当需要确保内容的安全

性或尊重用户设置的情况下除外。

3.3.4.4 目标尺寸(三级)

网页内容中，指针输入的目标尺寸至少为 44x44 层叠样式表像素点，以下情况除外：

a) 等效：可通过等同的链接或在同一页面上控制的目标至少要 44x44 个层叠样株式表

像索点；

b) 内联：目标是句子或文本块；

c) 用户代理控制：目标的大小由用户代理确定·并且不会被作者修改；

d) 基本要索：目标的特定表述对于所传达的信息至关重要。

3.4 可理解性

3.4.1 信息内容处理

3.4.1.1 不常用词语(三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如存在不常用词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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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该机制可以正常使用.

3.4.1.2 缩写词(三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如存在缩写词，则应提供一种机制来确定缩写词的展开形式或意



义，且该机制可以正常使用。

3.4.2 内容一致性

3.4.2.1 一致的导航(一级)

在同一网站中，网页导航机制应以一致的相对顺序出现，除非用户启动了某种变化。

3.4.2.2 聚焦稳定(二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在任何组件被聚焦时，不应引起上下文变化。

3.4.2.3 一致的布局(三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界面风格应保持一致，在多个界面重复出现的元素应该采用一致

的布局。

3.4.3 引导机制

3.4.3.1 网页标题(二级)

在网页中，应有描述主题或目的的标题.

3.4.3.2 站内搜索和网站地图(二级)

在网页中.如网页不是一个过程的结果或者一个步骤，则至少应提供一种用以在一组网

页中找到该网页的方法。

3.4.3.3 正确导航标签(二级)

在网页中.如存在 HTML5 导航结构标签，则标签所标记内容类型及内容结构应与标签一

致。

3.4.3.4 章节标题(三级)

在网页中，每个章节应用章节标题组织信息内容。

3.4.3.5 用户位置(三级)

在同一网站中，不同类型的网页均应提供用户在网页中所处位置的信息。

3.4.3.6 变更请求(三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上下文变化只能由用户请求来启动，或者提供一个可关闭这种变

化的机制。

3.4.4 帮助信息

3.4.4.1 错误原因提示(一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用户输入的错误信息应能被自动检测并且应以文本形式向用户描

述错误信息。

3.4.4.2 错误修改建议(二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用户输入的错误信息应能被自动检测并且以文本形式向用户提供

修改建议。

3.4.4.3 错误预防(三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用户提交信息时至少应符合下述条件之一：

A) 提交动作是可逆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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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在最后完成提交之前，提供一个检查、确认、修改信息的机制.

3.4.4.4 快捷键帮助信息(三级)

在网页中，使用快捷键应获得与无障碍浏览相关的帮助信息。

3.5 兼容性

3.5.1 无障碍兼容性

3.5.1.1 辅助技术(一级)

在网页中，不应禁止或限制辅助设备(如读屏软件、点显器、助听器等) 的接人与使用。

3.5.1.2 功能性组件功能(一级)

辅助工具开启吋.移动应用内容中所有功能性组件均能正常工作：可见链接能正常跳转；

按钮可正常访问；输入框能正常进行输人；多媒体能正常播放；在无法按原状态工作情况下，

应提供等效的方法继续完成功能工作.在页面局部更新后，移动应用内容中新增的功能性组

件也应能正常工作.

3.5.1.3 辅助工具条(三级)

在网页中.应至少提供一个帮助低视力、老年人等特殊人群的辅助工具条，且位置易于

发现。

3.5.2 用户交互兼容性

3.5.2.1 用户反馈联络(一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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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2 实时用户反馈联络(二级)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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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测试方法

4.1 测试环境条件



除特定要求的测试环境外，其他测试应在试验用标准大气条件下进行：

a) 温度：15C~35C；

b) 相对湿度：25%~75%；

c) 大气压：86 kPa~106 kPa.

4.2 可感知性

4.2.1 非文本处理

4.2.1.1 验证码

验证码测试方法如下：

a) 找出网页或移动应用中的非文本验证码；

b) 测试网页或移动应用中的非文本验证码是否具有适合多种残疾人使用的不同的操作

形式。

4.2.1.2 非文本链接

非文本链接测试方法如下：

a) 找出网页或移动应用中的非文本链接；

b) 对于图片形式的非文本链接.检查其是否标注用以说明图片内容的相关属性；

c) 对于除图片外的非文本链接，检查其是否有替代文本；

d) 测试替代文本是否说明了链接用途。

4.2.1.3 非文本控件

非文本控件测试方法如下：

a) 网页非文本控件测试方法如下：

1) 找出网页中的非文本控件(如输人框等) ；

2) 测试非文本控件标签是否有一个能说明其目的名称(如 Title 或 Label for 标

签)

b) 移动应用非文本控件测试方法如下：

1) 在移动应用中根据控件名称和类型找出其中的非文本控件(如按钮等) ；

2) 测试非文本控件标签是否有一个能说明其目的名称(如 text 属性) .

4.2.1.4 非文本内容

非文本内容测试方法如下：

a) 找出网页或移动应用中不能以文本形式展现的非文本测试或练习(例如字谜游戏) ，

测试是否有替代文本对其做描述性的说明；



b) 找出网页或移动应用中依赖某种特定感官感受的非文本内容，测试是否有替代文本

对其做描述性的说明(例如 HTML.5 格式中使用(mark》标签内容) ；

c) 找出网页或移动应用中的所有非装饰性图片，测试其是否具有替代文本，且非文本

内容在页面局部更新发生变化时.实时更新(例如.HTML5 中新增的《progress》《meter》

标签内容，则其描述性说明应随内容变化而实时更新) ；

d) 找出网页或移动应川中的所有装饰性图片.测试是否支持辅助技术并能将其忽略(例

如 HTML5 新增的《canvas》图像标签内容) .

4.2.2 文本处理

4.2.2.1 颜色用途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文本颜色不应作为传达信息、表明动作、提示响应等区分视觉元

素的唯一手段。

颜色用途测试方法如下：

a) 检查网页中文本的颜色是否有特殊的作用；

b) 测试该特殊的作用是否仅依靠文本的颜色来呈现。

4.2.2.2 文本字型大小调整

文本字型大小调整测试方法如下：

a) 测试是否能对字型进行放大；

b) 检查放大以后的字型效果.

4.2.2.3 视觉呈现

视觉呈现测试方法如下：

a) 测试网页的前景颜色和背景颜色是否可以由用户选择；

b) 检查网页段落之间的行间距是否至少为 1.5 倍行距，且段落间距至少比行距大 1.5

倍；

c) 测试在不使用辅助技术的情况下，是否可将文本大小放大 200%，并且在全屏窗口的

情况下不需要用户水平滚动就可以阅读一行文本。

4.2.3 多媒体处理

4.2.3.1 多媒体

多媒体测试方法如下：

a) 找出网页或移动应用中音频、视频等多媒体信息；

b) 测试音频、视频等多媒体信息是否具有替代方案。



4.2.3.2 预录多媒体

预录多媒体测试方法如下：

a) 找出网页或移动应用中音频、视频等多媒体信息；

b) 测试音频、视频等多媒体信息中的语音信息是否具有替代文本.

4.2.3.3 实时多媒体

实时多媒体测试方法如下：

a) 找出音频、视频等多媒体信息；

b) 测试是否提供了音频、视频等多媒体中语音信息的替代文本。

4.2.3.4 多媒体手语视频

多媒体手语视频测试方法如下：

a) 找出音频、视频等多媒体信息；

b) 检查是否提供了音频、视频等多媒体中语音信息的替代手语视频.

4.2.3.5 扩展音频描述

扩展音频描述测试方法如下：

a) 测试预录视频中音频内容是否涵盖视频中的全部信息；

b) 测试是否对视频中的这些信息提供扩展的音频描述。

4.2.3.6 在线音频描述

在线音频描述测试方法如下：

a) 测试网页或移动应用是否为在线音频提供一个文本链接，并指向预先设计的字幕；

b) 测试网页或移动应用是否为在线音频提供一个基于文本形式的替代内容；

c) 检查当前网页或移动应用内容是否包含实时字幕服务。

4.2.4 信息反馈

4.2.4.1 提供完整的信息反馈方式

提供完整的信息反馈方式测试方法如下：

a) 找出网页或移动应用中的在线音频；

b) 测试网页或移动应用中用于理解内容和操作内容的表现方式或操作，是否单独依赖

于组件的感官特性.如形状、大小、视觉位置、方向、或声音。

4.2.4.2 临时的或自动隐藏的控件和通知

对移动应用，检查淡出或者定时消失的界面控件等交互方式，是否有为这些功能提供替

代的反馈方式。



4.3 可操作性

4.3.1 布局访问

4.3.1.1 功能性组件访问

测试移动应用中是否所有可见非纯装饰性组件均可被辅助工具正常访问。

4.3.1.2 跳过重复模块

网页跳过重复模块测试方法如下：

a) 检查网页是否提供快捷方式(如快捷键) ；

b) 测试快捷方式是否支持跳过重复模块读取网页主要内容，且焦点同时跳转到主要内

容处。

4.3.1.3 装饰性内容访问

测试移动应用中是否所有可见纯装饰性组件均可被辅助工具主动忽略。

4.3.1.4 模块跳转

模块跳转测试方法如下：

a) 检查网页或移动应用是否划分了内容模块；

b) 测试网页或移动应用是否支持用户通过键盘(手势) 操作在模块间跳转，获取各个模

块的信息。

4.3.2 组件聚焦

4.3.2.1 非装饰性组件聚焦

移动应用非装饰性组件聚焦测试方法如下：

a) 找出移动应用中的非装饰性组件，测试是否能被辅助工具正常访问；

b) 找出能被辅助工具访问的组件，测试是否可以正常聚焦；

c) 测试移动应用局部更新操作后的界面是否满足上述方法。

4.3.2.2 组件聚焦关联性

移动应用组件聚焦关联性测试方法如下：

a) 测试移动应用中是否有多个组件表达的语义相同；

b) 若有语义相同，则测试其聚焦框是否关联；

c) 测试移动应用中语义不同的组件间聚焦框是否关联。

4.3.3 操作控制

4.3.3.1 键盘操作

网页键盘操作测试方法如下：



a) 测试网页中可以通过鼠标操作的内容是否可以通过键盘操作；

b) 测试网页操作对单个键击咐间是否有特定要求。

4.3.3.2 焦点陷入

网页焦点陷人测试方法如下：

a) 测试键盘焦点移到页面组件上之后.是否可以使用方向键、制表键或其他标准退出方

式将焦点从该组件上移开；

b) 测试键盘焦点移到页面组件上之后，如果不能使用方向键、制表键或者其他标准退

出方式将焦点移开。网站是否告知用户移开焦点的方法。

4.3.3.3 漂浮窗

漂浮窗测试方法如下：

a) 检查网页或移动应用中是否有漂浮窗；

b) 测试是否提供一种方法，让用户可以关闭漂浮窗。

4.3.3.4 手势操作

手势操作测试方法如下：

a) 在网页和移动应用中，测试对手势操作的结果如缩放或者导航结果是否有进行反馈

提示；

b) 在开启了无障碍服务功能后，测试应用的手势导航是否还能正常使用。

4.3.3.5 闪光

测试网页和移动应用中是否包含任何闪光超过 3次每秒的内容，或闪光低于一般闪光和

红色闪光阈值。

4.3.3.6 焦点顺序

在网页或移动应用界面的部分内容刷新时.测试焦点位置是否不变。

4.3.3.7 弹出干扰

弹出干扰测试方法如下：

a) 测试网页或移动应用中是否有悬停或随焦点显示的信息内容；

b) 如有悬停或随焦点显示的信息内容、测试是否会遮挡触发内容；

c) 如遮挡内容.测试是否可以关掉。

4.3.3.8 更新提示

更新提示测试方法如下：

a) 测试网页或移动应用是否有对内容的实时更新；



b) 如有，检查更新后是否会弹出相应的提醒。

4.3.3.9 新窗口

网页新窗口测试方法如下：

a) 测试网页是否提供一种机制，告知用户内容产生新窗口；

b) 测试是否提供一种机制，让用户可以关闭内容新产生的窗口.

4.3.3.10 多媒体播放控制

多媒体播放控制测试方法如下：

a) 网页多媒体播放控制测试方法如下：

1) 测试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内容的播放是否可以通过键盘操作开始播放；

2) 测试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内容的播放是否可以通过键盘操作停止播放；

3) 测试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内容的播放是否可以通过键盘操作暂停；

4) 测试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内容的播放是否可以通过键盘操作快进、快退；

5) 测试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内容的播放是否可以通过键盘操作增减音量；

6) 若存在自动播放的视频、音频、多媒体信息，测试超过 3s 后是否可以通过某种

方式暂停或关闭。

b) 移动应用多媒体播放控制测试方法如下：

1) 测试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内容的播放是否可以通过屏幕滑动开始播放；

2) 测试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内容的播放是否可以通过屏幕滑动停止播放；

3) 测试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内容的播放是否可以通过屏幕滑动暂停；

4) 测试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内容的播放是否可以通过屏幕滑动快进、快退；

5) 测试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内容的播放是否可以通过屏幕滑动增减音量；

6) 若存在自动播放的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内容的播放，测试超过 3s 后是否可以通

过某种方式暂停或关闭。

4.3.3.11 单键式快捷键

单键式快捷键测试方法如下：

a) 测试网页或移动应用是否提供了使用单个快捷键进行功能控制以外的方法替代快捷

键；

b) 测试网页或移动应用是否提供了设定或控制快捷键设定的方法。

4.3.3.12 充足操作时间

充足操作时间测试方法如下：



a) 找出网页或移动应用的滚动通知栏、滚动图片栏等局部刷新控件，测试其是否为用

户留下了充足操作时间；

b) 测试网页或移动应用是否为用户留下充足操作时间.在用户操作完毕前不发生变化。

4.3.3.13 会话恢复

会话恢复测试方法如下：

a) 测试网页和移动应用中，在已认证的会话过期后，用户是否可以重新验证；

b) 测试重新载入后.用户数据是否丢失，先前输入的信息是否可读出·活动是否可继

续.

4.3.4 信息输入处理

4.3.4.1 输入提示

输入提示测试方法如下：

a) 检查网页或移动应用中是否含有输入栏；

b) 找出需要用户输入信息的输入栏.测试其是否提供了提示信息；

c) 找出需要以特定格式输入的文本，测试其是否提供了格式说明。

4.3.4.2 语音输入

语音输入测试方法如下：

a) 检查移动应用中是否有文本输入栏；

b) 如果有文本输入栏，测试其是否提供语音输入的替代输人方法。

4.3.4.3 并发输入机制

测试网页或移动应用进行输入付(除特殊需要情况) ，是否可以允许用户选择不同的输

入模式。

4.3.4.4 目标尺寸

检查网页中的输入目标尺寸，除提到的特殊情况外，输入框是否满足 44X44 个层叠样

式表像素点。

4.4 可理解性

4.4.1 信息内容处理

4.4.1.1 不常用词语

不常用词语测试方法如下：

a) 找出网页或移动应用内容中的不常用词语；

b) 检查其是否具有能够帮助用户使用词或词组的具体定义。



4.4.1.2 缩写词

缩写词测试方法如下：

a) 找出网页或移动应用内容中的缩写词；

b) 检查其是否能够帮助用户了解缩写词的展开形式或意义.

4.4.2 内容一致性

4.4.2.1 一致的导航

检查网页是否具备一致性的导航机制。

4.4.2.2 聚焦稳定

测试网页或移动应用中组件被聚焦时，是否引起了上下文变化。

4.4.2.3 一致的布局

网页一致性布局测试方法如下：

检查网页界面风格是否一致，在多个界面中重复出现的元索是否采用一致的布局。

移动应用一致性布局测试方法如下：

a) 检查移动应用内容界面风格是否一致，在多个界面中重复出现的元素是否采用一致

的布局；

b) 检查移动应用内容界面风格是否遵循了对应的移动平台开发设计规范。

4.4.3 引导机制

4.4.3.1 网页标题

检查网页是否存在能描述其内容的标题。

4.4.3.2 站内搜索和网站地图

网页站内搜索和网站地图测试方法如下：

a) 检查网页中是否提供站内搜索引擎；

b) 检查网页中是否提供文本形式的网站地图。

4.4.3.3 正确导航标签

正确导航标签测试方法如下：

a) 测试网页中是否包含 HTML5 导航结构标签；

b) 测试标签所标记内容类型和段落结构是否与标签一致。

4.4.3.4 章节标题

检查网页的主要内容是否有通过章节标题组织信息内容。

4.4.3.5 用户位置



检查网页是否提供了用户在网页中所处位置的信息.

4.4.3.6 变更请求

网页变更请求测试方法如下：

a) 测试是否提供用户请求实现内容更新；

b) 测试是否提供一种机制关闭内容更新。

4.4.4 帮助信息

4.4.4.1 错误原因提示

错误原因提示测试方法如下：

a) 检查网页或移动应用是否包含输入框；

b) 找出包含输入框的网页或移动应用内容，测试用户输入的错误信息是否可以被识别；

c) 找出包含输入框的网页或移动应用内容，测试其是否以文本形式向用户描述了错误

信息。

4.4.4.2 错误修改建议

错误修改建议测试方法如下：

a) 检查网页或移动应用是否包含输入框；

b) 找出包含输入框的网页或移动应用内容.测试用户输入的错误信息是否可以被识别；

c) 找出包含输入框的网页或移动应用内容，测试其是否以文本形式向用户提供了修改

建议。

4.4.4.3 错误预防

错误预防测试方法如下：

测试网页或移动应用内容是否存在表单提交的动作。 对包含表单提交动作的网页或移

动应用内容，测试如下项目：

a) 用户数据的提交是否能在一段时间内被撤销和修改；

b) 网页或移动应用内容是否能对用户输入的数据进行检查，并且用户有机会纠正错误；

c) 在用户数据最后完成提交之前，是否提供一个页面或对话框包含汇总的信息，用户

可以对提交的数据进行再次确认，并在能对数据进行修改.

4.4.4.4 快捷键帮助信息

快捷键帮助信息测试方法如下：

a) 检查网页中是否含有无障碍说明；

b) 检查无障碍说明中是否包含快捷键帮助信息；



c) 测试快捷键信息是否真实有效.

4.5 兼容性

4.5.1 无障碍兼容性

4.5.1.1 辅助技术

测试在网页和移动应用的使用过程中，是否禁止或限制辅助设备(如读屏软件、点显器、

助听器等) 的接人与使用。

4.5.1.2 功能性组件功能

测试移动应用在辅助工具开启时.是否所有功能性组件均能正常工作.

4.5.1.3 辅助工具条

检查网站是否提供一个帮助低视力、老年人等特殊人群的辅助工具条，且位置易于发现。

4.5.2 用户交互兼容性

4.5.2.1 用户反馈联络

检查网页或移动应用中预留的联络方式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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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2 实时用户反馈联络

检查网页或移动应用中预留的联络方式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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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等级要求一览表

各指标等级划分如表 A.1 要求。其中，一级应满足对应 20 项指标；二级应满足一级全

部指标与二级 17 项指标；三级应满足全部 59 项指标.

表 A.1 各指标等级划分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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