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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

◼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我国全面进入信息化、智能化时代，智能手机占比高达99%，购物、出行、社交、娱

乐、就医等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可以在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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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来，智能手机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95%以上，最

高达99%，为老百姓使用信息技术提供了终端条件。

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及占比

智能手机占比高 信息技术应用于社会生活各方面

老百姓通过智能手机终端便可享受丰富便利的网络服

务，覆盖衣、食、住、行、娱乐、购物、社交、工作

等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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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通信：9.81亿 网络新闻：7.43亿

网络购物：7.82亿 网络支付：8.54亿

网络视频：9.27亿 在线政务服务：8.43亿

我国互联网应用用户规模

*《第47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难以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

◼ 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群体由于身体机能缺陷或退化、信息技能水平不高、互联网应用适配不足等问题，在信

息社会中逐渐处于弱势地位，难以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面临新型数字鸿沟问题。

60岁以上老年人

2.64亿

视障者

1300万

听障者

2000万

读写障碍

人士

7000万

• 我国非网民规模为4.16亿，他们在出行

、消费、就医、办事等日常生活中遇到

不便，无法充分享受智能化服务带来的

便利。其中，使用技能缺乏和文化程度

限制是他们不上网的主要原因

• 我国使用手机的老年人约2.74亿户，其

中有近1.4亿中老年人使用功能机或者使

用智能手机但不上网，在网络上呈现“

沉默”状态，占比高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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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网民不上网原因

• 我国受“数字鸿沟”问题影响的弱势

群体为2.7亿，占全国人数的20%

左右，群体规模庞大

非网民不上网带来的生活不便



疫情等突发事件之下新型数字鸿沟问题更加凸显

易感、高危人群

了解疫情及防控信息受限

缺少购置防疫用品的渠道

线上购买生活必需品壁垒较高

难以通过线上方式求医购药

难！

不能扫健康码，进小区、乘车受阻

◼ 信息技术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也让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面临的新型数字鸿沟问题

更加凸显出来。

• 信息技术应用于疫情态势分析，疫

情传播轨迹追踪，舆论引导和管控

，助力复工复产，促进供需对接

• 老百姓在封闭期间也能在线上便利

的购买生活物资、防疫用品、消费

娱乐等

信息技术在防疫抗疫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VS
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线上壁垒高，出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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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了我国信息无障碍建设的定义、主要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

措施

• 信息无障碍定义包含两个层面： 一是消除数字鸿沟，实现“信息

平等”，让无论是残疾人、老年人还是健全人都能在正常情况下

方便地获取信息和使用信息； 二是“信息技术”赋能，利用信息

化的手段弥补、解决社会群体尤其是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在生

活中遇到的各种障碍问题。

• 针对老年人、残疾人、低教育水平等人群，重点解决信息消费资

费、终端、互联网应用三方面的障碍。

《关于推进信息无障碍的指导意见》

（2020年9月发布实施）

政策文件（1/4）



• 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切实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

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

• 第七项重点任务“便利老年人使用智能化产品和服务应用”，第17条：

推进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组织开展互联网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改

造专项行动，重点推动与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务服务、社区服

务、新闻媒体、社交通讯、生活购物、金融服务等互联网网站、移动互

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使其更便于老年人获取信息和服务。鼓励企业提

供相关应用的“关怀模式”、“长辈模式”，将无障碍改造纳入日常更

新维护

政策文件（2/4）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

（2020年11月发布实施）



• 公布首批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网站、APP名单，涵盖新闻资讯、社交通

讯、生活购物、金融服务、旅游出行、医疗健康等领域。

• 专项行动期间将持续对互联网网站及APP无障碍水平进行测评，对符合

要求的互联网网站、手机App，授予其信息无障碍标识，对表现突出的

企业，在“企业信用评价”中进行加分，广泛调动各企业参与信息无障

碍建设的积极性。

政策文件（3/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

《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2020年12月发布）



• 通知明确了《互联网网站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和《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

• 明确了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水平评测体系，由用户满意度评价、

技术评价和自我评价三部分构成。

• 指出相关互联网网站、APP在今年9月30日前参照上述文件完成适老化

及无障碍改造后，可分别向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申请

评测。

政策文件（4/4）

《关于进一步抓好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

动实施工作的通知》

（2021年4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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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制定的依据及考虑

• 为什么要制定专门的适老化规范？

• 目前没有专门针对适老化的国际和国家标准；企业诉求，希望单独把与适老化

相关的条目做成规范

• 残疾人和老年人面临的信息障碍有所不同

• 规范制定的参考依据

• Web Content Accessibility Guidelines (WCAG)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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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OS 无障碍开发指南、Android 无障碍开发指南

• 通用设计 or 专门的适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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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建议

规范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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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老年人在使用互联网应用产品中的最迫切需要解决

的障碍问题，兼顾网站和APP的可感知性、可操作性、可理

解性、兼容性、安全性等方面，除明确了字体大小、颜色对

比度、行间距等外，还对安全性做了要求。如对广告插件及

诱导类按键的限制，保障老年用户个人信息安全。

规范包括两大部分，适用范围和技术要求。



规范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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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

各企业在提供适老化服务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将适老版界面内嵌在APP中或开发单独的适

老版APP，并保障服务的可持续运营。本规范中所列条目，除特别说明适用范围（如适老版界

面、单独的适老版APP）外，其余条目为共性要求。

• 企业可选择适合自身产品的实现方式，但需保障适老化服务的可持续性运营

• 改造范围不只是适老版界面，是整个APP



规范中的要点说明

1.2 行间距

段落内文字的行距至少为1.3倍，且段落间距至少比行距大1.3倍，同时兼顾移动应用适用场景和显示

效果。

• GB/T 37668——在网页中，应提供一种机制来实现下列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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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多次征集企业意见确定为1.3倍

1.可感知性

1.1字型大小调整

对字型大小进行调整（随系统设置调整，或移动应用内部具备字体大小设置选项），主要功能及主要

界面的文字信息（不包含字幕、文本图像以及与移动应用功能效果相关的文本）最大字体不小于30

dp/pt，适老版界面及单独的适老版APP中的主要文字信息不小于18 dp/pt，同时兼顾移动应用适用场景

和显示效果。

• GB/T 37668 要求字型大小放大可达200%，且内容或功能没有损失。

• 目前正在团标中对主要功能界面进行进一步说明，不包括地图底图、账单数字等特殊场景



规范中的要点说明

1.3 对比度

文本/文本图像呈现方式、图标等元素间的对比度至少为4.5：1（字号大于18 dp/pt时文本及文本

图像对比度至少为3：1）。

• WCAG 2.1:文字和文字图像的视觉呈现方式的对比度至少为4.5：1,大型文本和大型文本的图像的对比

度至少为3：1

1.4 颜色用途

文本颜色不是作为传达信息、表明动作、提示响应等区分视觉元素的唯一手段。例如，在用户输入密

码错误的情景下，可使用文字或语音形式直接提示用户输入有误，避免仅使用颜色作为提示手段。

• 依据：GB/T 37668

1.5 验证码

如果移动应用中存在非文本验证码（如拼图类、选图类验证方式）等老年人不易理解的验证方式，则应提供可被

不同类型感官（视觉、听觉等）接受的替代表现形式，例如文字或语音形式，以适应老年人的使用需求。

• 依据：GB/T 376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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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中的要点说明

2.可操作性

2.1 组件焦点大小

适老版界面中的主要组件可点击焦点区域尺寸不小于60 × 60dp/pt，其他页面下的主要组件可点击焦点区域尺寸

不小于44 × 44dp/pt；单独的适老版APP中首页主要组件可点击焦点区域尺寸不小于48 × 48dp/pt，其他页面下的主

要组件可点击焦点区域尺寸不小于44 × 44dp/pt。

• 依据：iOS 无障碍开发指南、Android 无障碍开发指南

• 参考已做了适老化界面的案例

2.2 手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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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需3个或以上手指才能完成的复杂手

势操作。



规范中的要点说明

2.3 充足的操作时间

在移动应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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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户操作完毕前界面不发生变化。

• 依据：GB/T 37668

• 在团标中对“充足时间”进行说明

2.4 浮窗

在移动应用中，若内容产生新窗口（包含但不限于弹窗），应设置易于用户关闭窗口的按钮。关闭按钮只可在

左上、右上、中央底部，且最小点击响应区域不能小于44×44dp/pt dp/pt。

• 部分APP存在弹窗过多，关闭按钮过小、对比度低等问题，对浮窗、弹窗、悬浮气泡等的关闭按钮位置，和焦点可点

击大小作出了要求。



规范中的要点说明

• 保障适老化设置易用找到，切换不同APP时，通过同一个关键字可以进行设置

4.兼容性

4.1 辅助技术

移动应用程序不应禁止或限制终端厂商已适配好的辅助设备（如读屏软件等）的接入与使用。在辅助工具开启

时，移动应用内容中所有功能性组件均能正常工作：按钮可正常访问；输入框能正常进行输入；多媒体能正常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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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pp应做好与助听器、读屏软件等设备的兼容。

3.可理解性

3.1提示机制

在用户安装移动应用时，应为适老化设置、老年人常用功能提供显著的引导提示。

内嵌适老版界面的移动应用首页需具备显著入口，支持切换至适老版，或在首次进入时给予显著切换提示，且在

“设置”中提供“长辈版”入口。具备搜索功能的移动应用应将“长辈版”作为标准功能名，用户可通过搜索功能直

达，同时设置“亲情版”、“关爱版”、“关怀版”等别名作为搜索关键字。



规范中的要点说明

• 适老版界面、单独的适老版APP中不能有广告插件、广告弹窗等。

• App中不能有诱导老年人下载其他应用程序等诱导下载，以及诱导付款等按键。

• 政府部门相关的公益类宣传不属于广告范围。

5.安全性

5.1广告插件及诱导类按键限制

5.1.1 禁止广告插件。适老版界面、单独的适老版APP中严禁出现广告内容及插件，也不能随机出现广告或临时性

的广告弹窗。

5.1.2 禁止诱导类按键。移动应用程序中无诱导下载、诱导付款等诱导式按键。

横幅类开屏类 浮窗类 诱导类

禁止的广告典型示例（仅为典型示例，不是只这四类）



规范中的要点说明

5.安全性

5.2 保障老年用户个人信息安全

移动应用程序进行个人信息处理时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即处理个人信息应当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

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进行与处理目的无关的个人信息处理，以保障老年用户个人信息安全。具体

收集信息（如位置信息、图片信息等）行为，应符合《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

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最小必要评估规范》要求。

• 此条规范要求没有高于针对其他年龄用户群的要求，但由于老年人更易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故特加上此条，不能过

度索取老年人用户信息，保障老年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



后续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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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修订完善规范，发布团标《移动应用适老化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 制定《移动互联网应用（APP）无障碍通用设计规范》

• 加强与学术界、产业界的合作，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信息无障碍发展



感谢聆听
THANKS

www.caict.ac.cn

丁丽婷

产业与规划研究所

dingliting@caict.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