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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无障碍国家标准在适老
化方面的相关技术要求



背 景



3

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推动适老化改造

国务院办公厅于2020年11月24日印
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
术困难的实施方案》

• 就进一步推动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
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
• 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
新并行
• 为老年人提供更周全、更贴心、更
直接的便利化服务作出部署



老年人运用智能终端的主要困难

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老年模式
开启难

IT技能不足
不会用

看不清

操作慢
身体机能、认知理解与学习

能力多重影响

视觉、听觉、手指协调性等身
体机能下降

学习能力不足、不会拼音、不
认字、不会写字、不会普通话

不知道有“适老版本”

不知道如何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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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

• 工业和信息化部决定自2021年1月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一年
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为着力解决老年人、残疾
人等特殊群体在使用互联网等智能技术时遇到的困难，推动充分兼顾老
年人、残疾人需求的信息化社会建设

信息
无障碍

无障碍
化普及
率低

适老化
水平低

互联网应
用中的无
障碍问题

解决

•公共服务类网址
及移动互联网应
用多数存在界面
交互复杂、操作
不友好等问题

•图片缺乏文本描
述、验证码操作
困难、相关设备
与功能不兼容等
问题造成的“数
字鸿沟”



信息无障碍是指任何人（无论是健全人还是残疾人，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平等、

方便地理解、交互和利用信息

信息无障碍的服务对象与概念

8502万
• 我国残疾人总数达
到8502万，涉及
全国1/3的家庭

2.64亿
• 截止2020年底，
全国60岁以上老
年人口超2.64亿

13.50%
• 65岁以上老人占
比13.5%，接近
“深度老龄化”



我国信息无障碍相关法律与政策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加强政府网站信息无障碍建设，鼓励社会力量为残疾人提供个性化
信息服务” （2016年7月）

序号 名称 生效时间 类型
1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2006年5月 国际公约

2 《残疾人就业条例》 2007年5月 国务院条例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2008年7月 法律
4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2012年6月 法规
5 《残疾人教育条例》 2017年5月 国务院条例

6 《残疾预防与残疾人康复条例》 2017年7月 国务院条例

我国将无障碍的相关要求纳入到国家发展规划和行业发展规划中，有关的规划、导则、规
章等规范性文件有70余件。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中明确提出：“全加强政府和公共服务机构网站无障碍改造，
推动食品药品信息识别无障碍和影视节目加配字幕、手语，促进电信业务经营者、电子商务企业等为残
疾人提供信息无障碍服务。”（2016年9月）



制定我国信息无障碍标准体系

信息
无障
碍国
家标
准总
体架
构

软件无障碍

硬件无障碍

内容无障碍

传播无障碍

用户无障碍

开发者无障碍

信息无障碍
通用标准

信息资源
无障碍标准

使用环境
无障碍标准

适用人群
无障碍标准

信息无障碍
技术标准联
合工作组

集中优势力量攻关信息
无障碍标准所需的技术、

服务等各项支撑

便于政府机关、科研院
所、用户代表等团体更

好的交流研讨

截止2020年底，先后颁布

了相应的国家标准4项、行

业标准17项

2016年，在国家标准化委

员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

指导下，建立联合工作组



我国信息无障碍相关国家与行业标准

序号 名称 编号 类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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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37668-2019
国家
标准

2 读屏软件技术要求 GB/T 36353-2018
3 盲用数字出版物格式 GB/T 38640-2020
4 网站设计无障碍技术要求 YD/T 1761-2012

行业
标准

5 网站设计无障碍评级测试方法 YD/T 1822-2012
6 信息无障碍视障者互联网信息服务辅助系统技术要求 YD/T 3076-2016

人民日报

工人日报

民主与法制时报

新华社

万维网联盟



国家标准中

相关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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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标准正文中关于适老化相关需求进行了整理

旨在通过梳理标准，帮助互联网产品提高老年

人对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的可访问性

Ø可感知性

Ø可操作性

Ø可理解性

Ø兼容性



信息和用户接口组件应以可以感知的（视觉、听觉和触觉）形式呈现给用户

Ø3.2.1 非文本处理

（验证码、控件、链接与内容）

Ø3.2.2.1 颜色用途（一级）

Ø3.2.2.2 文本字型大小调整（二级）

Ø3.2.2.3 视觉呈现（三级）

Ø3.2.3 多媒体处理

（内容概要、字幕、播放器等）

可感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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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3.3.3.1 键盘操作（一级）

Ø3.3.3.2 焦点陷入（一级）

Ø3.3.3.3 漂浮窗（一级）

Ø3.3.3.5 闪光（一级）

Ø3.3.3.7 弹出干扰（二级）

Ø3.3.3.8 更新提示（二级）

Ø3.3.3.12 充足操作时间（三级）

Ø3.3.4.4 目标尺寸（三级）

可操作性



网页与移动应用中的文本内容应可读、可理解，内容的布置和功能应便于用户理解和使用

Ø3.4.3.1 网页标题（二级）

Ø3.4.3.2 站内搜索和网站地图（二级）

Ø3.4.3.3 正确导航标签（二级）

Ø3.4.3.6 变更请求（三级）

Ø3.4.4.1 错误原因提示（一级）

Ø3.4.4.2 错误修改建议（二级）

Ø3.4.4.3 错误预防（三级）

Ø3.4.4.4 快捷键帮助信息（三级）

可理解性



网页与移动应用的内容应足够鲁棒，可以被各类用户代理（包括辅助技术）可靠地解
析；应兼顾不同人群的不同需要，并保持良好的兼容关系

Ø3.5.1.1 辅助技术（一级）

Ø3.5.1.3 辅助工具条（三级）

Ø3.5.2.1 用户反馈联络（一级）

Ø3.5.2.2 实时用户反馈联络（二级）

兼容性



残疾人参与体验测试与评价反馈

中国残联自2012年起，开始对残联系统内网站开展无障碍合规性检测，截止
2020年底，已经完成了超过12000家网站与app的合规性测试。其中，引入残疾
人用户体验机制，收到了广泛的认可。

用户体验与自动化检测
协同开展无障碍合规性检测
的相关科研成果在AAAI、
W4A、CSCW等国际高水平
会议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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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盲人协会牵头编制了团体标准

《信息技术互联网产品视障者体验测试规范》



总 结



在传统的“产、学、研”协同模式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信息无障碍
标准体系，发挥我国特有的“残联系统”、“老龄委”、“盲人协会”、“聋人协会”
等用户代表团体，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互联网“适老化”建设中国解决方案

“适老化”建设中国解决方案

政府带头示范

产业协同发展

用户参与

技术与标准
构建

人才培养
产

学
政 研

用



2008-2010年 2020-2022年

2008年北京奥运会 / 残奥会

2010年上海世博会 2010年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 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2022年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

新冠疫情推动在线社会 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信息无障碍的历史机遇期

《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指南》
《杭州市“迎亚（残）运”无障碍环境建设行动计划
（2020—2022年）》

“科技助残行动计划”（2006-2015）
《北京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理条例》
《第29届奥运会、残奥会网站信息无障碍行动》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