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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视障人群
铺设一条互联网“盲道”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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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中
修起一条条“盲道”

国内第一波互联网无障碍
化热潮， 可以追溯到十余年
前。 QQ 是国内首批开展无障
碍优化的产品之一， 时任 QQ
空间技术总监的黄希彤参与
其中。

2009 年， 黄希彤无意中
“撞” 进深圳图书馆的盲人阅览
室。那时的黄希彤逢人便问对方
用不用邮箱和空间？视障者告诉
他，没用过，因为用不了。另一句
回复更加刺痛他，“我们找遍了
中国，都找不到一个无障碍的国
产邮箱。 ”

黄希彤突然意识到，中国的
互联网产品从未充分考虑视障
人群。 很快，在腾讯，QQ 空间、
QQ 邮箱等产品，就开启了无障
碍功能优化。

有一段时间，王永悄悄半夜
起床“偷菜”，也在这段时间结识
了很多网友。 到目前为止，他使
用频率较高的工具还是 QQ：通
过声纹添加好友，在不同群聊里
抢红包，发出“呲牙”“偷笑”或是
自制的表情包；点进满是图片的
QQ 空间———在那里， 腾讯 AI
LAB 的人工智能算法不停运转，
将图片翻译成一句简单明快的
文字描述。

王永和朋友们还解锁了“无
比实用的新技能”———通过 QQ

的“图片文字提取”功能，将说
明书、宣传单上的内容拍下来，
准确地提取信息， 他不再需要
麻烦别人。 还有朋友借此读取
了常去饭馆的菜单， 解锁了全
部菜品，不用再因为害羞“只吃
那几样菜”。

2019 年的《视障人士在线
社交报告》显示，九成视障人士
在生活中其实非常需要互联网。
他们对 QQ、微信等通讯类软件
的需求高达 99%，聊天时最爱发
送“害羞”“得意”“抓狂”“委屈”
等表情。

腾讯 QQ 产品总监夏志勇
介绍，QQ 自 2009 年开始关注
视障用户，手机 QQ 至今已实现
了 3000 多个无障碍特性， 每年
发挥上亿次作用。

“每个操作系统，每个手机
机型的无障碍读屏功能，细节
都不太一样 。 作为 App 开发
方， 我们要适配不同的机型、
检查、确认，工作量很大。 ”夏
志勇说。

现今，因为逐渐发达的虚拟
“盲道”，网购、点外卖、打车、订
火车票、收寄快递、地图导航出
行等大事小情，部分视障人士也
可以通过手机解决。

1 年多前，王永还实现了人
生第一次游戏体验。在腾讯天美
工作室专门为盲人开发的游戏
《长空暗影》里，他戴上耳机，通
过导弹飞来的声音判断导弹的
方向，并迅速滑动屏幕，控制自

己的飞机不被击中。
天美工作室一位制作人说，

游戏得到了深圳市盲人协会的
大量帮助， 一步一步改掉很多

“想当然”的设计。“在中国，视
障人群非常庞大， 平均每 100
人就有 1 人伴随严重的视力障
碍， 但现在对视障群体的关注
度还普遍不高。 ”他在这个过程
中意识到， 想要真正连接起这
群“身边的陌生人”，亟须社会多
方的参与。

2013 年， 信息无障碍研究
会、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微软
（中国） 共同发起了信息无障碍
产品联盟，将企业、社会组织、学
术机构的力量串联起来。

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信息无
障碍建设不再只是“政府该做的
事情”。

将无障碍化
写进“产品基因”

距离黄希彤的第一个无障
碍优化产品已经过去了 11 年。
回想起来，他觉得当初的“读
屏版 QQ 农场”， 虽然受到视
障人士的欢迎，但不属于真正
的无障碍产品，甚至是“错误
的做法”。

“无障碍专门版”看似重视
视障群体， 却暴露了这款 App
主程序本身存在的缺陷：先推出
有缺陷的版本， 待产品做大、成
熟后再“补课”的逻辑。 本质上，
依旧是将视障用户视为锦上添
花而已的“特殊需求”。

“现在说无障碍化，绝不是
做一个新产品，专门为视障人群
做什么；而是原有的产品、基因，
天生就该拥有这些功能。 ”黄希

彤解释道，软件开发者们应该将
App 功能与读屏软件进行无障
碍适配，融入日常开发、测试的
环节。

2013 年，QQ 决定重构底层
架构。对于一个日活量几亿的产
品， 改动一丁点儿都要万分慎
重。工程师团队承担着巨大的风
险和压力，将底层架构全面支持
信息无障碍。

转年， 到了新版本发布前
夕，开发团队就发现了无障碍
的“致命 bug”：新版 QQ 开屏
时弹出的广告页面，其关闭按
钮未设置可供读屏软件识别的
焦点。 这意味着视障用户可能
无法准确关闭广告， 被卡在入
口。 几个团队紧急展开合作。
最终，给广告关闭按钮进行无
障碍化，成了新版本处理的首
个 bug。

一个无障碍缺陷几乎影响
产品大版本的更新，黄希彤此前
从未听说过。

杨骅认为，这是企业无障碍
化理念上的进步。 她坦言，早期
互联网产品的无障碍化，更多的
是“打补丁”；现在则要逐步将无
障碍特性“初始化到产品中”。

信息无障碍
仍是小众理念

“这个产品里面，对于视障
群体，哪个功能最重要？”专职信
息无障碍多年，杨骅最怕问到这
样的问题。

“我们总会说，每个功能都
很重要。视障朋友希望使用到的
功能和正常用户一致，不想要被
特殊对待。 ”杨骅坦言。

尽管这些年来，信息无障碍

建设一直在向前发展，但杨骅不
得不承认，它至今仍是相对小众
的理念，很多企业确实完全没有
意识。她和同事必须花大量时间
去做前期工作———告诉企业，做
无障碍这件事情是必要的，而且
该立刻就做。

同时， 目前国内大多数互
联网产品在诞生之初， 没有过
考虑无障碍功能， 部分相对成
熟的产品试图补足早期的无障
碍缺陷， 相当于从最后一步向
前倒推，只能做“修修补补”的
工作， 真正能实现体系化的产
品则凤毛麟角。 杨骅认为，信息
无障碍无疑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更多人会逐渐理解信息无
障碍的必要。

2021 年 3 月 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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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实
施，这是我国首个信息无障碍国
家标准。铺设互联网“盲道”有了
58 项具体指标， 可以用明确的
技术要求来统一规范互联网产
品和服务。

“互联网要做的，是协助人
与人连接，加强相互理解，解决
信息不对称。视障人群是世界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是要被连接的
对象， 那这就是一定要做的事
情。”在夏志勇看来，想要系统地
保障产品无障碍，需要做的工作
很多， 但归根到底又汇聚为一
点：先统一团队认识，如何看待
自己工作的本质。

“众生平等。 世界对每个人
而言， 都不该存在先天的障碍。
无论这个世界是现实的，还是数
字的。”黄希彤相信，这一天终究
会实现。

（据新华每日电讯）

� � 借助 QQ 等工具， 视障群体不断拓展网络
使用能力，但信息无障碍仍是小众理念

在互联网世界里，王永不再是工号‘14’的视
障按摩技师。 他听歌、聊天、购物、搞直播、追一部
更新到三百多章的网络小说。

手机自带的‘读屏软件’，就像他的‘盲杖’。
王永将手机靠近耳朵， 拇指在屏幕上飞快滑动，
屏幕上的信息都得以被朗读。

然而，读屏软件只能在部分 App 上使用。 当
下流行的不少 App， 有的不具备无障碍特性；有
的声称具备，但并不实用———信息被译成‘滴滴
滴’的噪音，视障用户点击屏幕后听到的是大串
数字乱码。

5 月 16 日是我国第 31 个全国助残日。 中国
残联公布数据显示， 我国残疾人总数超过 8500
万。 其中，像王永一样的视力障碍人士超过 1700
万人，且 23.5%为 30 岁以下。 此外，还有约 1.5
亿年龄 65 岁以上， 存在不同程度视力障碍的老
年人。

改变视障人群在互联网世界里‘寸步难行’的
困境，修建互联网‘盲道’显得十分必要。

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秘书长杨骅介绍，
十几年间， 与他们合作开展无障碍优化的应用，
已经扩展到 60 多个产品。 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快
速发展的互联网行业相比，这项‘小众’事业还需
要更多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