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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的状态
本章节描述了本文件发布时的状态。其它文件可能会替代本文件。W3C目前关于此项技术报告的最新修订版本列表
可以在 W3C技术报告索引找到。位于http://www.w3.org/TR/。

本文件由移动网倡议下辖的最佳实践工作组(BPWG)开发。

请查阅工作组的施行报告。文件从之前版本的编辑后的改变。一份完整的更新清单也可用。

请发送评论到public-bpwg-comments@w3.org (公共存档).

本文件将许多被工作组成员视为必不可少的移动Web业者的经验整合成一套最佳实践。 

本文已被W3C成员、软件开发者、W3C团队和有兴趣的团队审阅，并由总监批准成为W3C推荐标准。它目前是一个
固定文件可以被用作参考资料或是被其他文件引用。W3C制定推荐标准的角色是为了提高关注和促进它被广泛部
署。它增强了Web的功能性和互可操作性。

本文件是由遵循2004年2月5日W3C专利政策的一个团队制作。文件仅供参考。 

http://www.w3.org/TR/
http://www.w3.org/2005/MWI/Activity
http://www.w3.org/2005/MWI/BPWG/
http://www.w3.org/2006/06/mwbp-implementation-report
http://www.w3.org/TR/mobile-bp/diff.html
mailto:public-bpwg-comments%40w3.org?subject=
http://lists.w3.org/Archives/Public/public-bpwg-comments/
http://www.w3.org/Consortium/Patent-Policy-2004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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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列表
本文件所讨论到的最佳实践列表于下。也有一个独立的概要。

1. [主题一致性] 确保当从不同的设备通过一个URI访问时得到的内容能产生一个主题连贯的体验。

2. [性能] 利用设备性能提供一个增强的用户体验。

3. [缺陷] 采取合理的步骤来解决不充分的执行能力。

4. [测试] 像在模拟器上一样在真实设备上测试。

5. [URI] 保持访问网站的URI简短。

6. [导航栏] 在页面顶部提供一个最小限度的导航。

7. [权衡] 在在一个页面加入太多链接和让用户点击许多链接得到想要的内容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8. [导航] 提供一致的导航策略。

9. [快捷键] 为导航菜单和常用功能链接分配快捷键。

10. [链接目标识别] 清楚地标示每个链接的目标。

11. [链接目标格式] 标注链接文件格式，除非你知道设备支持它。

12. [图片热点] 不要使用图片热点，除非你知道设备有效的支持它。

13. [弹出窗口] 不要触发弹出窗口或切换到其他窗口，不要再未通知用户的情况下改变当前窗口。

14. [自动刷新] 不要创建周期性自动刷新页面，除非你预先通知过用户，并且提供一个方法停止它。

15. [重定向] 不要使用标记自动重定向页面，配置服务器通过HTTP 3XX代码执行重定向。

16. [外部资源] 保持链接外站的资源数目最小。

17. [适当] 确保内容适于移动环境。

18. [明了] 使用简洁明了的语言。

19. [限制] 限制内容，仅提供用户要求的内容。

20. [页面大小可用] 分割页面大小到可用而受限的部分。

21. [页面大小限制] 确保页面的全部大小适于设备的内存限制。

22. [滚动] 限定只往一个方向滚动，除非无法避免第二方向的滚动。

23. [核心思想] 确保符合页面核心思想的内容和素材优先于不符合的内容。

24. [图形分隔符] 不要使用图形分隔。

25. [大图形] 不要使用设备无法渲染的图片，不要使用大尺寸或高分辨率图片除非图片表示的重要信息被丢失。

26. [色彩使用] 确保在没有色彩表现时信息也能有效转达。

27. [色彩对比度] 确保前景色和背景色之间有足够的对比度。

28. [背景图片可读性] 当使用背景图片时确认内容在设备上仍然可读。

29. [页面标题] 提供一个短小、描述性的标题。

30. [无框架] 不要使用框架。

31. [结构] 使用标记语言的特性表示文档的逻辑结构。

32. [表格支持] 不要使用表格，除非知道设备支持。

33. [表格嵌套] 不要使用嵌套表格。

http://www.w3.org/TR/mobile-bp/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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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表格排版] 不要使用表格排版。

35. [表格替换] 如果可能，使用其他方法表现表格。

36. [非文本替换] 为所有的非文本元素提供等义的文本。

37. [对象或脚本] 不要依赖嵌入对象和脚本。

38. [图片指定尺寸] 如果图片有原生的尺寸，在标记里指定它。

39. [图片缩放] 如果图片有原生的尺寸，在服务器端缩放。

40. [验证标记] 用符合标准的标记创建文档。

41. [度量] 不要在标记语言和样式表属性值内使用像素单位和其他绝对单位。

42. [样式表使用] 使用样式表控制版式和表现，除非知道设备不支持。

43. [样式表支持] 组织好文档，令它在没有样式表支持时仍可读。

44. [样式表尺寸] 保持样式表精简。

45. [最小化] 使用简洁的有效的标记。

46. [内容格式支持] 内容以设备支持的格式发送。

47. [内容格式首选] 如果可能，内容以设备首选支持的格式发送。

48. [字符编码支持] 确保使用设备支持的字符编码编码内容。

49. [字符编码使用] 在应答里标明使用的字符编码。

50. [错误消息] 提供有价值的错误消息，同时提供一个导航方法离开错误信息到有效的页面。

51. [Cookie] 不要依赖Cookie可用。

52. [缓存] 在HTTP应答里提供缓存信息。

53. [字体] 不要依赖字体样式。

54. [最少击键] 保持按键次数最少。

55. [避免自由文本] 如果可能，避免自由文本输入。

56. [提供默认] 如果可能，提供预选好的默认值。

57. [默认输入法] 提供默认输入法、语言或输入格式，如果设备支持的话。

58. [TAB顺序] 创建链接、表单和对象的逻辑顺序。

59. [控件标签] 恰当的为控件加上标签。

60. [控件位置] 恰当的放置标签令它们和相关的控件显示出关联。



W
3
C
 R

ec
om

m
en

d
at

io
n

mocreative.net 
v20090619

绪论

本文件的目的

这份文件列出了一系列建议，旨在改善移动设备上的Web的用户体验。

本推荐标准提供给网站创建者，维护者和运营者并且打算以此作为MobileOK标示评定的基础。MobileOK是由移动
Web最佳实践工作组宪章描述，并由其他文件开发。在本文件撰写时，符合最佳实践推荐标准的MobileOK的描述
文件和技术正在完善中。

最佳实践是如何组织的

本文件组织方式如下：

1. 绪论。描述文件的读者、目的和使用范围。

2. 需求。最佳实践有意改善的问题。

3. 传输对象。讨论移动访问Web的适配环境。

4. 最佳实践概括。讨论最佳实践，以及它们的来源。

5. 最佳实践。它们的解释。

6. 一致性和MobileOK。一致性解释和MobileOK参考。

7. 附录

来源

相关阅读

响应

读者

本文件的读者应该熟悉网站的建设，以及了解一些相关技术，例如Web服务器和HTTP。读者不必须拥有移动技术背
景。

我们的意图是要解释清楚所有关系到最佳实践的事，因此建立一个理解上的共同基础。因为希望那些尚未涉及移动
友好内容的开发人员能理解，我们的某些陈述对于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来说可能显得很直白或琐碎。

本文件不仅仅针对开发者；我们也鼓励其他人——比如互动和图形设计师——来阅读它。

应用范围

本最佳实践的应用范围写在《移动网最佳实践的应用范围》[Scope]一文中。概括来说，本文件主要关于延伸Web浏
览到移动设备上。

本最佳实践推荐关于被传输的内容。尽管它们明显和移动设备上内容创建和渲染的处理过程有关，但是这些行为并
未被打算写入最佳实践。

为向移动设备传输内容指定最佳实践作为本文件的目标，没有具体指定的移动方面的陈述则不包含在内。特别地，
许多Web内容可访问性[WCAG]指南对Web访问的所有形式都有效，在此不再敷述，除非有特殊的移动解释。例如
有特殊移动解释的“错误消息”和“色彩”。

查阅相关阅读获取关于国际化、Web可访问性和设备独立性的主题信息。

阶段

在应用范围文件的讨论中[Scope]关于移动Web最佳实践的有许多方面。目前，举例来说，许多网站和页面的结构和

http://www.w3.org/2005/01/BPWGCharter/Overview.html
http://www.w3.org/2005/01/BPWGCharter/Overvi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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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在移动设备上浏览时用户体验不佳。

通过移动设备访问的用户体验质量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网站、浏览器和设备本身的可用性。尽管浏览器和设备的可用
性很重要（对于阅读、导航和与内容交互），但本文件主要专注于改进网站可用性的最佳做法。

未来阶段可能要考虑其他方面——例如将最佳实践应用于适配和设备。另外在未来阶段本推荐的范围可能会扩大
到超过“传统Web浏览”到类似于多通道交互这样的领域。

与其它推荐标准和最佳实践的关系

本推荐有一部分来自Web内容可访问性指南[WCAG]. 之前提到，WCAG是移动网最佳实践的补充，其应用范围限定
在特殊的移动相关问题上。

本文件建立在设备独立性工作组的设备独立原则[DIP]中描述的某些概念上。本文件讨论被设备独立性工作组称为“
传输环境”[DCODI]的设备和传输途径特征。而且本文件也使用了设备独立性工作组设备独立性术语表[DIGLOSS]
中的某些术语。

最佳实践工作组正在开发一个描述本文件用到过的技术[Techniques]的并行文件。

寿命和版本

为了能适用于大部分标记语言，本最佳实践用概括性语言撰写。它们始终使用移动上网中的持久属性。然而定义在
缺省传输对象中的某些因素，例如屏幕尺寸，会随时间而变化，而且好像移动上网的特性也是经常性问题，比如费用
和输入困难。

本文件可能会不时被重审。必要时，更改后会发布清晰组织的更新版本。

http://www.w3.org/2001/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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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本节讨论后面所陈述的移动Web最佳实践的需求。需求的陈述意在说明而不是详解或完善。

表现问题

目前，许多网页专为桌面显示器的大小表现而设计版式，以及利用桌面浏览软件能力。利用移动设备访问这些网页往
往得到一个很差的体验，原因包括页面没有按照预想的方式显示，由于屏幕尺寸的限制和可视范围的限制导致上下
文的语境不易连贯等等。

因为屏幕尺寸的限制，页面的主要内容可能需要滚动才能显示，特别是页面顶部被图片和导航链接占据的情况下。
这样用户就不能在第一时间确认他们是否得到了他们所请求的内容。

帮助用户建立网站的印象在移动环境中非常重要。使用一致的样式有助于增进用户对网站构成完整的概念。

输入 

相对于有全尺寸键盘的桌面设备来说，在移动设备上输入是比较困难的。移动设备通常只有一个非常有限的键盘。
小小的按键，而且经常没有指点设备。

移动网的一个困难就是URI很难打出来。长的URI因为包含了许多标点符号就特别难输入正确。

因为屏幕和输入方式的限制，表单很难填写。因为屏幕尺寸的限制，在各个表单域之间切换可能不能按照预定的顺
序；因为输入方式的限制，表单也比较难填写内容。

许多现代设备提供了后退按钮，有些没有提供。即使设备提供了，用户也可能不知道怎样应用这个功能。这意味着用
户经常很难从错误中恢复，比如失效的链接等等。

带宽和费用

移动网络和固网宽带相比速度比较慢，经常感觉很延迟。这又会引起浏览时间太长，特别是内容很长和内容分页很
多时。

移动数据传输通常要花钱。而移动设备通常只支持有限的内容格式，用户经常点击链接后得到设备不可用的格式。
即使内容格式能被设备识别，但是经常出问题，导致体验上不能令人满意。比如大图片可能只能看到其中的一小块，
令人不得不滚动页面来查看。

网页可能包含用户每有指定要求的内容。特别是广告和大图片。在移动世界里，多余的内容导致很差的可用性，而且
可能相当增加浏览的费用。

用户目标

典型的移动用户和固网用户或桌面用户相比有不同的兴趣。他们有更加快速的、目标明确的意图。他们的意图通常是
要找出和他们环境相关的特定信息。这种目标直接的应用的一个例子是可能用户查询一个关于旅行计划的特殊信
息，而他正在这个旅行的途中。

同样地，典型的移动用户对长文档和无目的浏览兴趣不大。设备的特性通常是不适合阅读长文档的，而且用户通常是
将移动设备取得信息作为最后的手段来用，因为没有别的更方便的连接可用。

广告

商业网站开发者应该注意到移动设备和桌面设备之间不同的广告模式。例如某些通常用来展示广告内容的技巧（比
如弹出窗口，底部弹出和大广告条幅）在小设备上工作的不好。因此这些方法被最佳实践反对使用。请参考 [中心思
想]，[大图形]和[弹出窗口]。

这并不是表示MWI限制或禁止广告。恰当地说，意思是网站的用户体验应该全局考虑。如果有广告，也要尽可能做
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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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局限性

如前所述，由键盘和屏幕造成的限制，页面通常需要和桌面设备不同的设计。在[Scope]文中提到的许多其他的局限
也可能发生，并且在移动设备上造成web可用性问题。

移动浏览器经常不支持脚本或插件，意味着支持的内容格式范围被限制了。许多情况下用户无法选择或升级浏览
器。

有些关系到页面渲染的行为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例如页面重排、表格排版、处理冗长且复杂的样式以及处理
错误的标记[T-MOB]。移动设备只有非常有限的处理能力导致它会花费显著的时间来完成页面渲染。设备花费大量
能力和服务器通讯时也一样会产生显著的时间延迟。

许多设备只有有限的可用内存，而且页面和图片如果由于内存限制显示不完整时会引发其他问题。

优点

在讨论为移动设备传输Web内容的局限性的过程中容易忽视移动上网很普遍流行的事实。

流行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是：

 · 私人的

 · 个性化的

 · 便携的

 · 在线的 

以及超越它们最初的目的——语音通话——逐渐变得更多功能起来。

在这些因素之外，移动设备将逐渐具备以下优点：

 · 定位

 · 单手操作

 · 始终开机

 · 通用告警设备 

举例其中的一些因素：你能随时随地上网——你不需要去记住回到电脑前后需要做什么事情——你可以立即就做，
因为你的设备能够随时上网。

此外，因为移动设备拥有各种各样的外形，而且功能众多如定位技术、摄像头、语音识别技术、触摸屏等等，互联网
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间被更多的人使用。在电线无法接入的地方，在未预料的情况（比如高山上的医学救援行
动）时移动网占领了先机。就像人们带手表以随时掌握时间一样轻松方便。

最后，当今许多人们用移动设备上网次数比用桌面电脑还要多。这对那些拥有许多可上网的移动电话却通常只用来
打电话的发展中国家似乎非常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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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对象
传输对象是由设备独立术语表[DIGLOSS]定义的特定含义。

One Web

本推荐标准的目的是改进移动设备的Web体验。虽然本文没有具体谈到桌面浏览的体验，但是必须明白应该尽力在
希望的范围内实现“One Web”。

在“范围”[Scope]章节中提到，One Web意在在合理的范围内提供同样的信息和服务而无论用户使用什么样的设
备。不过，这并不表示信息在所有设备上提供一模一样的表现。移动使用环境、设备能力的差异、带宽问题和移动网
络能力都影响表现。不仅如此，某些服务和信息更适合特定的用户环境。（查阅URI标示的资源的主题一致性）

某些服务主要适合移动（比如位置信息服务）。有些适合移动但是需要桌面组件作为补充（例如复杂的配置任务）。
另外一些适合桌面但是移动作为补充（比如报警系统）。最后一些就是完全的桌面应用了（大段参考材料，大图片等
等）。

应用设计师和服务提供者都希望为他们的服务在适用的环境中提供尽可能最好的体验。然而，当服务能够最在某种
环境下提供最适当的体验， 也应该尽量提供一样合理的体验给受限设备，以及不排斥其他类型的设备访问，除非因
为设备局限必须不这么做。

本文件应该意味着某些HTTP上的变种HTML也适用（参见缺省传输对象）。

适配背景

由于移动设备之间大量各不相同的特点，网站为它们都提供一个可被接受的用户体验是很困难的。例如不同的设备
支持不同的标记语言特性，不同的屏幕尺寸需要不同的图片大小。因此，当传输内容给移动设备时为了适应设备特
性，修改标记细节，图片的格式，图片大小，色彩深度等等成为问题就很正常了。为了在特殊的设备上增强拥护体验
而改变内容就叫做“内容适配”。

我们不会在本文件里详细描述适配的细节。需要更多细节请读者参考《设备独立原则》[DIP]。

另外，最佳实践工作组的姊妹组，设备描述工作组，目前正在定义移动设备特性资料库的需求，这也关系到内容适
配。

适配执行模型

有不同执行模型用于内容适配。一方面，适配可以非常简单，它们由已确定的设备类型组成，所以可以选择最适当的
一套事先准备好的内容以符合设备的特性。另一个极端则可能以完全动态的方式执行，内容在请求时被格式化。不
仅要考虑静态的、已确定的属性，例如屏幕尺寸，也要考虑动态属性，例如临时接入的全功能键盘。

适配可以在内容传输到设备的过程中的不同节点执行：

“服务器端”适配意味着内容由原始的内容服务器或应用完成。

“网络传输”适配是指内容在经过一个或多个网络组件时被改变。例如某些网络运营商在将数据无线发送到移动设
备前会把图片压缩。

“客户端”适配包括由设备判断接受的内容，并以符合自身特性的方式显示。

无论使用何种适配模型，适配的处理不应减低可访问性。

关于适配的假设

在第一章（参看阶段）中，假设了内容适配，如果有的话，都在服务器端执行。未来阶段可以考虑别的地方对内容适
配的作用，特别是关于授权第三方执行适配，禁止适配等问题。后期也可能解决多重适配。——也就可能适配可以
多次应用。

还假设了有可能创建一个没有使用任何适配就和最佳实践推荐保持一致的网站。然而事实上如果使用了适配，用户

http://www.w3.org/TR/di-gloss/#def-delivery-context-v2
http://www.w3.org/TR/di-gloss/#def-http-representation
http://www.w3.org/2005/MWI/DD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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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应该更加完善和增强。

建立对象

提供用于不同案例时不同的用户体验要求内容提供者了解关于设备特性，使用的浏览器属性和设备网络连接的透明
度的重要要点。

拥有优化导航结构的复杂网站，需要这些信息为特定的传输对象呈现不同尺寸的图片或执行其他适配。对于呈现的
界面覆盖大范围设备对象的简单网站来说，这种信息的需求相对减少。

有若干种方法能让内容提供者获得传输对象的信息，例如CC/PP，UAPROF，CSS Media 查询，还有设备独立工作
组输出许多的的方法。[Techniques]文件描述了这些方法。

用户体验的选择

由于“One Web”的关系，内容提供者应该允许用户自己设定应用的表现类型，例如移动或者桌面表现。如果表现类
型的选择被自动确定，内容提供者应该允许用户覆盖自动设定的选项。当另一种表现的选项可用时，纪录用户首选项
以及允许用户改变他的设定不失为一个好的做法。

由于特殊的服务环境，很多传输对象的细节无法提供，以及服务器对发送的信息不能提供检查和行动的能力，内容
提供者不太能获得传输对象资料。所以“合理的默认体验”应该被提供。

默认体验的内容由一些因素决定，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地理位置和服务的主要目标（例如考虑服务的第一目标
是桌面还是移动）。

缺省传输对象

为了让内容提供者共享一个一致的缺省的移动体验，最佳实践工作组定义了一个缺省传输对象。它让内容提供者在
无适配的情况下创建合适的体验以及当有适配时的提供一个基本体验。缺省传输对象被最佳实践工作组设定为合
理的web体验所必须的最小传输对象规格。它被认为当设备不符合规格时能提供一个合理的其他的非web服务的体
验。

缺省传输对象也决定于统计背景，文化的经济假设。内容提供者可以提供基于不同的或更低的传输环境规格的服
务，但应该尽力提供利用缺省传输对象能力的体验以提供尽可能好的体验。

需要强调的是许多设备超越了缺省传输对象定义的能力。内容提供者不要仅仅基于缺省传输对象开发应用，鼓励内
容提供者为这些超越的设备提供增强的体验，也鼓励为现实的设备适配适合其能力的内容。

总结一下，定义缺省传输对象的目的是支持以下规则：

• 如果使用了一种适配处理，关于现实的传输对象的信息应该（参阅利用设备能力）被用作改变传输的内容以使它
更适合传输对象或提供增强的用户体验。

• 如果传输的内容不能由适配处理计算——例如内容存储于静态HTML文件，或者传输对象的细节不能完全确
定，那么传输的内容应该适合缺省传输对象以及符合最佳实践规范。 

缺省传输对象被定义为：

可用屏幕宽度

最小120像素。

标记语言支持

XHTML Basic 1.1 [XHTML-Basic] 包括 content type application/xhtml+xml.

字符编码

UTF-8 [UTF-8]。

http://www.w3.org/2001/di/
http://www.w3.org/2001/di/
http://www.w3.org/TR/di-gloss/#def-adaptation
http://www.w3.org/TR/di-gloss/#def-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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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格式支持

JPEG。

GIF 89a。

最大页面大小

20 kilobytes。

色彩

最少256色。

样式表支持

CSS Level 1 [CSS]。也支持 CSS Level 2 [CSS2] @media 规则以及 handheld 和 all 媒体类型。（参见 CSS 2 
Media Types）。

HTTP

HTTP/1.0 [HTTP1.0] 或 [HTTP1.1]。

脚本

不支持客户端脚本。

http://www.w3.org/TR/REC-CSS2/media.html
http://www.w3.org/TR/REC-CSS2/med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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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陈述的结构
标题

由陈述指定的功能区。

说明

一个或多个最佳实践陈述，以这样的方式识别：

    [例句] 这是一条最佳实践陈述。

解释

关于这条规范的重要性的解释说明。

怎样做

技术讨论和怎样实现的一些建议。最佳实践工作组正在创建另一份文件在细节上描述一些技术[Techniques]。

怎样测试

有一个外部验证器可以考察评定传输的内容和最佳实践陈述的一致性。本段落不表述有关处理的规范。

在这个段落会标注是用机器测试（可以机器测试）还是人工测试（测试需要人工评估）。某些最佳实践一部分需要机
器测试，也就是基于自动测试的结果需要人机交互，这样的陈述测试需要机器测试和人工测试一起完成。

某些最佳实践陈述使用类似“最小的”和“避免”这样的主观不肯定词汇。这是为了给一些未知需求的应用留下空间
提供指导 。它也允许在同一个最佳实践框架内的创新和变通。更多的规则建议可以在技术文件 [Techniques]中找
到。

参考

之前的内容适用于哪里，有关的WCAG要点和其他类似的资源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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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陈述
最佳实践陈述由以下标题组成：

 · 全局行为

 · 导航和链接

 · 页面布局和内容

 · 页面定义

 · 用户输入

全局行为
向移动设备传输内容由以下几个通用规则构成。

URI标示的资源的主题一致性

[主题一致性] 确保当从不同的设备通过一个URI访问时得到的内容能产生一个主题连贯

的体验。

解释

这是One Web（参阅One Web）原则的现实表现，内容应该可被访问而无关设备的不同表现能力和接入方法。网站
可以用不同的内容分页方式以应对不同的设备特性；因此网站的导航结构，以及它的技术实现，可以基于面对的设备
类型改变。 （也请参阅 [WebArch] 章节 3.5.1）

不同类型的设备尽管不能产生完全相同的体验，在一台上生成的书签应该在另一台设备上也可用。如果被加入书签
的网页不适用与正在使用的设备，则应该提供一个适用的替代页面。

URI可能被增加后缀以提供session或其他信息。如果一个URI包含了不再正确的session信息，那么用户应该被转向
到导航层次中他们设备专用的页面, 以建立专用的session和其他参数。

利用设备性能

[性能] 利用设备性能提供一个增强的用户体验。

解释

即使鼓励内容提供者了解默认传输对象的需求，以默认传输对象为目标开发网站，但并不是非要限制其他高性能设
备使用降低的体验。相反地，如果适用，利用更强的设备的性能为它们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

不充分的执行能力的工作环境

[缺陷] 采取合理的步骤来解决不充分的执行能力。

解释

和桌面世界一样，浏览器不重视内容提供者的意图。浏览器之间有各不相同的理解，而且执行方式也有缺陷。 所谓
缺陷，我们是指相关标准所要求的功能不支持和其他错误的执行。

因为移动设备的软件通常是嵌入在设备中，所以很难去修正或增强它们。在这样一个有这些缺陷和不同的理解的环
境中工作是一个挑战。经常有内容提供者会违反特定的最佳实践，用设备错误的执行来实现自己的意图。如果不清
楚设备是否有特殊的限制，那么内容提供者应该遵从最佳实践。

所以这不是为了推荐一个最小共通方法，也不是为了推荐避免使用某些设备的错误功能。

也不是为了要求内容提供者限制支持他们支持的设备类型。内容提供者应该以支持尽可能广泛的设备类型为要旨。

http://www.w3.org/TR/webarch/#URI-pers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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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测试] 像在模拟器上一样在真实设备上测试。

解释

任何网站都应该在一些浏览器内测试过。移动浏览器特性通常和桌面浏览器有显著的不同。同时，评估一个站点在
简约格式显示的适应性，建议内容提供者在真实的设备上测试他们依赖的功能。

内容提供者也应该在特定功能不可用的情况下测试，例如纯文本模式和禁用脚本模式。

怎样做

许多制造商为他们的设备提供模拟器以提供一个方便的初步测试。然而实际操作中，许多模拟器和它们所模拟的设
备的行为并不相同。因此应该在一定范围内的真机和特定软件版本上进行测试。

导航和链接
因为显示屏和输入法的限制，以及移动设备一般缺少指点设备和其他系统设备，应该仔细的定义网站的结构和导航
模型。

网站入口URI

[URI] 保持访问网站的URI简短。

解释

在移动设备上输入网址会很困难，虽然用户可以用别的方法提取网址，比如点击一个超链接（从email，短信或其他
网页）、WAP推入、二维码、RFID或蓝牙。但是输入网址有些情况下是唯一的方式。保持网站入口网址简短有可能减
少出错几率并且提供更满意的用户体验。

怎样做

当用户访问网站时不应该被要求在URI里输入文件名部分。。如果可能，配置网站令用户不用输入二级域名就能访问。

例子：如果要求用户输入：

“http://www.example.org/index.html”

允许

“http://example.org”

或将

“http://www.example.org/example.html”

替换成

“http://example.org/example” 

导航栏

[导航栏] 在页面顶部提供一个最小限度的导航。

解释

在页面顶部提供基本导航。其他必要的二级导航元素可以放置在页面底部。用户在页面载入后不需要滚动就能看到
页面主要内容是很重要的（参阅导航栏等 (外部材料)）。

怎样做

在一行内提供基本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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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结构

[权衡] 在在一个页面加入太多链接和让用户点击许多链接得到想要的内容之间找到一

个平衡。

解释

设计应致力于在在一个页面加入大量导航链接与通过多个链接抵达内容之间提供一个平衡。

滚动一个有许多链接的页面非常令人讨厌，在许多移动设备上滚动的动作会依次选中每一个链接。另一方面，每次载
入导航页面花去时间，增加费用，所以不应该以增加页面载入支出的方式减少页面上的链接数量。

优化设计你的服务，令到经常被访问的信息能用最少的页面载入次数轻松的到达。不怎么被访问到的信息可以用多
次载入导航页面得到结果。一个指南就是用户如果用超过4次的载入页面才能得到目标内容就会有挫折感。怎样做
到这一点取决于网站的结构以及菜单元素的组织方式。

导航策略

[导航] 提供一致的导航策略。

解释

在一个服务中应用同样的导航策略能帮助用户确定自己的位置，并且能让他们更加容易的识别导航策略。

没有指点设备的移动用户不得不用键盘在超链接之中卷动。聪明的分组导航链接，通过习惯模型分析优化，有利于
可用性的提高。

怎样做

一个”钻探”方法，基于每一级主标题，可以经常提供一个有效的导航手段；因为线性的内容布局，小屏幕尺寸和指
点设备的缺乏，提供直接跳过内容章节的手段通常很有用。

在每一个跳转导航的目标边，应该提供一个“向上”链接以允许用户跳回原来的章节。

参考

关系到 WCAG 13.4。

快捷键

[快捷键] 为导航菜单和常用功能链接分配快捷键。

解释

当没有指点设备时，为链接指派快捷键可以为用户访问链接提供便捷并且避免重复按导航键聚焦到链接。

为每页都会出现的链接提供统一的快捷键，例如返回首页的链接。

怎样测试

机器测试：测试使用了 accesskey 属性。

人工测试：验证像返回首页这样的有 accesskey 属性的链接的表现。

参考

关系到 WCAG 9.5。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clear-nav-mechanism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keyboard-shortc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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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目标识别

[链接目标识别] 清楚地标示每个链接的目标。

[链接目标格式] 标注链接文件格式，除非你知道设备支持它。

解释

移动设备用户点击链接得到结果会承受不相称的延迟和费用。所以为了让用户评估链接后的内容是否令他们感兴
趣，标明链接的去向很重要。虽然不太可能为一个特定的用户点击的一个特定的链接指定详细的货币成本，但应该
可以提供一个让人理解资源大小的方式。（用字节数或用抽象方法，例如链接一个大文件时）。

链接的内容是一种不同的格式或不同的语言时（也就是内容可能只能被其他程序打开或下载），链接所在的网页应
该人为标注，这样用户就不会去下载他们设备不支持的内容。尽管这样，请记住一些设备支持在下载之后用其他程
序打开这些格式的内容（例如音乐文件），而且，用户可能希望下载不支持的内容供稍候传输到其他设备上打开。所
以即使明确内容格式不被用户设备支持，这些内容仍然应该被提供。

怎样做

使用清晰，简明，描述性的链接文字帮助用户决定是否点击一个链接。如果目标特别大，而用户在当前环境下是不期
望得到的，标明点击链接后的影响。

对于缺省传输对象，除了XHTML，GIF和JPG之外的所有格式都应该标注。

怎样测试

人工测试：检查合适的描述（例如不要使用“点击这里”作为链接文字）。

机器测试：检查指向非HTML格式的链接。

人工测试：呈现网页时检查是否有链接目标的格式的信息。

参考

关系到 WCAG 11.3和13.1。

图片热点

[图片热点] 不要使用图片热点，除非你知道设备有效的支持它。

解释

如果请求的设备能够支持图片热点而且有一个在图片热点之间导航的令人满意的方法，图片热点能提供一个快速的
导航。即使没有指点设备，在大部分移动设备上上、下、左、右和输入键是可用的。这通常足允许使用客户端图片热点
用几何形状作为主区域的导航。

许多移动设备缺乏指点设备，服务器端图片热点不能用在这些设备上。

怎样做

如果只能显示小图片，把大图片分割成小图片并且分别处理。

对于缺省传输对象，或如果不能显示令人满意的图片热点，使用由描述性文字的链接列表代替它。

怎样测试

图片热点机器测试：用一台部支持客户端图片热点的设备向服务器发送请求并且为表现的检查map元素。

参考

关系到 WCAG 1.2和9.1。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content-preferences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meaningful-links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redundant-server-links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redundant-server-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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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刷新，重定向和派生窗口

[弹出窗口] 不要触发弹出窗口或切换到其他窗口，不要在未通知用户的情况下改变当前

窗口。

[自动刷新] 不要创建周期性自动刷新页面，除非你预先通知过用户，并且提供一个方法

停止它。

[重定向] 不要使用标记自动重定向页面，配置服务器通过HTTP 3XX代码执行重定向。

解释

以上行为都会造成用户困扰，或增加费用，延缓互动。

某些移动设备使用弹出的窗口用来输入；本节不关系到这样的弹出窗口。

许多移动设备不能支持多于一个的窗口，因此尝试新建窗口可能发生无法预知的后果。

自动刷新页面经常发生可访问性问题。在移动环境中，一直打开着这样的页面或让页面在后台运行会造成用户大量的
费用。如果应用要求自动刷新，总是提供停止刷新的手段，总是提示用户即将刷新页面，并可能会造成高额的费用。

尽管重定向是一个普遍使用的技术，但必须记住，重定向通常需要浏览器重复载入，在慢速网络上会增加延迟；所以
每页最多使用一个重定向并限制重定向页的数量。

怎样测试

弹出窗口机器测试：搜寻链接的 target 属性，如果有，则检查是否有不同于 _self，_parent或_top的值。

自动刷新机器测试：检查是否用了 meta http-equiv=”refresh” content=”<the same URI>”。

自动刷新人工测试：如果有页面使用了自动刷新，检查是否提供了停止刷新的选项。

重定向机器测试：检查是否用了 meta http-equiv=”refresh” content=”<a different URI>”。

参考

关系到 WCAG 7.4, 7.5和10.1。

外部链接资源

[外部资源] 保持链接外站的资源数目最小。

解释

每个链接资源（图片、样式表和其他对象）需要单独的网络请求。这些在移动环境中会增加相当程度的页面载入时间。

怎样做

最小化页面的图片数量，统一样式到单独的样式表中。（参阅样式表）。

怎样测试

机器测试: 计算链接图片、样式表和其他链接对象的数量。

人工测试：检查使用更少的链接对象是否能获得同样的效果。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no-periodic-refresh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no-auto-forward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avoid-pop-ups


W
3
C
 R

ec
om

m
en

d
at

io
n

mocreative.net 
v20090619

页面布局和内容
本章节关系到传输内容的用户感知。它关注于设计，文字的语言和构成组件的空间关系。并不关系到如何构成内容
传输的技术细节，这些在页面定义中有讨论。

页面内容

[适当] 确保内容适于移动环境。

[明了] 使用简洁明了的语言。

[限制] 限制内容，仅提供用户要求的内容。

解释

比起浏览，移动环境下的用户更多时间找寻的是特定的信息块。内容提供者应该考虑信息的使用环境以及提供访问
所有信息的选项，应该首先提供适应移动环境的信息。参阅 用户目标 和 One Web 的讨论。

对于移动传输来说，使用明晰的语言明显很重要，简明率直的语言通常比罗嗦的风格更令人满意。

传统新闻式的“前端载入”写作风格可以帮助用户决定信息是否是它们感兴趣的并且允许它们跳过不感兴趣的信
息。在页头、段落、列表等的前面放置区分性的信息也能帮助用户在有限的屏幕大小上理解上下文。参阅导航栏与其
他（外部材料） 。

移动用户通常为流量付费，所以提供和他们所需要不相关的内容，特别是广告，会花费他们的时间和金钱并导致不令
人满意的体验。一般来说，在开始下载内容之前应该寻求用户的同意。

怎样测试

人工测试：检查内容决定它是否和主题相关，是否适合移动环境。

参考

关系到 WCAG 13.8和14.1。

页面大小

[页面大小可用] 分割页面大小到可用而受限的部分。

[页面大小限制] 确保页面的全部尺寸适于设备的内存限制。

解释

如果页面太大就会花太多时间来载入。而且移动设备通常限制了它们所能接受最大的页面。

另一方面，如果页面太短，用户需要发送多次请求才能阅读到相关信息，这样就引起了不必要的延迟，因为每次请求
都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

平衡分页和滚动的使用一部分取决于设计风格，一部分又是必须的。有严格内存限制的设备只能为它们传输小页面。
同样地，有些设备滚动页面的体验不好，却有很好的页面切换体验。

一些机构[MF]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以测试用户的选择。其中一些研究显示，用户偏向喜欢滚动，另一些研究却
相反显示用户喜欢点击链接。所以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怎样做

对缺省传输对象采取的限制定义在缺省传输对象。

怎样测试

页面大小可用机器测试：计算页面标记的总大小；为缺省传输对象检查是否不超过10kb。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front-loading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front-lo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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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测试：检查页面仍然可用（例如，在章节结束前不会有句子被截断等等）。

页面大小限制机器测试：计算页面标记和图片的总大小；检查是否超过设备允许的大小—缺省传输对象为20kb。

参考

关系到 WCAG 12.3。

滚动

[滚动] 限定只往一个方向滚动，除非无法避免第二方向的滚动。

解释

为了方便用户了解页面内容，页面应该编排成始终以一个方向（轴）滚动。然而某些内容（比如地图和其他图片）如果
没有第二方向的滚动则无法完全显示。

如果页面上的某个元素需要第二方向的滚动，此页面上的其他的元素就不应该引发第二方向的滚动。举个例子，如果
一个对象引起了之后有边距的文字在版式上上发生了位移，当用户继续往下看，可能就看不到这些文字。

同样地，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对象引起文字超越了页面的右边界，用户阅读每一行时就不得不左右卷动。

怎样做

如无法避免使用超过屏幕尺寸的图片，考虑在单独的页面显示这张图片，并且提供一个链接返回原来的主要内容。

缺省传输对象采用的宽度是120像素。

怎样测试

滚动机器测试：检查大于屏幕尺寸的 width 属性和宽度样式属性。对于缺省传输对象，屏幕宽度为120像素。

人工测试：如果宽度大于屏幕尺寸，检查它使用的目的（例如地图）。

用一台移动设备浏览网站，观察包含需要第二滚动的页面，确认只有那些需要的元素引起了第二滚动，页面上的其他
元素只需要祝滚动方向。

导航栏等等（外部资料）

[核心思想] 确保符合页面核心思想的内容和素材优先于不符合的内容。

解释

许多页面设计的顶部或侧边栏都包含导航栏和其他元素（例如主菜单栏，你的位置和搜索功能）。这种方式在大屏
幕上有便利性和众所周知的导航暗示。但是在小屏幕上第一次加载这样的页面时，导航可能会出现在主要内容应该
显示的位置上。

因为让用户初步获得网页的大致内容很重要，页面头部包含的额外的元素的数量应该最小化—包括导航，装饰性的
图片，广告和其他资料等不是用户阅读的中心的内容。用户不应该滚动太多才找到页面的主要内容。

参阅页面内容讨论怎样编写样式帮助用户识别核心思想。

怎样做

菜单可以不放在页面顶部，用一个锚链接来代替。或者在页面顶部使用简短的文字链接作为页面的导航指向网站的
主要分类。

怎样测试

人工测试：用移动设备浏览网站，观察最重要的信息是否首先被传输。

参考

关系到 WCAG 13.5。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group-information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nav-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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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

[图形分隔符] 不要使用图形分隔。

[大图形] 不要使用设备无法渲染的图片，不要使用大尺寸或高分辨率图片除非图片表示

的重要信息被丢失。

解释

使用一像素图形精确定位的流行做法不适用于多变的屏幕尺寸。

不必要的大图形浪费带宽，像那些超过设备屏幕显示能力的高分辨率或高彩图形。

怎样测试

图形分隔符机器测试：检查极小和/或透明图形。

大图形机器测试：检查图形尺寸。

色彩

[色彩使用] 确保在没有色彩表现时信息也能有效转达。

[色彩对比度] 确保前景色和背景色之间有足够的对比度。

解释

移动设备通常没有很好的颜色对比度，而且经常在不太理想的光照环境下使用。因此使用色彩突出显示的信息可能
用户很难看清。如果用色彩来表示一种功能，那么这种功能在不依赖色彩时也能通过另一种方式表示。特别是不要
使用蓝色或紫色文字，因为这可能和超链接混淆，特别是那些不会为链接加下划线的设备。

怎样测试

色彩使用人工测试：在单色环境下浏览页面。

色彩对比度人工测试：在强光直射条件下浏览页面。

机器测试：有一些自动工具可以测试颜色对比度。

参考

关系到 WCAG 2.1和 2.2。

背景图片

[背景图片可读性] 当使用背景图片时确认内容在设备上仍然可读。

解释

图片的胡乱使用会导致内容阅读困难，特别是对有限对比度的移动设备和经常使用移动设备的恶劣的阅读环境下。

在使用背景图片之前，仔细考虑你使用背景的动机并尝试使用另一种方法完成你的目的。如果必须要使用背景图片，
确保无论有背景图片和当设备不支持而没有背景图片显示时，内容都可读。

怎样测试

机器测试：测试是否使用了背景图片。

人工测试：测试支持和不支持背景图片的设备上内容的可读性。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color-convey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color-contr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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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定义

标题

[页面标题] 提供一个短小、描述性的标题。

解释

提供一个描述性的标题方便轻松识别。保持标题简短可以减少页面数据量，并且不会被屏幕截断。

许多移动浏览器不会显示页面标题。或者标题的可显示位置有限。

设备可能会用页面标题作为书签的标签。同样，标签的显示位置可能有限，所以使用描述性的标题以方便识别书签
的内容而不要用于别的目的。

怎样测试

机器测试：测试是否使用了 title 元素。

人工测试：测试标题属于内容的描述。

框架

[无框架] 不要使用框架。

解释

许多移动设备不支持框架。另外，框架的识别已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怎样测试

机器测试：测试框架元素的使用—检查 frameset 和 iframe 元素。

参考

参阅 http://www.w3.org/TR/xframes/#s_intro 中关于框架问题的讨论。

结构元素

[结构] 使用标记语言的特性表示文档的逻辑结构。

解释

这是一个对所有文档都有用的好实践，除了那些简单的使用标题和子标题表示结构的简单文档。使用结构标记而不
是格式效果标记，可以更容易做到需要分页显示内容的适配，以及令用户能快速访问到感兴趣的文章章节。

当使用标题时，它们应该符合标准，也即他们应该基于自己的层级正确地相互嵌套。

结构标记不能仅仅用做创建字体效果。

怎样做

像HTML等的标记语言包含许多元素表示结构。

http://www.w3.org/TR/xframes/#s_i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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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表格支持] 不要使用表格，除非知道设备支持。

[表格嵌套] 不要使用嵌套表格。

[表格排版] 不要使用表格排版。

[表格替换] 如果可能，使用其他方法表现表格。

解释

在尺寸有限的屏幕上表格工作的不好，可能引起用户不得不左右滚动才能阅读。将导航链接放入表格可能令用户不
得不水平和垂直滚动才能看到合适的导航选项。

怎样测试

表格支持机器测试：用不支持表格的设备访问网站检查 table 元素不被显示。

机器测试：检查确认没有表格嵌套。

表格排版机器测试：检查表格内没有空行和空列或单元格没有只包含一个1x1透明GIF。

机器测试：如果有 table 元素，检查在它之外是否有内容被渲染。如果没有则差不多表示表格被用作排版。

参考

关系到WCAG 5.1, 5.2, 5.3, 5.5和5.6。

非文本项目

[非文本替换] 为所有的非文本元素提供等义的文本。

[对象或脚本] 不要依赖嵌入对象和脚本。

解释

非文本项是由WAI术语表[WAIGlossary]的非文本内容定义的。

下载图片到移动设备增加显示图片的时间和费用。保持页面在纯文本模式下可读可以帮助用户评估图片下载前的它
用处。

许多移动设备不支持嵌入对象或脚本，而且许多情况下不可能让用户安装支持插件。内容应该基于此设计。

即使有设备支持脚本，也不要使用它除非没有其他的方法完成你的目的。脚本会增加电力消耗，缩短电池使用时间。

怎样做

设计页面时保证在纯文本渲染时也可用。参阅测试。

总是使用标记特性设计以支持替代渲染，例如XHTML中的 longdesc 和 alt 属性。

仅使用设备支持的标记特性。

避免使用类似CSS图片切换和用图片表示的文字内容。

如果使用了脚本，不要使用onmouse和onkey触发器，使用onclick。

怎样测试

非文本替换机器测试：测试图片alt属性和对象内的文字内容。

人工测试：检查alt属性内容使用恰当的含义。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table-headers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table-structure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avoid-table-for-layout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table-summaries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abbreviate-labels
http://www.w3.org/WAI/GL/Glossary/printable.html#def-non-text-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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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或脚本机器测试：测试传输到不支持的设备的内容中object或script元素的表现，如果显示，采用下面的人工测试。

人工测试：如果显示，测试用户体验可被接受。

参考

关系到WCAG 1.1, 3.1, 6.2, 6.3, 6.5和9.2。

图片尺寸

[图片指定尺寸] 如果图片有原生的尺寸，在标记里指定它。

[图片缩放] 如果图片有原生的尺寸，在服务器端缩放。

解释

位图一类的图片有原始尺寸。建议将图片的尺寸告诉浏览器以免它在接收到图片数据时不得不重新流动文字。在服
务器端缩放（通常是缩小）图片降低数据传输传输量，而且也能减少设备缩放图片消耗的机能。

本条推荐注意和推荐尽可能使用相对单位的章节度量对照。

怎样测试

图片指定尺寸机器测试：测试img元素的width和height属性的表现。

图片缩放机器测试：检查width和height属性等于图片的尺寸。

验证标记

[验证标记] 用符合标准的标记创建文档。

解释

如果页面标记无效，会导致无法预知的错误并有可能导致表现不完全。

怎样测试

机器测试：验证标记。

参考

关系到WCAG 3.2, 11.1和11.2。

参阅http://www.w3.org/QA/Tools/#validators。

度量

[度量] 不要在标记语言和样式表属性值内使用像素单位和其他绝对单位。

解释

避免像素和绝对值度量可以让浏览器调整内容适于显示。一个例外的规则就是在图片定义尺寸时（参阅图片尺寸）。
在关系到图片尺寸的时候应该在标记中用像素单位指定确切的尺寸，这是为了帮助浏览器编排页面并且避免在接收
完页面之后文字的重新流动。当设计师用像素单位精确定义边距，边框等属性时，设备可能可以正确执行。

怎样做

使用百分比和相对单位例如em，ex，bolder，larger和thick。

怎样测试

机器测试：使用正确支持相对单位的设备访问网站并检查font-size属性没有使用绝对单位或像素单位。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text-equivalent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use-markup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dynamic-source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scripts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fallback-page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keyboard-shortcuts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tech-identify-grammar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latest-w3c-specs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avoid-deprecated
http://www.w3.org/QA/Tools/#valid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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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表

[样式表使用] 使用样式表控制版式和表现，除非知道设备不支持。

[样式表支持] 组织好文档，令它在没有样式表支持时仍可读。

[样式表尺寸] 保持样式表精简。

解释

样式信息可以包含在外部连接样式表文件或HTML内部，也可以包含在样式元素中或是标记元素的样式属性中。

移动设备对样式表有不同的支持。一些提供完整的支持，包括外部样式表缓存；另一些不缓存外部样式表；还有一些
不支持style元素；甚至还有设备不支持多余一个样式表；当然还有的设备根本不支持样式表。

当样式表关闭或不被支持时，内容会按文档顺序渲染，所以内容在按文档顺序阅读时能表达清楚意思很重要。

怎样做

最好的方法是页面共享样式信息，但如果设备不支持样式表缓存，这种方法会导致下载每个页面时都要传输样式
表。因此，为了设备偏好：如果设备缓存样式表，把样式信息放在一个单独的外部样式表中（参阅 5.2.9 外部链接资
源）；如果设备支持style元素，就使用它；否则使用外部样式表。

优化样式信息，另只包含使用到的样式。

创建样式表时，利用CSS媒体类型（可以使用在CSS @media 规则和 link 元素的 media 属性中）定义样式应用在手
持设备渲染中。可以使用的CSS媒体类型是“handeheld”和“all”。如果手持设备渲染未定义，浏览器可能会去下载
其他用于非手持设备的样式表。

怎样测试

样式表使用机器测试：用支持CSS的设备访问网站，并且检查样式表已被使用并没有使用格式标签（例如font）。

样式表支持人工测试：关闭样式表检查页面仍然可读。

样式表尺寸机器测试：检查样式表的元素在相关页面中至少使用了一次。

参考

关系到WCAG 3.3和6.1。

最小化

[最小化] 使用简洁的有效的标记。

解释

使用类XML的语言标记内容仅仅通过移除多余的空白（也就是空格和换行）往往就可以变得更小并保持相同的语义。

相比使用逻辑标记和 class 属性应用样式，内联字体，颜色和其他样式效果会显著增大页面大小（参阅样式表）。

怎样做

并不是有意鼓励设计师用将内容写作一行的方法删除空白，而是建议设计师不要在不必要的空白上白白消耗页面大
小。注意“漂亮的代码格式”（用制表符缩进标记的方法）会产生大量空白并因此增加页面大小。

如果“漂亮的代码格式”在设计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在上传时尽量移除多余的空白。

尽管某些网络代理会自动删除空白，但并不是所有的都这么做，所以不要依赖这个行为。

结构标记（参阅结构元素）的样式描述集中在CSS的使用能最小化页面的大小。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style-sheets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order-style-sh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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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测试

机器测试：计算文档中非空白字符的数量。

Content Type

[内容格式支持] 内容以设备支持的格式发送。

[内容格式首选] 如果可能，内容以设备首选支持的格式发送。

解释

传输设备不能显示的内容浪费用户的时间和金钱。设备都有格式的偏好。所以遵循设备的选择是不错的策略，因为
设备会完整的执行这个格式。

怎样做

为了判断设备支持何种格式，网站可以使用设备属性信息的组合，例如HTTP用户代理头信息，HTTP Accept头信息
和UAProf。

如果只选择一项设备属性信息而排除其他，判断可能会发生错误。以下列出一些问题：

• 某些设备不支持accept头信息；

• 某些设备错误的声明了自己的能力；

• 某些运营商网关在accept头信息中追加了它们适配的格式；

• 用户代理头信息不是总是设备的唯一身份识别；

• UAProf信息可能不可用或不完整。 

怎样测试

内容格式支持机器测试：用不同设备检查内容的MIME类型。

内容格式首选机器测试：用不同设备检查内容的MIME类型，并检查内容是以最佳格式发送的，或内容格式和默认
传输对象兼容。

字符编码

[字符编码支持] 确保使用设备支持的字符编码编码内容。

[字符编码使用] 在应答里标明使用的字符编码。

解释

如上节所述，不应该发送设备不能使用的格式的内容。

怎样做

设备支持的字符编码可以从设备属性资料或检查HTTP Accept-Charset头信息中获得。

应该用HTTP Content-Type头信息指定应答用的字符编码。

  Content-Type: text/html; charset=utf-8

另外对于XML[XML]文档应该在编码声明中指定，虽然通常会被HTTP Content-Type头信息覆盖。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将内容编码成需要的字符编码依赖于使用的设计工具，Web服务器配置和使用的服务器端脚本技术（如果有的话）。

当使用多语言表述内容时，Unicode是一个不错选择。传输所需的带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的字符编码。主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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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字母组成的文本用UTF-8编码更有效率，而主要由象形文字组成的文本用UTF-16编码更有效率。当选择字符
编码时，考虑可用编码的效率。

由于默认传输对象只是用UTF-8 ，所以所有的应用应支持UTF-8 。

怎样测试

机器测试：检查编码使用支持的方式声明。Content type应该通过至少一种以下的方法声明：Content-Type HTTP
头信息，XML内容的XML声明，CSS的CSS @charset 规则，HTTP内容的Content-Type Meta元素。

参考

参阅字符编码关于XML文档字符编码的讨论。

错误消息

[错误消息] 提供有价值的错误消息，同时提供一个导航方法离开错误信息到有效的页面。

解释

无法避免的是，移动用户有时会无法成功地访问到想要的内容或信息。移动场合下，提供一个方便的导航离开错误
页通常是很重要的，因为浏览器一般没有一个容易找到的“后退”按钮。让用户重新输入URI离开错误尤其困难。

内容提供者无法控制网络，链接和URI输入等错误，这些错误也无法说明给用户。但是如果是在内容提供者控制范
围内的错误，应该用明确的信息提示用户他们所经历的故障。这样就能帮助他们明白到底是这个故障是临时的还是
永久的，他们是否应该重试以及究竟是那里出了问题。

也应该帮助用户离开错误状态。他们应该回到错误之前的页面，或可以进到服务的下一步留待以后重试，或提供另
一个方式处理他们尝试的请求的页面。

怎样做

许多Web服务器提供默认的错误页，特别是请求不存在的页面事件（404）或内部错误（500）。如果可能（参阅 
[TOMCAT]，[APACHE]和[IIS]），应用应该用一个用户友好的，优雅的方法覆盖处理所有的错误。

错误消息应使用应用相同的语言。表达简洁清楚。它们应该用设备可以处理的格式提供。

错误消息应详细列出问题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用户是否应该自己解决问题（举个例子，改变输入数据或调整手机
设置），或者个问题是否关系到内容提供者或网络运营商。之后，也适合提供联系细节比如SMS地址或一个支持电
话号码。

错误消息应该提供以下至少一种导航结构：

• 一个“后退”链接返回到上一页（尤其是为那些很难找到后退按钮的设备）；

• 一个“重试”链接尝试重新处理相关的部分（注意这部等同与“刷新”）；

• 一个“首页”链接让用户返回应用的主要页面。 

错误消息可以提供一个错误代码供诊断。但是错误代码不能取代供人阅读的消息。尽管部分用户明白“404”代表“
找不到页面”，也不能假设全部用户都明白。

怎样测试

输入一个网站不存在的URI，检查返回的HTTP 404错误页面适用于请求的设备。

人工测试：检查返回的页面包含错误的解释和合适的更正操作，对最终用户没有任何技术术语。

Cookie

[Cookie] 不要依赖Cookie可用。

http://www.w3.org/TR/2004/REC-xml-20040204/#charen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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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Cookie通常用来执行会话管理，识别用户和存储用户偏好设置。许多移动设备不支持或不完全支持cookie。另外，某
些网关会剥离cookie和其他类cookie。

怎样做

测试cookie被设备正确支持。如果它们不支持，使用URI参数存储会话管理，注意不要超过设备支持URI字串的最大
长度。某些网关不使用cookie识别用户。

怎样测试

机器测试：在cookie不可用的情况下检查会话管理的替代方法。

缓存头信息

[缓存] 在HTTP应答里提供缓存信息。

解释

有限的带宽和高延迟会降低移动设备上网站的可用性。使用缓存信息能有效地减少重载入的数据，比如样式表，图
片和网页，从而改进表现和降低使用花费。它也能防止重复使用不适用的内容，例如适合一个设备的内容不应该在
不同的设备上被使用。设备和网络缓存都受缓存信息影响。

怎样做

为你的应用设置合适的有效时间。考虑使用Cache-Control: Public允许设备间共享，Cache-Control: private只允许
本设备重复使用内容，Cache-Control: nocache禁止缓存。

HTTP 1.1规范[HTTP1.1]和技术文档 [Techniques] 包含了关于缓存的讨论。

怎样测试

机器测试：检查HTTP应答中的缓存头信息的表现。

参考

HTTP1.1章节13HTTP中的缓存中有讨论。

字体

[字体] 不要依赖字体样式。

解释

移动设备通常只有很少字体，并对字体大小和效果（粗体，斜体等）支持有限。所以字体大小，字形或效果的使用可
能无法按想象中的完成。参阅结构元素。

怎样做

不要为缺省传输对象设置字体相关样式。

怎样测试

机器测试：检查字体相关样式在不支持的环境下的表现。

人工测试：如果可以呈现，确保作者的原意仍然清楚。

http://www.w3.org/Protocols/rfc2616/rfc2616-sec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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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输入
本章节包含用户输入的陈述。移动设备上的用户输入典型地比桌面电脑更受限制。例如：移动设备缺少指点设备而
且没有标准键盘供文字输入。 

输入

[最少击键] 保持按键次数最少。

[避免自由文本] 如果可能，避免自由文本输入。

[提供默认] 如果可能，提供预选好的默认值。

[默认输入法] 提供默认输入法、语言或输入格式，如果设备支持的话。

解释

由于移动设备的限制，界面应尽可能最小化用户输入。如果可能，使用选择列表，单选按钮和其他不需要输入的控件。

某些标记语言允许定义输入法，特别适用于用户输入受限的情况，例如限定只允许数字输入。XHTML-Basic计划未
来支持它。

怎样做

有一些技术可以做到，包括：

• 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之前的内容作为默认值。

• 尽可能使人们使用导航键选择项目和／或数字输入。

怎样测试

避免自由文本机器测试：检查是否使用了input type=”text”和textarea

人工测试：如果有使用它们之一，检查它们是否可以替换成代替用户决定的内容。

提供默认机器测试：检查表单中是否有预选定项目（使用了selected或checked属性）。

人工测试：如果没有，检查在此环境下是否可以预知用户选择（例如最常用的选择）。

默认输入法机器测试：用支持inputmode属性的设备访问并且应答使用了这个属性的语言，检查input type=”text”
和textarea元素的表现。

参考

关系到WCAG 10.4。

TAB顺序

[TAB顺序] 创建链接、表单和对象的逻辑顺序。

解释

为用户浏览的网页的不同区域和对象用逻辑顺序呈现很重要，特别是许多区域或对象不能和焦点项目同时可见时。

怎样做

使用文档顺序控制布局和tab顺序。

怎样测试

机器测试：检查确认没有tabindex属性或布局效果影响表现顺序。

如果有使用tabindex属性检查所有的控件都有这个属性，确认它们被一致的使用。

人工测试：如果tabindex属性或布局效果可能影响表现顺序，那么检查顺序的可用。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plac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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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单控件标签

[控件标签] 恰当的为控件加上标签。

[控件位置] 恰当的放置标签令它们和相关的控件显示出关联。

解释

这意味着在HTML里使用label元素，或者其它语言的同等功能。确保标签和表单控件一致且接近以便当文字流动或
内容适配时总是能辨认标签和所指示的控件。

怎样测试

机器测试：检查表单内使用了label元素。

人工测试：检查标签位置是否和相关的控件相联系。

参考

关系到 10.2和12.4。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unassociated-labels
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wai-pageauth.html#tech-associate-lab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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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和mobileOK
本最佳实践的陈述意在令围绕他们构造有一致性的规则以支持mobileOK认证和其他用途。mobileOK认证将会基于
本文件的称述中的某些属性或子集，建立具体的信任建议要求。

因此，mobileOK认证将成为最佳实践文件的主要一致性要求。

所有的最佳实践陈述都拥有一个片断标示符，以允许正文和相关的陈述关联到它们。

产品类别

本规范适用与一类产品：传输到移动设备的内容，包括传输协议中被传输的数据。

延伸

此规范可以兼容其他描述内容要求不同的规范，因为这些要求没有与当前规范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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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来源

最佳实践规范是最佳实践工作组由若干来源组合而成，主要包括：

 ▪ 各种移动Web最佳实践工作组会议和讨论

 ▪ WCAG Guideline 1.0 [WCAG]

 ▪ iMode Guidelines [iMode]

 ▪ Opera’s “Making Small Devices Look Great” [Opera]

 ▪ Openwave Guidelines [Openvave]

 ▪ Nokia’s Series 60 XHTML-MP Guidelines [Nokia-MP]

 ▪ Browsing on Mobile Phones, Nokia [Nokia-VR]

 ▪ Little Spring Design [LSD]

虽然最佳实践规范主要是由二级研究组合而成的，但许多研究案例源于初级研究组合而成。此外，工作组成员的贡
献包括他们的公司一定程度上的初步研究。

相关阅读

对本文件主题感兴趣的读者会发现其他相关的各种出版物。正如之前“应用范围”一节提到的，类似国际化和可访
问性的主题由W3C另行论述，并不在本文涵盖。

万维网特征模型和W3C国际化（i18n）行动提供的其他材料涵盖为One Web和移动服务领域编写的重要内容。

Web可访问性倡议编写了各种指南和技术同样关系到web内容的编写和处理。

适配背景章节介绍了内容适配的概念。打算在服务器端执行适配的读者会对设备独立性行动正在进行的工作感兴趣。

鸣谢

编辑者们要感谢移动Web工作组成员的各种贡献。还要感谢公共邮件列表的贡献者，以及那些在最后意见征集中
提出宝贵意见的人们。

编辑者们鸣谢重要的撰写贡献，他们是：

 ▪ Greg Aaron, Afilias Limited

 ▪ Daniel Appelquist, Vodafone (Mobile Web Best Practices Working Group Chair)

 ▪ Phil Archer, ICRA

 ▪ Rotan Hanrahan, MobileAware

 ▪ Dominique Hazaël-Massieux, W3C/ERCIM (W3C Team 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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