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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建议书致力于为所有形式的电信设备和软件及其相关的电信业务的标准化、规划、开发、设计和分
发等提供通用的指南，以便确保它们能够为具有最广泛能力范围的人们提供接入能力。它对如何理解接入
能力给出了指导，同时对接入能力与产品和业务的可能结合方式给出了指导。

来

源

ITU-T 第 16 研究组（2005-2008）按照 ITU-T A.8 建议书规定的程序，于 2007 年 1 月 13 日批准了 ITU-T
F.790 建议书。

关键词
ITU-T 建议书 D.000 由 ITU-T 第 3 研究组（2001-2004 年）编写，并按照 WTSA 第 1 号决议的程序于
2002 年 6 月 14 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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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际电信联盟（ITU）是从事电信领域工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ITU-T（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
是国际电信联盟的常设机构，负责研究技术、操作和资费问题，并且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电信标准化，发
表有关上述研究项目的建议书。
每四年一届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确定 ITU-T 各研究组的研究课题，再由各研究组制定有
关这些课题的建议书。
WTSA 第 1 号决议规定了批准建议书须遵循的程序。
属 ITU-T 研究范围的某些信息技术领域的必要标准，是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技术委员
会（IEC）合作制定的。

注
本建议书为简明扼要起见而使用的“主管部门”一词，既指电信主管部门，又指经认可的运营机构。
遵守本建议书的规定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但建议书可能包含某些强制性条款（以确保例如互操作性或
适用性等），只有满足所有强制性条款的规定，才能达到遵守建议书的目的。“应该”或“必须”等其它一
些强制性用语及其否定形式被用于表达特定要求。使用此类用语不表示要求任何一方遵守本建议书。

知识产权
国际电联提请注意：本建议书的应用或实施可能涉及使用已申报的知识产权。国际电联对无论是其成
员还是建议书制定程序之外的其它机构提出的有关已申报的知识产权的证据、有效性或适用性不表示意见。
至本建议书批准之日止，国际电联尚未收到实施本建议书可能需要的受专利保护的知识产权的通知。
但需要提醒实施者注意的是，这可能并非最新信息，因此特大力提倡他们通过下列网址查询电信标准化局
（TSB）的专利数据库：http://www.itu.int/ITU-T/ipr/。

© 国际电联 2007
版权所有。未经国际电联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手段复制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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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言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
，特别是随着因特网的快速增长，为社会大众带来了实质性利益；但是还有许
多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由于在使用电信产品和业务中存在障碍而不能享受到这些利益。这个问题随着全世界
范围内老年化比例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严峻。因此，一些国家已经开发了他们自己的关于电信接入能力的
指南。然而，在当今世界，电信设备已经可以自由地跨越国家边界。因此，为了增强电信的接入能力，电
信接入能力指南不仅在国内是不可或缺的，在国际上也是不可或缺的。

iv

ITU-T F.790建议书 (01/2007)

ITU-T F.790建议书
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的电信接入能力指南

1

范围

本建议书致力于为所有形式的电信设备和软件及其相关的电信业务（以下都统称为“电信设备和业务”）
的标准化、规划、开发、设计和分发等提供通用的指南，以便确保它们能够为具有最广泛能力范围的人们
提供接入能力，包括老年人和具有永久或临时残疾的人士（以下都统称为“老年人和残障人士”
）。
已经有很多年，ITU-T 在一些特定建议书的研制中已经指出了残障人士的需求。让电信设备和业务的
接入能力更有意义不仅有人道主义方面的考虑，同时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潜在客户
有了增长。产品和业务的那些特性，如果能够让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可以使用的话，则这些特性对于其他任
何人来说，常常可以使他们更加便于和易于使用。
本建议书是整个框架中的一部分，ITU-T 可以在其工作中使用此框架来支持为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提供
具有更多接入能力的设备和业务的需求。本建议书提供信息的方式是通过将问题领域标识出来，这些问题
需要在起草那些涉及到老年人和残障人士需求的相关建议书时进行考虑。在研制那些建议书的过程中，有
必要积极地包含广泛范围的用户，如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并且有必要明确地理解用户需求和任务需求。特
别地，在建议书研制过程中，推荐越早标识出需求越好，这样可以减少或消除研制那些建议书的额外成本。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一种接入设计方式可能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事情。因为一种接入能力的设计并不能够
完全满足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的所有需求，尤其是在业务领域，个人援助的要求可能仍然存在。然而，即使
配备了个人援助，也永远都不应当用于替代接入设计方法。
必然地，本建议书所提供的指导是通用的。需要认识到的是对于特定的设备或业务，还需要研制额外
的特定的指南。尽管本建议书给定的范围是针对那些为符合老年人和残障人士需求而研制的建议书，但是
在本建议书中描述的指南，对于 ITU-T 中的其他任何建议书的研制，对于提高其电信接入能力都是一个很
好的参考。

2

参考文献

下列 ITU-T 建议书和其他参考文献的条款，在本建议书中的引用而构成本建议书的条款。在出版时，
所指出的版本是有效的。所有的建议书和其它参考文献均会得到修订，本建议书的使用者应查证是否有可
能使用下列建议书或其它参考文献的最新版本。当前有效的 ITU-T 建议书清单定期出版。本建议书引用的
文件自成一体时不具备建议书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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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 Guide 71]

ISO/IEC Guide 71:2001, Guidelines for standards developers to address the needs of older
persons and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SO 13407]

ISO 13407:1999, Human-centred design processes for interactive systems.

3

定义
本建议书规定下列术语：

3.1

user

用户：电信产品和业务的终端用户是使用或消费此电信产品和业务的个人、一组人或组

织等。他们具有各种各样的人和分组，具有不同的年龄和性别，具有不同的收入水平，具有不同的地理环
境或工作行为等。终端用户，不管是组织还是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
关于用户的需求、考虑和组成，见决议 GSC 11-22 (UWG)。

3.2

disability 残障：本建议书中，“残障”一词被定义为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使用电信设

备和业务是受限的。
大体而言，“残障”被认为是由于疾病、事故、变老等而引起的临时性或永久性的功能性限制。更一般
地说，“残障”包含了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由于物理环境和/或社会环境（例如在嘈杂环境中的话音
电话）的影响，完全地使用电信设备和业务是不可能的。
注 — 关于“残障”定义的更详细信息，请参考适当的文稿，如 WHO ICF（世界卫生组织 — 对于机能、残障和
健康的国际分类）。

3.3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电信设备：用于执行电信操作的任何机器、设备、线路或

其他形式的设备。

电信业务：通过使用电信设备而向用户提供的业务。

3.4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3.5

interactive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交互式电信业务：一种业务，其设计是通过电

信设备，如交换机和网络服务器等，使处于多个地点的多个用户之间可以进行双向的信息交换。
（示例如：
语音电话，传真，视频电话，电子邮件和实时消息服务等。）

3.6

telecommunications platform services

电信平台业务：一种业务，其设计是用于支持运

营商的电信设备和用户管理，用户认证，内容管理，计费和付费过程等，这些是通过电信设备而包含在信
息业务的指配中的。

3.7

telecommunications accessibility

电信接入能力：在电信领域，产品、业务、环境或设施

可被最广泛的用户范围，尤其是残障人士，使用的可用性。

3.8

assistive technology

残障人士援助技术：设备、产品系统、硬件、软件或业务的一部分，

可被用于赋予、维护或增强残障人士个人的功能性能力。

4

缩写
无。

5

约定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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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原则
为了确保并提高电信接入能力，电信设备和业务的开发者必须遵循如下一般原则：

a）

在规划、开发、设计和分发电信设备和业务时，开发者应当考虑到老年人和残障人士，以便确保
他们能够尽可能地使用这些设备和业务。这种观念被称为“包含性设计（inclusive design）
”
。在某
些情况下，包含性设计是不实用的，在那些情况下，目标应当是提供具有与原始业务完全相同或
功能上近似相同的业务。

b）

如果电信设备或业务的标准配置不能够提供所要求的接入能力级别，则这些接入能力可能会通过
使用那些结合了其他厂商的可选设备或残障人士援助技术的产品而获得。此外，目标还应当是提
供具有与原始业务完全相同或功能上近似相同的业务。

c）

与电信接入能力相关联的功能应当确保用户的安全。

d）

与电信接入能力相关联的功能应当维护用户的信息安全。

e）

电信设备和业务应当尽可能具有可操作性和可用性，而不需要强加额外的对于认知能力和记忆能
力的要求。即使文化或语言有差异，又或者是在用户第一次操作和使用的情况下，电信设备和业
务也应当尽可能地具有可操作性和可用性。

7

规划、开发和设计要求

为了确保和增强电信接入能力，电信设备和业务的开发者在规划、开发和设计所有电信设备和业务时
都应当遵循本建议书中提出的要求。
另外，管理也应当考虑到规划、开发和设计可接入的电信设备和业务的重要性，并且应当在电信接入
能力上制定特定的策略。
新设备的设计应当尽可能地使用现存的国际标准，并且设计时要与现有的设备相兼容。同时还应当考
虑使得设备能够与可预见的未来的标准相兼容。

7.1

基本策略

为了确保和增强电信接入能力，开发者应当理解以人为中心的设计观念。用于电信接入能力的结合了
以人为中心的方法，以下列内容为特征：
a）

积极地包含广泛范围的用户，如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并且明确地理解用户需求和任务需求；

b）

在用户和技术之间进行适当的功能分配，以便使得接口对于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来说更加友好；

c）

迭代执行设计方案和评估；

d）

同时应用多种学科进行设计。

ITU-T F.790建议书 (0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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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发过程的活动

7.2

在设计符合需求之前，开发者应当不断地迭代开发过程，包括如下四种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活动（见
图 1）：
a）

理解并规范所使用的上下文。

b）

规范用户和组织的需求。

c）

产生设计方案。

d）

根据需求对设计进行评估。

图 1－用于电信接入能力的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活动
（根据 ISO 13407）

7.2.1

理解并规范所使用的上下文

执行如下活动来理解并规范所使用的上下文：
—

理解有意向用户的身体功能或认知方面的功能。

—

理解有意向用户的关于使用电信设备的知识、经验和需求。

—

理解有意向用户在使用电信设备时所处的环境，因为环境常常对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具有某种影响。

7.2.2

规范用户和组织的需求

执行如下活动来规范用户和组织的需求：
—

标识出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用户的范围。

—

标识出适用于有意向用户的需求。

—

判断有意向用户需求的优先级。

—

理解相关法律、标准等的需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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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产生设计方案

执行如下活动来产生设计方案：
—

使用现存的知识，如人类工程学、认知工程、本建议书等。

—

使用仿真、模型、实验模型等开发方案的原型。

—

进行全面的研究，研究除了主要涵盖年轻人之外，还要涵盖老年人和残障人士。

7.2.4

根据需求评估设计

执行如下活动来根据需求对设计进行评估：
—

在原型系统的评估中要包含有意向的用户。

—

根据评估结果返回到适当的活动，并且迭代执行开发过程，直到设计可以满足有意向用户的需求。

8

电信设备和业务的操作和使用的通用要求

本节指出了当用户，如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在使用具有接入能力和可用性设计的电信设备和业务时，
他们需要能够做的工作。

8.1

操作

8.1.1

功能的操作

目标是功能应当是可操作的，从始至终都没有任何困难。

8.1.2

操作过程的简单性

电信设备和业务应当避免对用户提出不必要的高认知方面的要求，即要确保操作设备或使用业务所需
的基本活动尽可能的直截了当和尽可能的简单。

8.1.3

确认

如下内容应当通过多种感官方式（视觉、听觉和触觉等）进行确认：
—

设备是否处于准备好模式。

—

线路是否处于可用条件。

—

操作的结果。

—

一个输入操作是否需要执行或是已经完成。

—

设备是否将要变得不可用，并且如果可能的话，给出原因。

8.1.4

时间限制

如果一个任务要求用户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响应，则如果可能的话，用户应当能够调整该时间。
在任何事件下，用户都应当能够收到一个关于时间限制的通知。

8.1.5

错误保护

开发者应当考虑如何确保用户不犯操作错误。

8.1.6

错误取消

用户应当能够取消出错的操作，并且尽可能地恢复到之前的设置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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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恢复到初始状态

用户应当能够在任何给定的过程中恢复到初始状态。

8.1.8

错误重置

设备应当被设计为可以重置到某个已知状态。这个状态至少在一个基本模式中，应当具有一个高概率
的操作。激活此重置操作的方法用起来应当简便，但是要保护不受偶然操作的影响。

8.1.9

输出调整

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应该能够调整输出的级别和特性，如声音、振动、屏幕闪烁等。另外，设备应当显
示输出级别和特性的状态。

8.1.10 错误消息
错误消息和因此而需要采取的动作应当明确、无二义性。

8.2

安装、连接和配置

a）

包装应当被设计为易于打开，并且易于解包，而不会损坏任何内容。

b）

产品的设置过程对于没有援助的用户来说应当是简单的。

c）

产品应当具有简单的结构，它应当被制造为易于插入电源插板和任何连接器，并且易于连线，这
样用户就有机会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完成这些工作。连接器应当易于区分以避免被错误插入。

d）

插入连接器在插入后应当保持安全，同时也应易于移除。

e）

产品应当被设计为是抗移动的，在操作过程中应当保持在同一位置。

f）

电池和其他辅助设备如托盘等的安装应当容易、简单。

g）

向产品中存储信息，如时间、名称、电话号码等的过程应当简单，这样如果需要时，用户就可能
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完成这些工作。

h）

对于耗材，如电池、油墨、卷纸等的替换应当是简单的，这样用户就有机会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
完成这些工作。

8.3

身体安全

8.3.1

安全

产品应当被设计为不会引起任何身体伤害，或者在操作过程中影响到用户的健康。

8.3.2

电磁噪音

由电信设备所产生的 EMI（电磁干扰）水平，如无线电波和电磁噪音等，应当处于国际认定的限值内。
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ICNIRP）出版了关于电磁场水平的指南。
助听器对于电磁场有各种不同级别的防护作用。电信设备应当被设计为在维持所需功能性的同时尽量
减少对助听器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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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光敏性癫痫

对于任何光线或屏幕元素的闪烁都应当仔细设计，以避免引起光敏性癫痫等潜在的问题。

8.3.4

过敏

如果要在接触到用户皮肤的设备中使用某些材料，则应当避免使用那些容易引起过敏反应的材料。在
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对外公开所使用材料的信息。见 [ISO/IEC 导则 71]的第 9.5 节。

8.3.5

声震

声音信号的级别不应当过高以至于对设备用户引起损伤或使得设备用户感觉不适。见[b-ITU-T P.360]。
但是要注意，对于听力有困难的人们来说可能需要非常高的声音级别。

8.4

信息安全

8.4.1

隐私保护

为了保护信息的私密性或机密性特性，还应当提供安全的接入操作过程。在这些过程中获得机密信息
的第三方必须保证这些信息的机密性。

8.4.2

用户鉴定的替代方法

当生物识别技术被用于标识用户或准许用户进行操作时，设备还应当提供用户鉴定的可替代方式选项，
这种方式不应依赖于用户的身体特征。

8.5

内容使用的权限

如果法律允许老年人或残障人士可以使用那些受版权保护或其他原因保护的数据，则这些数据应当被
转换为其他的媒体形式。

9

终端设备要求

本节包含对终端设备的要求，主要考虑的是终端设备，如零件配置图、按钮外形，以及警报音等的视
觉或听觉特性。

9.1

输入/输出接口

9.1.1

操作面板的布局

a）

根据用户的思维过程和操作过程来设计显示和按键的布局。

b）

避免在显示上有过长线路和过度详细的信息。

c）

避免拥挤的显示和按键布局配置。

d）

将开关操作的方向和设备自身运动的方向成一直线。

e）

按照功能分组如形状、位置、颜色或其他属性等来排列操作按键，这样即使有视觉或触觉感官损
伤的用户也可以很容易地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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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操作键、按钮和开关

a）

操作键、按钮和开关应当被设计为既有视觉感知又有触觉感知。

b）

操作键、按钮和开关应当被设计为具有适当的尺寸和形状，易于操作。

c）

当存在许多具有类似形状或功能的按钮或按键时，操作键、按钮和开关应当从视觉和触觉两方面
都易于被辨认。

d）

当操作键、按钮和开关被压下时，它们应当不仅提供一个触觉方面的响应，还应当提供一个视觉
和听觉方面的响应。

e）

应当提供对按键输入时的视觉和听觉确认。

f）

设备应当被配备为具有双重的输入抑制特性。

g）

按键的重复延时应当是可被充分调节的。

h）

按键及按钮的位置、尺寸和形状应当被设计为可以防止相邻按键的偶然挤压。

i）

对于需要很多时间来操作设备的用户来说，应当提供其他的需要较少按键的输入方法。

j）

操作键、按钮和开关应当尽可能地可以通过使用辅助方法来操作，例如使用假肢或鼠标棒等。

k）

触觉面板软件的按键和按钮应当是用户友好的，可以尽可能地随着手或握手的移动而自然地移动，
并且在操作时没有直接的视觉确认。

9.1.3

显示

a）

文本应当尽可能地易于阅读。

b）

显示的内容应当是与颜色无关的。

c）

表面的倒影应当尽可能地不对观看屏幕引起任何困难。

d）

亮度和对比度应当可以尽可能地进行调整。

e）

文本的尺寸、字体、字符间距、行间距和颜色等应当可调整，以易于使用。

f）

视觉信息应当在其他感官方式下也是可理解的。

g）

标准位置（或起始位置）应当可以通过视觉方式或听觉方式来验证。

9.1.4

铃音

a）

铃音的音量和频率应当尽可能地被设计为可以根据用户的听力特征使铃音易于听到。

b）

声音级别应当可调节，并且能够被设置为静音。另外，声音级别的当前状态应当能够通过视觉方
式来确认。

c）

应当有可能选择铃音的音调、模式和曲调等。

d）

铃音所提供的信息应当不仅在听觉方式上是可用的，在其他感官方式上也应当是可用的。

9.1.5

警报音和语音指南系统

a）

警报音的音量和频率应当尽可能地被设计为可以根据用户的听力特征使警报音易于听到。

b）

语音指南系统应当使用简单的、清晰发音的语言，并且使用符合用户思维过程的合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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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声音级别应当可调节，并且能够被设置为静音。另外，声音级别的当前状态应当能够通过视觉方
式来确认。

d）

基本的频率和声音音响应当可调节。

e）

语音指南的说话速度应当可调节。

f）

语音指南所提供的信息在需要时应当能够被重复。

g）

警报音所提供的信息应当不仅在听觉方式上是可用的，在其他感官方式上也应当是可用的。

h）

语音指南所提供的信息在视觉方式上应当也是可用的。

9.1.6

语音输入/输出系统

a）

接收器声音应当尽可能地根据用户的听力特征而被易于听到。

b）

接收器声音的音量，如果可能的话在通过过程中应当可调节。

c）

如果一个设备还要被多人使用，则接收器声音的音量应当在通话结束后返回到正常级别。

d）

如果接收器声音能被放大，则应当避免声音峰值。

e）

有关接收器声音的参数应当可以根据用户的听力特征而被调节。

f）

应当提供适当的侧音（即说话者自身在听筒中的声音）
。

g）

设备应当尽可能地与装有感应收音线圈的助听器兼容。

h）

设备应当尽可能地兼容助听器或耳蜗植入的外部输入。

i）

设备应当尽可能地不对援助技术，如助听器和耳蜗植入等，引起噪音。

j）

在没有手持接收器的情况下，电话呼叫也应当是可行的。

9.2

实体外形和结构

a）

一个接收器或一个完整的设备（如果该设备在操作过程中必须被持有的话）应当具有适当的外形
和结构，应当由适当的材料制成，并且为了使其易于持有还需要有均衡的重量。

b）

固定设备应当具有适当的外形和结构，应当由适当的材料制成，并且为了使其可以适应各种不同
的放置位置，还需要有均衡的重量。

c）

设备应当可以使用任意一只手来操作。

d）

操作面板的位置和式样应当在视觉上和触觉上都易于理解。

e）

打开/关闭活动部分的过程应当容易，且用户应当既能够通过视觉方式又能够通过触觉方式来确认
活动部分的状态（打开或关闭）
。

f）

活动部分应当能够被移除，而不需要施加很大的力量，但也不能太易于被移除。

9.3

外部连接端口

a）

外部连接端口应当放置在便利的位置。

b）

当存在多个外部连接端口时，每一个端口都应当易于与其他端口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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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外部连接端口应当被设计为（根据它们的位置和形状）能够纠正错误的插入，并且能够防止偶然
的移动。

9.4

术语、图标和图形符号

9.4.1

通用的术语和符号

不应当经常使用专业术语、外文单词、以及缩写等。替代的是，应当使用通用的术语和易于理解的
符号。

9.4.2

印刷的信息和雕刻的标记

a）

信息，包括文本和符号，在正常光线条件下和正常观看距离内，应当易于阅读。不仅是观看距离
和光线条件，还有字体的选择，无论是否有衬线，垂直格式或斜体格式，以及浅、中、粗体表示
等，都对易读性有很重要的影响。还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全部大写字母的文本阅读起来会更困难。
对于视觉有损伤的人们来说，这更显重要。应当考虑规定用于警示的字体和符号的尺寸和风格。

b）

信息的内容应当与颜色无关。

c）

显示器应当靠近相关的按键和按钮。

d）

印刷的信息和雕刻的标记应当具有适当的长度、易于理解、并且能够持久。

9.4.3

图标和图形符号

图标和图形符号应当易于理解，并且保持一致。

9.5

替代选择

a）

产品应当尽可能地与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所使用的援助技术相兼容。

b）

即使用户使用了援助技术，设备主要实体的功能（包括操作按钮、按键和电源开关等）也应当是
可用的。

9.6

接口规范的标准化和公开

a）

到外围设备，如援助技术，的外部连接的输入—输出接口的规范应当尽可能地向公众开放。

b）

外部连接的输入—输出接口根据的是广泛应用于厂商的那些接口规范，下面这种情况除外，即目
标是促进外部输入—输出设备的连接接口规范的使用。

10

电信业务要求
本节包含对电信业务的要求，如交互式电信业务和电信平台业务。

10.1

交互式电信业务

10.1.1 实时传输
如果技术上可行，实时的文本、图像和视频功能应当满足如下要求：
—

数据的同步双向传输（全双工）
；

—

没有延时或具有最小的延时，对通信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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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信息丢失或具有最小的信息丢失，对通信没有影响。

10.1.2 多媒体
应当支持包括不同媒体组合（如文本、声音和视频）的双向通信业务。

10.1.3 兼容性
应当在不同的载波和设备中支持实时的文本、音频和视频通信。

10.1.4 媒体转换
应当提供媒体转换业务（如声音向文本的转换和文本向声音的转换）。

10.2

电信平台业务

10.2.1 可替代媒体
有某些类型的信息是不能够被终端设备进行媒体转换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进行指配让这些信息的
提供者能够通过可替代媒体来提供信息业务。

10.2.2 媒体转换
如果技术上可行，应当提供媒体转换业务（例如声音到文本的转换和文本到声音的转换）
。

10.2.3 多媒体内容信息替代
如果支持多媒体内容，则在技术可行时，应当进行指配让这些信息的提供者为非文本信息提供文本方
式或其他可替代方式。

10.2.4 设备标识
如果网络有能力识别出终端设备的特性，则应当进行指配使得信息提供者可以提供适合于设备特性的
内容。

10.3

紧急呼叫
应当为紧急呼叫提供每种类型的接入方式，并且能够确认人们的安全。

10.4

电信业务规范

如果可能，在规划、开发和设计电信业务时应当使用国际标准规范，以便于促进用于老年人和残障人
士的援助技术的开发和使用。如果有必要使用非标准的规范，则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当将这些标准向公众公
开。

11

用户支持要求
本节包含对用户支持的要求，以便确保和改进电信接入能力。

11.1

用户手册
产品用户手册应当以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可访问的媒体方式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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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关于电信接入能力信息的公开

11.2.1 公开信息的范围
尽可能多的产品的电信接入能力信息应当向公众公开。

11.2.2 方法学
电信接入能力信息应当以尽可能多的人（包括老年人和残障人士）能够访问的形式进行公开。

11.3

操作指南

11.3.1 对提供者的支持
某个产品的电信接入能力信息应当尽可能地提供给零售商、信息业务提供者以及维护提供者等。

11.3.2 对用户的支持
当用户接收到操作指南时，这些操作指南应当以可访问的形式来提供。

11.4

客户支持中心

a）

客户支持中心应当能够以尽可能多的形式来提供信息，以便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客户支持中心
还应当能够与残障人士进行交流。

b）

为了检验产品是否能够使用，客户应当能够预先尝试使用这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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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

资料性参考文献的更详细信息
（本附录不是本建议书的组成部分）
ETSI EG 202 048 V1.1.1 (2002-08)：人性因素（HF）；图标，符号和象形图的多峰形性指南
ETSI EG 202 048 使用一种“整体设计”方法为设计和使用多峰形性符号提供了指南。它还提供了关于
在用户接口中使用多峰形性符号的需求和要求的研究，并且特别强调了残障人士和老年人的需求。
ETSI EG 202 116 V1.2.1 (2002-09)：人性因素（HF）；ICT 产品和业务指南；
“整体设计”
ETSI EG 202 116 适用于具有用户接口的、
可以连接到所有类型的固定通信网和移动通信网的 ICT 产品。
这包括产品如电话、多媒体终端、个人数字助理（PDA），以及业务如电子邮件、短消息业务（SMS）和语
音消息等。它适用于公众和专用接入设备和业务。
ETSI TR 101 806 V1.1.1 (2000-06)：人性因素（HF）；文本电话的电信中继业务指南
ETSI TR 101 806 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继业务，尤其是可以使得一个文本电话用户能与一个电话用户进
行对话的业务，以及可以使得一个文本电话用户能与另一个文本电话用户进行对话的中继业务。它还适用
于“Spoken to spoken"中继（译自一个话音受损的用户） 和电视电话中继。
决议 GSC 11-22 (UWG)：用户需求、考虑和组成
决议 GSC 11-22 是考虑到用户需求的 GSC（全球标准协作）决议。
ITU-T P.360 建议书 — 电话受话器过强声压防护装置的效率以及电话用户的日常噪声暴露评估
ITU-T P.360 建议书提出了对于手持机和耳机所产生的声压的限制，并且提出了如何对其进行测量的指
南。它还包括了一些指南以避免话音降级，这种话音降级是由于在终端中使用了为防止出现过多声压而实
现的设备所产生的。
ITU-T E.135 建议书 — 残障人士使用的公用电信终端的人性因素方面
ITU-T E.135 建议书包含了为具有视觉、听觉和移动损伤的人们所设计的业务。更确切地说，该建议书
可适用于所有的公用终端。然而实际上，该建议书可能只是涵盖了公用终端的一个子集，根据特定业务提
供者的情况和/或国家法律而决定。
ITU-T E.138 建议书 — 公用电话用以改进对老年人的可用性的人性因素方面
ITU-T E.138 建议书提出了用于话音通信的公用电话终端的设计指南，可以使其让视力、听力、信息处
理和移动机能都退化的老年人更易于使用。该建议书根据老年人的需求提供了信息，并且提供了电话如何
才能够适应他们的需求的信息。该建议书适用于厂商、设计者、运营商、法规法律制定当局，以及部署了
通用（公众）使用的电信终端的那些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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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随时间变化的电的、磁的、以及电磁场（到 300GHz）的极限暴露的指南”；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
会（ICNIRP）。http://www.icnirp.de/documents/emfgdl.pdf
ICNIRP 发布了关于电磁场水平的指南。该发布的主要目标是为了限制 EMF 暴露而建立指南，这些指
南将提供保护，防止已知的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描述了对 EMF 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研究。讨论了实验室
和流行病学研究的结果、基本暴露条件、以及实际危害评估的参考级别等，所提供的指南可以应用于职业
性暴露和公众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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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TU-T 系列建议书
A系列

ITU-T工作的组织

D系列

一般资费原则

E系列

综合网络运行、电话业务、业务运行和人为因素

F系列

非话电信业务

G系列

传输系统和媒质、数字系统和网络

H系列

视听及多媒体系统

I系列

综合业务数字网

J系列

有线网络和电视、声音节目及其它多媒体信号的传输

K系列

干扰的防护

L系列

电缆和外部设备其它组件的结构、安装和保护

M系列

电信管理，包括TMN和网络维护

N系列

维护：国际声音节目和电视传输电路

O系列

测量设备的技术规范

P系列

电话传输质量、电话设施及本地线路网络

Q系列

交换和信令

R系列

电报传输

S系列

电报业务终端设备

T系列

远程信息处理业务的终端设备

U系列

电报交换

V系列

电话网上的数据通信

X系列

数据网、开放系统通信和安全性

Y系列

全球信息基础设施、互联网协议问题和下一代网络

Z系列

用于电信系统的语言和一般软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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