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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1 分) 

下列哪一项是正确的？ 

A. 易用性是指特定的用户在特定的使用周境中，使用某软件产品达到特定目标的难易程度； 用户

体验，是指用户在使用软件产品时产生的感知和反应。 

B. 易用性是根据有效性、效率和满意度来衡量的；可访问性是指用户在使用软件产品时产生的感知

和反应。 

C. 用户体验是指特定的用户在特定的软件产品使用周境中实现特定的目标；易用性指用户使用软件

产品时的感知和反应。 

D. 用户体验是指用户使用软件产品时产生的感知和反应；可访问性指用户的情感、信仰和感知。 

 

问题#2  (1 分) 

以下哪一个是可访问性评价的合理目标 

A. 确保在特定的使用周境中，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该软件 

B. 验证外部影响因素，如演示，对整体用户体验是否有效 

C. 确保软件的易学习性 

D. 验证该软件对特定残障人士可用 

 

  



 

 

 

  

 

 

问题#3（1分） 

您正在开展评价，其中包括在线购买、下载和安装、实际使用以及客户从呼叫中心获得的对给定产品

的支持。您在进行哪种类型的评价? 

A. 易用性 

B. 用户体验 

C. 可访问性 

D. 易用性和用户体验 

 

问题#4（1分） 

您被要求评价一个专业医疗软件应用程序的易用性。由于时间和预算的限制，不可能将用户包括在评

价过程中。 

在这种情况下，下面哪个是评估易用性的有效方法 

A. 可访问性评价 

B. 易用性测试 

C. 用户调查 

D. 易用性评审 

  



 

 

 

  

 

 

问题#5（1分） 

在采用易用性评价实践的项目中，以下哪一项应该首先出现？ 

A. 形成性测试 

B. 总结性测试 

C. 在需求收集期间，同时进行形成性测试和总结性测试   

D. 在设计阶段，同时进行形成性测试和总结性测试    

 

问题#6（1分） 

软件开发项目的哪些基本方法，遵循以人为中心的评价的所有关键要素？ 

A. 定义需求、开发软件和执行验收测试    

B. 访谈用户、迭代开发原型，并评价软件  

C. 迭代开发原型、执行专家评审，并集成发现的问题 

D. 访谈用户、开发软件，并执行验收测试  

 

问题#7（1分） 

在以人为中心的设计过程中，评价步骤的目的是什么? 

A. 减少需求分析的必要性 

B. 简化设计过程 

C. 允许用户在软件演化过程中，查看和使用各种软件版本 

D. 实施反馈并改进产品，直到达到易用性要求 

 
  



 

 

 

  

 

 

问题#8（1分） 

对于敏捷软件开发生命周期而言，以下哪种易用性评价方法是最好的? 

A. RITE、快速、每周测试 

B. RAD、快速非正式、以月为周期的测试 

C. RUP、易用性评审、易用性验收准则 

D. REST、形成性测试、每日易用性实验室 

 

问题#9（1分） 

您刚刚购买了一个新的缺陷跟踪工具，但是您在安装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你已经拨打了客户服务的电

话，他们帮你安装了软件，但他们也说你应该自己能解决，并告诉你在下次打电话给他们之前先阅读用户

手册。根据经验，您意识到了哪种风险? 

  

A. 可访问性风险 

B. 用户体验风险 

C. 易用性风险 

D. 支持风险 



 

 

 

  

 

 

问题#10（1分） 

您的公司开发了一款新的打印机，可在安装时自动配置。以前版本的打印机总会出现安装问题，导致

打印机出现无法安装的问题，或因为安装错误禁用了彩色打印功能。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即使打印机本身

功能正常，大多数人还是会退回打印机并要求退款。根据这种经验，新打印机发布时，应该跟踪的、合理

的易用性风险是什么? 

A. 用户无法解决安装问题，因此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向朋友描述自己的不满，给公司造成负面影响 

B. 用户文档不足以帮助用户解决安装问题，支持团队接电话也很慢 

C. 缺乏彩色打印能力，造成可访问性问题，导致需要彩印的人无法阅读某些医疗表格 

D. 设计团队时间紧张，导致易用性设计和分析很差 

 

问题#11（1分） 

下面哪个是用户界面指南的有效示例? 

A. 公司标识必须出现在每页的左上角。它的位置必须与主页上的位置完全相同。单击标识必须显示

主页。 

B. 错误信息必须是建设性的、精确的、可理解的和礼貌得体的。 

C. 必须以礼貌得体和容错的方式处理错误，切勿将错误归咎于用户。 

D. 用户界面必须适合该任务。 

 

 

  



 

 

 

  

 

 

问题#12（1分） 

WCAG（网页内容易访问性指南）准则第1.1.1项 指出， “文本替代：为任何非文本内容提供文本替

代项，以便将其转换为人们需要的其他形式，如大字体、盲文、语音、符号或更简单的语言。” 

以下哪项建议最能说明WCAG指南? 

A. 用户应该能够轻松地放大文本高达300% 

B. 图像应该在标记/代码中包含等效的替代文本 

C. 盲文(盲人使用的凸凹文本)或等效物应可用于所有文本 

D. 对于所有难以理解的文本，应提供简化文本替代 

 

问题#13（1分） 

下列哪项法律特别规定，私人网站必须让盲人或视障互联网用户可以访问? 

A. 平等法案 

B. 美国残疾人法案 

C. 康复法案 

D. 508条款 

 

问题#14（1分） 

有效易用性评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什么? 

A. 详细的设计文档 

B. 屏幕布局和叙述性描述 

C. 可见的用户界面，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模拟的用户界面 

D. 已知易用性问题的列表 

 



 

 

 

  

 

 

 问题#15（1分） 

如果正在进行的是一个预先计划好的易用性评审，其中最有经验的评审人员有6个月的易用性测试经

验，那么这是什么类型的评审? 

A. 正式的易用性评审 

B. 非正式的易用性评审 

C. 基于专家的易用性评审 

D. 临时易用性评审 

 

问题#16（1分） 

您正在对人们用于注册驾照的软件进行易用性测试。该软件收集用户的信息，并分配一个驾照号码。

然后用户被导航到另一个页面，在那里他们被问到有关汽车保险的信息。在该页面上，他们需要输入新获

得的驾照号码。 

基于这些信息，应该使用哪种启发式方法来识别软件的问题? 

A. 用户控制和自由度 

B. 错误预防 

C. 系统状态的可见性 

D. 认知而不是回忆 

 

  



 

 

 

  

 

 

问题#17（1分） 

收集用户的意见，属于易用性测试中哪个主要步骤？ 

A. 准备易用性测试 

B. 实施易用性测试会话 

C. 沟通测试会话的发现 

D. 测试完成后进行回顾 

 

问题#18（1分） 

下面那项活动属于易用性测试计划的一部分： 

A. 选择测试的主持人 

B. 确定如何分析上一次易用性测试的结果 

C. 决定在什么地方归档软件中已知的缺陷 

D. 向用户做简要的介绍 

 

问题#19（1分） 

在易用性会话结束后向用户提出的问题，应该被包含在哪一个易用性测试文档中？ 

A. 易用性测试计划 

B. 易用性风险记录 

C. 易用性检查表 

D. 易用性测试脚本 

  



 

 

 

  

 

 

问题#20（1分） 

你正在创建一项易用性测试的测试任务列表。所测试的软件能让人们注册驾照信息。软件会收集用户

的信息，然后给用户分配一个驾照号码。一旦某人得到该号码，就要回答一系列关于保险的问题。基于以

上信息，下列选项中，哪一个最适合作为易用性测试人员的第一个任务？ 

A. 开展一些探索性测试，以获取对软件的总体印象  

B. 写下他们对于主页的印象 

C. 在应用程序中输入他们的姓名和地址 

D. 采用贯穿整个软件的最简单的路径，包括回答保险问题     

       

问题#21（1分） 

对于易用性测试的场所时，观察者会有会样的要求： 

A. 他们应该能够根据需要进出 

B. 在整个测试期间，他们应被限制并需要将关注点放在用户身上  

C. 他们不能享用观察室内的茶点 

D. 他们应该能够在测试期间与用户进行交互 

 

问题#22（1分） 

以下哪项是易用性实验室的缺点？ 

A. 观察者被限制在特定的区域内 

B. 对用户来说，测试的房间可能会感觉不真实 

C. 每项测试都是在类似的环境中完成 

D. 观察者可以在会话过程中随意进出 



 

 

 

  

 

 

问题#23（1分） 

如果在测试会话中，用户感觉到困惑和不知所措，主持人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A. 主持人应该帮助使用者，提供必要的指导，使其能够回到正确的轨道  

B. 主持人应该引导使用者到相应的文档，但不提供帮助 

C. 主持人应一直等到使用者彻底卡住之后，再帮助他们进行下一个任务 

D. 不管使用者如何困惑或不知所措，主持人都不应与使用者有任何互动 

 

问题#24（1分） 

下面哪项是一个积极的易用性发现的例子? 

A. 用户发现了一个需要在发布之前修复的缺陷  

B. 用户称赞了易于使用的帮助功能 

C. 用户能够遵循场景的步骤进行操作 

D. 主持人在任何时候都不需要重新引导用户 

问题＃25（1分） 

您已经编写了易用性测试报告，并包含了详细的发现和建议、测试目标、测试目的，以及测试期间使

用的评价方法的描述。您已经包含了一个单页的执行摘要。您的发现列表包括测试中发现的35个缺陷，包

括针对每个缺陷的建议解决方案和干系人对问题的描述。为了使报告与这类报告的最佳范例保持一致，您

应该做哪些修改? 

A. 删除干系人对问题的描述，采用以技术方式进行描述 

B. 删除建议的解决方案，让开发人员来解决问题 

C. 将不太重要的缺陷从列表中删除，控制列表中不超过25个缺陷 

D. 删除执行摘要，因为它应该作为单独的文档来编写 



 

 

 

  

 

 

问题＃26（1分） 

敏捷软件开发方法在哪些方面有助于减少对易用性发现的内部阻力? 

A. 因为软件一直在演化，所以没有人真正投入到它的设计中，因而很容易接受变更 

B. 因为采用了全团队参与的方法，所以团队习惯于自由地交换意见 

C. 因为敏捷教练指导项目，他能够确定哪些易用性问题是有效的 

D. 因为多名用户是团队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参与设计和易用性决策 

 

问题＃27（1分） 

您已经进行了几次易用性实验室会话，很明显，该软件很难用。即便用户试图完成相当简单的任务时，

他们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最终对软件感到失望。您已经与开发人员讨论了这些结果，但是他们不认为有什

么问题。您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来让开发人员相信问题确实存在? 

A. 为每个问题编写缺陷报告，并给每个问题定一个高的严重性等级 

B. 向开发人员解释问题可能与设计有关 

C. 让开发人员与用户坐在一起，引导他们浏览软件，这样用户就不会感到沮丧 

D. 让开发人员观察易用性会话，以便更好地理解用户在什么地方感到困惑 

 

问题＃28（1分） 

在进行易用性测试的质量控制活动时，为什么要观察前两到三个测试会话？ 

A. 确保会话按照易用性测试脚本实施 

B. 确保会话按照易用性测试计划实施 

C. 确保会话由测试经理组织实施 

D. 确保在测试管理系统中正确记录会话 

 



 

 

 

  

 

 

问题＃29（1分） 

当易用性测试安排得太晚时，以下哪个是最常出现的问题？ 

A. 测试团队没有时间支持测试工作，因为他们忙于最终的发布测试 

B. 管理层对测试结果不感兴趣，因为他们不了解易用性测试的目标 

C. 当开发团队收到结果时，已经没有时间来解决问题 

D. 系统测试进度将延期以等待易用性测试的完成 

 

问题#30（1分） 

如果一个公司刚刚发布了一个新的移动应用，他们希望从易用性评价中得到什么信息? 

A. 了解用户对软件的满意度 

B. 了解软件的任何易学性问题 

C. 评估软件的效率和有效性 

D. 评估软件的市场接受情况和预测销售信息 

 

问题#31（1分） 

贵公司最近发行了支持超声医疗设备的软件，想知道最终用户对软件易用性的感知是怎样的，市场营

销部门希望采用一套简短的调查问卷，让用户对一小部分问题做出主观回答。下列哪种调查问卷最适合用

来收集此信息？ 

A. SUMI 

B. WAMMI 

C. SUS 

D. RITE 

  



 

 

 

  

 

 

问题#32（1分） 

在进行易用性重新设计时，开发人员向几位用户代表寻求早期反馈。然而得到的反馈并不一致。当开

发人员编写代码时，他们忽略了其中的一些反馈。根据以上这些信息，验证易用性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A. 应使用易用性评审，以确保设计最优  

B. 应进行易用性测试，以确保反馈不会被仅当作意见而丢弃 

C. 应该进行易用性成熟度评估，以确保团队使用最佳实践 

D. 应进行形成性易用性分析，以确保设计包含重要的易用性特征 

 

问题#33（1分） 

您的组织需要创建一个易用性调查，以收集评估和改进新产品易用性所需的信息。谁应该负责这些任

务? 

A. 易用性测试主持人 

B. 易用性测试人员 

C. 测试经理 

D. 项目经理 

 

问题#34（1分） 

在易用性会话结束时，用户将接受访谈，以收集他们的意见，包括他们认为哪些有效、哪些无效、哪

些他们喜欢、哪些他们发现难以使用。谁应实施这项访谈？ 

A. 易用性测试主持人 

B. 易用性测试人员 

C. 测试经理 

D. 项目经理 



 

 

 

  

 

 

问题#35（1分） 

什么是“有声思考式”易用性测试? 

A. 它是由一对易用性测试人员进行的测试，他们一边执行测试，一边讨论 

B. 这是一种会话后评审的形式，易用性测试人员在其中讨论他们在执行测试时的想法 

C. 在形成性评估过程中使用的一种讨论提议的用户界面的方式 

D. 这是一种鼓励用户在进行测试时表达想法的方法 

 

问题#36（1分） 

你在咖啡馆里，有10-15分钟的时间和潜在的移动应用的用户在一起。关于易用性测试，您的最佳选

择是什么? 

A. 执行非正式的测试会话，邀请潜在用户尝试使用产品 

B. 进行基于调查的测试 

C. 进行基于调查问卷的测试 

D. 进行15分钟的形成性测试 

 

问题#37（1分） 

什么是可访问性? 

A. 某软件产品对任何人的可用性，不论该用户的能力如何，或是否残疾 

B. 某软件产品对视觉、听觉、灵活性、认知能力或身体机动性有限的人的可用性 

C. 某软件产品对不同国籍和语言的人的可用性 

D. 软件产品的易用性，重点在于软件与用户的直接交互 

 
  



 

 

 

  

 

 

问题#38（1分） 

如果您正在评价在使用软件之前能够接收到的服务，您正在进行哪种类型的评价? 

A. 易用性 

B. 用户体验 

C. 可访问性 

D. 用户服务 

 

问题#39（1分） 

下列哪一项是对用户界面的正确描述? 

A. 用户界面由软件产品的一些组件组成，这些组件为用户提供信息和控件，以便用户使用软件产品

完成特定的任务 

B. 用户界面是一种软件缺陷，用户在使用软件产品时会遇到困难 

C. 用户界面描述一个人对产品、系统或服务的使用和/或预期使用所产生的认知和反应 

D. 用户界面是一个收集软件产品易用性信息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改进软件产品或评估软件产品易

用性的价值。 

 

问题#40（1分） 

如果用户在使用软件时感到不舒服，这是什么类型的问题? 

A. 效率 

B. 功能 

C. 有效性 

D. 满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