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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普遍接受性”？

普遍接受性 (UA) 是指所有有效的域名和电子邮件地址能在所有启用互联网连接的应用、
设备和系统中正确、一致地获得接受、确认、保存、处理和显示。

由于域名领域的变化非常迅速，许多系统无法识别或适当处理新域名，这主要是因
为这些新域名长度超过三个字符或者格式为非 ASCII 格式。包含这些新扩展名的电
子邮件地址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普遍接受性指导小组 (UASG) 由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组建，
是一个由社群领导、覆盖整个行业的工作组，其任务是提高认识和识别、解决
与域名普遍接受性有关的问题。开展这些工作的目的是帮助确保全球互联网
用户获得一致、积极的体验。

如需获取有关 UASG 及近期发展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uasg.tech 。

当软件和在线服务为所有域名和
电子邮件用户名提供上述列出的
功能时，软件和在线服务即支持
普遍接受性。

接受

确认

保存

处理

显示

请注意，接受、确认和处理在本文档中被视为各种不同
的功能。在实际操作中，这些功能可能会出现重叠。



接受是指电子邮件地址或域名
被作为来自软件应用或在线服
务所使用的用户界面、文件或 
API（应用程序界面）的字符
串或字符而获得接受的过程。

任何要求用户输入域名或电子邮件地址的用户界面元素必须支持 Unicode 和最
多 256 个字符的字符串。

应允许而不是要求用户输入 ASCII 兼容编码（亦称“Punycode”）文本来代替
同等 Unicode 文本。但是，应该默认显示 Unicode 文本，只有在显示 Punycode 
文本有益的情况下才向用户显示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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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检查接受或传输
的电子邮件地址或域名的语法
是否正确。许多程序设计员都
接受过有关如何确认下列探试程
序的培训，这些探试程序要求
检查顶级域的字母数量是否“正
确”，或者字母是否来自 ASCII 
字符集。引入字符超过三个以及
采用 Unicode（非 ASCII）字符
的域名后，这些探试程序已不再
适用。

确认
UASG 建议

除非因应用或服务运营所需，否则不应再进行确认。这是确保所有已确认的
域名都被系统接受的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需要确认，则考虑以下方面：

根据权威性表格验证域名的 TLD 部分：
http://www.internic.net/domain/root.zone
http://www.dns.icann.org/services/authoritative-dns/index.html
http://data.iana.org/TLD/tlds-alpha-by-domain.txt
另请查阅 SAC070：https://tinyurl.com/sac070 。

根据域名系统 (DNS) 查询域名。

要求重复输入电子邮件地址以防止输入错误。

确认标签中的字符，以确定 U-标签不含“DISALLOWED”编码点或者在
其 Unicode 版本中没有分配的编码点。请访问：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5892 。

将标签确认的范围限制为意见征询 (RFC) 中定义的少数全标签规则。请访
问：https://tools.ietf.org/html/rfc5894 。

如果某个类似于域名的字符串包含表意的句号“。”，则应该转换为“.”
之后再进行确认。



保存

保存是指域名和电子邮件地址的
长期和/或短暂存储。无论数据
的使用期有多长，都应该按照 
RFC 中规定的格式（首选）或者
其他可以在 RFC 规定格式之间进
行转换的格式进行保存。

所有应用和服务都应支持相应的 Unicode 标准。

在可能情况下，信息应按照 UTF-8（Unicode 转换格式）进行保存。某些
系统可能要求也支持 UTF-16，但一般情况下都只要求支持 UTF-8。应该避
免 UTF-7 和 UTF-32。

保存时，在将 A-标签转换为U-标签（反之亦然）之前，考虑所有端到端情
形。也许只要求在文件或数据库中保留 U-标签，因为简化了搜索和排序。
但是，在与旧有的未启用 Unicode 的应用和服务交互操作时，转换可能产
生影响。考虑同时以两种格式进行保存。

保存时清楚地标记电子邮件地址和域名，以便于访问。如果电子邮件地址和
域名被保存在文档的“作者”字段中或者保存在日志文件的“联系信息”
中，则会导致丧失作为地址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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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当电子邮件地址或域名被应用
或服务用于执行活动（例如搜
索或排序列表）或者转换为其
他格式（例如将 ASCII 保存为 
Unicode）时，就会进行相应
的处理。处理过程中也可能会
进行额外的确认。

域名和电子邮件地址可以按照
无限多的方法进行处理*，从而
强化了对确保数据获得一致理
解和分类的公约的需求。

由于 Unicode 标准在持续扩展，应对应用或服务创建时没有定义的编码点
进行检查，确保它们不会“破坏”用户的体验。基础操作系统中缺失字体
可能导致无法显示字符（通常采用“�”字符来代表这些字符），但是这一
情形不应导致致命的崩溃。

使用受支持的启用 Unicode 的 API。

使用针对国际化域名 (IDN) 的最新国际化域名应用 (IDNA) 协议
[http://tools.ietf.org/html/rfc5891 ] 和表格 [http://tools.ietf.org/html/rfc5892  ] 
文件。

在可能的情况下，以 UTF-8 格式进行处理。

确保产品或功能按照预期处理数字。例如，应该将 ASCII 数字和亚洲表意
数字的代表视为数字。[RFC5892，链接如上所示] 

同时升级应用和服务器/服务。如果服务器是 Unicode 格式而客户端是非 Unicode 
格式（或者反之），每次数据在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传输时，数据将需
要转换为各个代码页。

进行代码审核，以避免缓冲区溢出攻击。在进行字符转换时，文本字符
串可能显著增多或减少。

UASG 建议

*示例：通过在 .nz ccTLD 中搜索以识别位于新西兰的用户；通过搜索 user@*.pharmacist 电子邮件地址来识别药剂师。



用户界面中提供有电子邮件地
址或域名时，就会相应地显示
出来。如果使用的文字受到基
础操作系统的支持且字符串以 
Unicode 格式保存，通常会直
接显示域名和电子邮件地址；
但是，可能会要求专门针对应
用进行转换。

显示

显示所有受基础操作系统支持的 Unicode 编码点。如果应用保留其自身的字
体集，则应为操作系统中的可用字体集提供全面的 Unicode 支持。

开发应用或服务或者运营注册管理机构时，考虑受支持的语言并确保操作系
统和应用覆盖了这些语言。

显示前，将非 Unicode 数据转换为 Unicode 数据。例如，最终用户应看到
“everyone.みんな”而不是“everyone.xn--q9jyb4c”。（这一转换是先为普
遍接受性做好准备再予以处理的一个例子。）

默认显示 Unicode 数据。如果能带来益处，则向用户显示 Punycode 文本。
增强 Unicode 显示，使用 Punycode 悬浮文本进行缓和。

考虑到采用混合文字书写的地址将变得更为通用。一些 Unicode 字符肉眼看起
来很相似，但是计算机会识别出它们的区别。不要认为混合文字字符串旨在用
于网络钓鱼等恶意目的，并且如果用户界面希望字符串引起用户的注意，请确
保按照不损害非拉丁文用户利益的方式进行。请访问以下网址，了解有关 
Unicode 安全注意事项的更多信息：http://unicode.org/reports/tr36/ 。

使用 Unicode IDNA 兼容性处理，以满足用户的期望。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
访问：http://unicode.org/reports/tr46/ 。

知道未分配和不允许的字符。查阅 RFC 5892 了解更多信息：
https://tools.ietf.org/rfc/rfc5892.t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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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普遍接受性的更多技术细节，请访问：www.uasg.tech 。

为普遍接受性做好准备

源代码审核与单元测试

这一过程旨在检查源代码，验证所使
用的编程技术、软件库和界面（亦称
“API”）都是正确的。这一过程结束
后，管理员可以根据上面列出的具体
功能（接受、确认等）进行测试，以
验证应用或服务的运作效果。这种方
法通常仅由应用开发人员和在线服务
提供商使用。

作为 UASG 提高普遍接受性工作的一部
分，该小组直接与应用开发人员和最
大的在线服务提供商联系，鼓励他们
开展普遍接受性源代码审核和测试，
并与他们分享了一份标准列表，该列
表可以用于开发测试案例。

手动测试

要求根据新的非 ASCII 域进行多次测试，
例如在注册在线服务时提交电子邮件地
址、验证该地址已被接受。由于存在无
数潜在的在线服务可供注册，而且存在
潜在的新电子邮件地址组合，该方法要
求尝试不同的应用、服务、电子邮件地
址和/或域名组合，以提供广泛的使用
案例。这种方法可供任何人使用，但是
是最具劳动密集型特点的方法。

UASG 还可制定适合进行测试的顶级网
站、应用、电子邮件地址和域名列表，
以此帮助推广这种方法。

自动测试

使用自动文字或指令来测试各种 URL。
这种方法要求开展更多的预先技术工
作，但对于大型测量和监测工作而言
更具可扩展性。一个真实的例子便
是 APNIC 近期代表 ICANN 开展的 gTLD 
调查：https://tinyurl.com/new-gtld-ua 。

UASG 正在研究普遍接受性的自动测试
方法，并将在得出结论时与公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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