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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法规

联合国无障碍实践最佳案例
案例1：无障碍总体规划，以创建用户友好的建筑环境（新加坡）
案例2：公共场所的无障碍改造（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案例3：将吉隆坡建设为无障碍城市的行动计划（马来西亚）
案例4：残疾人支持性住房（美利坚合众国）
案例5：残疾人和所有老年人的宜居性和包容性社区：行动模型和工具（加拿大）
案例6：将建筑，通用设计和社会工作，无障碍建筑工程相结合（巴西）

案例7：包容性公共交通（南非）
案例8：公共交通的无障碍标准（印度尼西亚）
案例9：残疾人无障碍使用快速公交系统Metrobus（墨西哥）
案例10：三番的多模式交通无障碍性（美国）
案例11：公共巴士上的视觉和听觉信息（西班牙）

案例12：让残疾人无障碍访问安全卫生设施（埃塞俄比亚）
案例13：将一块未使用的土地转变成一个包容性的公共空间（墨西哥）
案例14：卢卡市–无障碍化（意大利）
案例15：ChangingPlaces（英国）
案例16：一个独特的为认知和沟通障碍人士进行无障碍和通用设计的度假-运动-会议中心
（丹麦）
案例17：公共广场：包容性公共空间（美国）

案例18：厄瓜多尔共和国副总统残疾人包容性管理技术秘书处（SETEDIS）
案例19：支持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了解无障碍（全球无障碍技术与环境联盟，GAATES）
案例20：对残疾人士的无障碍，公民意识，就业和社会支持（乌兹别克斯坦）
案例21：无障碍历史悠久城市联盟（意大利，丹麦，法国，西班牙，保加利亚）
案例22：无障碍帮助和建议，无障碍场所Mapathon和包容性客户服务研讨会（加拿大）
案例23：论坛“四分之一为所有人”（德国）
案例24：请帮助我：公共服务的可访问性（以色列）

第一部分
房屋和建筑环境

第二部分
交通运输

第三部分
公共场所和公共服
务，包括基于信息
和通信技术的服务

第四部分
促进无障碍城市发展

的策略和创新



新加坡建设局(BCA)从2006年开始推行为
期10年的无障碍总体规划(Accessibility 
Maste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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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条款

提高认识和能
力

资金奖励 升级公共和私人建筑

积极推广

无障碍设计标示 无障碍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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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参与
进来

建筑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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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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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建筑入门网站&无障碍评级系统(ARS)

国际无障碍设计：新加坡

 缓解现有挑战
 应对未来挑战
 维持现有无障碍条款
 提高认识和能力

（2006） （2007） （2016） （2019）

新加坡无障碍设施相关的标准和导则
新加坡无障碍总体规划，来源：www1.bca.gov.sg



国际无障碍设计：新加坡
四个战略主旨下执行的倡议包括：

i. 消除现有障碍
a. 五年无障碍升级计划（2006-2011）支持公共和私营部门对主要建筑物的升级。Orchard路的一部分被选为

促进无障碍功能的关键区域。

b. 4,000万新加坡元的无障碍资金(AccessibilityFund)激励用于分担私营业主关于基础无障碍设施的建造成本。

ii. 应对未来挑战
a. 提高无障碍设计标准(CodeonAccessibility)，以使更广泛的人们（残疾人，老年人和幼儿）受益。

b. 推动无障碍设计(UniversalDesign)的采用
• 出版通用设计导则；

• 颁发BCA设立的通用设计奖项(2006-2011)以认可在设计中采用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的建筑物和利益相关者;

• 在2012年推出BCA通用设计标志认证计划。

iii. 维持现有无障碍功能
a. 为了处理滥用和无障碍功能的移除，建筑物控制法案于2008年进行了修订，规定建筑物所有者有义务继续维

护其建筑物中的无障碍功能。

iv. 提高行业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识和能力
a. 宣扬和教育举措。



国际无障碍设计：新加坡
2016年，新加坡建设局出版《公共空间通用设计导则》,涉及7大类
47小类无障碍设计内容，旨在消除“特殊人群”的标签，推广对所
有群体友好的全龄友好环境，提高人们对通用设计的认知并支持其
广泛运用。

连接建筑

建筑周围和内部

寻路和信息系统

建筑内部设施

家庭友好设施

特定建筑设计要求

卫生设施

通用设计概念



国际无障碍设计：新加坡
导则从城市不同种类人群的实际出行需求为出发点，进行系统全面的无障碍设计。

婴儿和儿童

孕妇

老人

轮椅

残障人士

视障人士

听障人士



导则强调打造从家到经常访问点的无障碍出行（交通枢纽，公园，社区，餐厅及超市零售等）。



国际无障碍设计：新加坡
导则结合图示和细节图的丰富设计表达，便于大众了解、传播和推广。



国际无障碍设计：日本
日本拥有完善、清晰的无障碍设计法规。

日本现行国家层面的无障碍设计法规体系由国家层面级的法
规加上加上地方条例组成。其中国家级的法规是日本国土交
通省2006年颁布的《交通与建筑无障碍法规》。在国家法规
的基础上，日本47个都道府县依据自身情况又制定了更加详
细的地方福祉设计规范条例。

日本无障碍法规体系，来源：宫晓平，日本无障碍环境建设理念及推进机制分析



国际无障碍设计：日本
与国家标准相比，地方条例结合各自自身发展情况，制定了更有针对性的要求

以东京地方福祉条例为例，国家规范中对于出入口的宽度要求基本标准是800毫米；而东京则直接提高基本标准，把850
毫米作为基本尺度要求。

国家规范中针对视障人群，对盲道砖的种类、材质以及盲道砖的铺设组合方式给出了详细的规定，东京地方条例则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图示了回避危险物品、建筑物入口、十字路口等多种典型场所的盲道砖铺设应用形式。

东京地方条例关于出入口的设计参考，来源：东京地方福祉条例 东京地方条例关于十字路口盲道砖的设计参考，来源：东京地方福祉条例



国际无障碍设计：日本
公共空间无障碍设计：建筑物

部分公共类建筑如
行政办公类建筑、
车站、各类展馆活
动中心等设置了与
室外盲道连成一体
的室内盲道，且盲
道设计与场所内的
问询台、电梯间、
楼梯间、卫生间等
相连。 图片来源：
ITDP

绝大多数建筑物内
设置了无障碍卫生
间。图片来源：
Tokyo Metro



国际无障碍设计：日本
公共空间无障碍设计：道路

在日本，盲道的设置非常普遍，而最为细致之处在于盲人过街设施。盲道被
一直延伸到人行横道处，保证连贯性和安全性。

另外，盲人专用过街按键的设置很好地提醒了盲人什么时候可以过街及不能
过街。

图片来源：ITDP



国际无障碍设计：日本
公共空间无障碍设计：道路

日本的共享街道通
过抬升全路面至相
同高度来创造不同
出行模式的无障碍
共享空间，方便了
轮椅、婴儿车等行
动不便人士。

交叉口及路中的无
障碍过街设施避免
了由人行道路路缘
石高差造成的通行
障碍。

图片来源：ITDP



国际无障碍设计：日本
公共空间无障碍设计：停车场

在日本，停车场必须按照
一定的比例配置身障人士
专用的无障碍车位。这些
停车位一是要离入口较劲，
使身障人士能就近停车；
二是车位尺寸要比一般车
位的尺寸大，考虑到轮椅
使用者的需求。

公共空间无障碍设计：公交车

停车时可“侧跪”的公交车方便行动不便的人上下。

图片来源：网络、ITDP



国际无障碍设计：日本
东京2020奥运会和残奥会带来的契机

东京在2013年获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主办

权后，以备战奥运会为契机，提出将东京打造成一座优

雅、无障碍的城市（Create an elegant, barrier-free 

city）的发展方向。并在2017年先后制定《东京2020

无障碍环境导则》和《通用设计2020行动计划》。

2014年发布的东京长期发展愿景中关于打造优雅、无障碍城市的设想



国际无障碍设计：日本

《东京2020无障碍
环境导则》旨在通
过提升物理环境和
社会意识，确保无
论是否有障碍都有
参与2020东京奥运
会和残奥会的机会，
同时也为实现一个
完全包容的社会作
出贡献。

《通用设计2020行动计划》以东京2020赛会为契机，总结了国家和地方公共
团体、区域和公司需要解决的迈入包容性社会的重要课题。课题包括“街道无
障碍”和“心灵无障碍”，即通过硬件和软件的一体化实施，实现和谐社会的
发展目标。

图片来源：公众号“世界建筑”



国际无障碍设计：日本

东京2020奥运会综合指南中关于无障碍交通的指南

东京地铁以奥运会场为中心逐步开始减少车辆与站台地面间的
缝隙和高度差，以保证使用轮椅和推婴儿车的乘客上下车更安
全

图片来源：东京2020奥运会综合指南



国际无障碍设计：伦敦
全面的无障碍出行指导

在伦敦游客指南的官方网站上，关于无障碍伦敦（Accessible London）的信息和指导非常全面，

反映出伦敦这座城市在各方面对于无障碍出行的考虑。

网站上关于各类目的地包括酒店、餐厅、景点的无障碍指南

网站上关于无障碍交通出行的指南



国际无障碍设计：伦敦
公共交通无障碍

伦敦交通局（Transport for London）发布了一系列乘坐伦敦地铁的无障碍出行地图，方便旅客提前计划好出行。

伦敦地铁无障碍卫生间地图 伦敦地铁关于避免楼梯的无障碍地图



国际无障碍设计：伦敦
公共交通无障碍

伦敦交通局正在引入越来越多的无阶梯出行（Step-free access），涵盖不同的出行网络包括地铁、公交、渡轮

等。

伦敦所有公交车都配有可伸缩坡道 地铁车厢与站台间的无高差方便了轮椅使用者及拉行李和推婴儿车的人

图片来源：网络



国际无障碍设计：伦敦
人行道无障碍

鉴于伦敦市中心地铁的无障碍设施有限，轮椅使用者往往要依靠人行道出行。伦敦人行道的无障碍设施是比较优

秀的。

绝大部分路口都有路缘坡道 许多人行横道有视觉和听觉信号，让行人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安全过马路
图片来源：WheelchairTravel



国际无障碍设计：伦敦

值得一提的是，100%的伦敦黑色出租车都可供轮椅乘客方便搭乘，并可免费搭载辅助犬。大多数出租车为乘客提供了

各种额外的辅助工具，例如坡道、转动座椅等。

出租车无障碍

图片来源：网络



国际无障碍设计：香港

香港现行无障碍环境建设的主要指导原则

香港地区现行无障碍环境建设的主要指导原则自上而下分

为三个层次 。

 最高及最广义的层次为联合国 《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

 第二层次为香港政府 《残疾歧视条例》, 条例旨在保障

香港地区残疾人的公民权, 对香港地区的所有建筑物都

具备约束力, 条例要求楼宇所有者为残疾人提供能够平

等使用建筑物的合理设施。

 第三层次为屋宇署在 《设计手册: 畅通无阻的通道2008》

中对于无障碍通道的强制性规定, 这部分内容作为最低

建设标准被纳入《建筑物条例》, 用以审查新建建筑 (政

府建筑及公屋除外) 在报批阶段是否合乎要求。

自上而下的指导原则



国际无障碍设计：香港
设计手册：畅通无阻的通道2008



国际无障碍设计：香港
“人人畅道通行”计划

2012 年 8 月, 香港政府正式推出 “ 人人畅道通行” 计划, 旨 在扩大政府在行人天桥、 高

架行人路和行人隧道加装无障碍通道设施计划的范围, 以方便市民出入。

高架人行路 行人天桥 行人隧道



国际无障碍设计：香港
多方力量配合的香港无障碍环境营造体系

自 1978 年起, 香港地区亦设置了复康巴士服务———复康巴士为经过特别改装的车
辆, 专为不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残疾人士提供安全便捷的点到点特别交通服务。

香港伤残青年协会编
纂的《无障碍去街
Guide》 小册子, 为
有需求的人士提 供相
应的无障碍旅游资讯, 
并倡导大众关心残疾
人旅行时的需求和遇
到的困 难, 唤起社会
团体和机构对于 “无
障碍旅游” 理念的认
同。

香港无障碍环境营造体系



以2025年全面实现无障碍社会为目标，金斯顿市先后制定了
《2013—2017年金斯顿市无障碍环境建设规划》和《2018—
2022年金斯顿市无障碍环境建设规划》。

国际无障碍设计：加拿大金斯顿



该规划旨在预防，识别和消除对于残障人士的种种障碍。需要考虑的障碍有：

物理障碍：限制或阻碍物理访问的功能，建筑物或空间。例如一段太窄的通道无法容纳乘坐轮椅人士。

交流障碍：处理，传输或解释信息的障碍。例如太小而无法阅读的手册或无法提供其他格式的文件。

态度障碍：直接或间接歧视的偏见或假设。例如假设有语言障碍的人无法理解你。

技术障碍：技术不能或不被修改为支持各种辅助设备和/或软件。例如不提供增加的文本大小或对比
度选项的网站。

体系障碍：组织的政策，实践和程序中没有考虑到无障碍性。例如把驾照作为雇佣条件。

国际无障碍设计：加拿大金斯顿



五大规范

无障碍客服
 在有效政策，程序，工具和资源的支持下，确保残障人士及时获得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以促进无障碍客服

无障碍信息与沟通
 适用于残障人士的交流方式和信息提供，例如：网页浏览，博物馆参观

无障碍就业
 确保更多残障人士在城市的就业，参与和发展

交通
 公共交通无障碍设计

 无障碍出租车

公共空间设计
 确保新建或翻新公共空间的无障碍设计

 需符合《安大略建筑规范》对建筑环境中的无障碍要求

国际无障碍设计：加拿大金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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