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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Barrierfree System of Public Spaces in Japan

浅析日本城市公共空间无障碍设计系统的构建

邓凌云  张楠
Deng Lingyun, Zhang Nan

引言

老龄化问题已成为全球的普遍性问题。按照国际通用标准，老龄社会

的定义是 60 岁以上的人口占到总人口 10% 或者 65 岁以上人口占到 7%。

日本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经进入老龄社会，目前整个国家老龄化水平

约在 20%~25% 之间（以 65 岁以上为标准），远远高于 7% 的国际通用标准。

如此高比重的老龄人口必然对城市建设提出了相应的设计要求，包括住房、

出行、游憩等的无障碍设计。除此以外，残障人士和带婴孩的妇女对于城

市建设亦有特殊的需求，也需充分关注，在城市细节设计中为其提供便利，

进行人性化的设计。城市建设应满足各类人群的需求，尤其是弱势群体包

括残障人士、老龄人、妇女儿童的特殊需求，这体现了一个城市文明的发

达程度。目前在中国，无障碍设计已逐步发展为建筑设计中强制性的要求，

但在诸多细节上仍然做得不够细致。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日本就已经

开始了对此课题的研究。如今日本的无障碍设计已经有了更加深厚的内涵

与外延。日本在无障碍设计方面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做得较为精细

和人性化，充分体现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其无障碍设计体系为我国

老龄化社会的城市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1  日本无障碍设计的依据

日本的无障碍设计能将细节处理得如此周到，与其周全的法律法规体

系是密不可分的，从国家到地方都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图 1）。无障碍

设计的基本法是《促进老龄人、残障人无障碍移动法》，包括七章：第一章

为总则，包括目的与意义 ；第二章为基本方针，包括无障碍设计事业促进

的主体、国家、地方公共团体、设施设置管理者、国民、公共交通事业者

等等无障碍设计提供者及使用者的责任与义务；第三章为无障碍设施设置

管理者的措施，重点包括建筑物开发者需进行无障碍设计及审查 ；第四章

为重点建设地区范围内无障碍一体化 ；第五章为无障碍路径的协定，主要

是要与建筑开发商达成一致协议，即必须进行无障碍设计，明确路径，并

要取得行政审批部门的认可；第六章为杂则，包括无障碍建设资金的确保、

检查；第七章为罚则，即违反规定的处置。根据这个基本法制定了法律的

摘要：日本针对老龄化人口、残障人士的特殊城市建

设需求进行了系统的无障碍设计，从法律层面上对此

进行保障，提出了明确的建设要求，并制定了激励政策。

本文从城市公共空间的建筑物、道路与交通、公园及

其他等方面探析日本城市建设中如何构建无障碍设计

系统。最后，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无障碍设计系统的

三点建议包括着力研究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着手构

建无障碍设计体系以及着重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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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令，国土交通省（类似于我国的部级单位）制定了省令，

地方政府则出台了条例。无障碍设计的依据形成了一个纵向

的体系，非常健全，且因条文很细、实用性很强，使得实际

建设中建设方和审批方操作都很方便。

2  日本公共空间的无障碍设计系统

日本公共空间无障碍设计关注的重点是城市公共空间，

包括建筑物、道路、公园这些人流量很大的场所。对这几类

空间，国土交通省有相应的设计指南，这些指南通过图示的

方式进行指导，简明易懂。

2.1  建筑物
建筑物的场内设计及室内设计中应考虑的重点为出入

口、盲道、停车场、楼梯、电梯、廊道、卫生间及浴室。这

些要求中的一部分中国目前也有，两国的共同点不再阐述，

重点介绍日本做得更细致的地方，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即室

内盲道、电梯、楼梯以及卫生间。

2.1.1  室内盲道

在中国，室外盲道较为普遍，但很少能见到室内盲道。

在日本，部分公共类建筑中也设置了盲道，这些公共建筑主要

是残障人士最常去的场所包括行政办公类建筑、车站、各类展

馆、活动中心等等。这些建筑的室内盲道与室外盲道连成一体。

室内盲道的设计充分考虑了盲人在场所内的最重要的需求，包

括咨询、办事、交通以及生活的需求。因此，盲道的设计与场

所内的问询台、电梯间、楼梯间、卫生间等相连（图 2）。

2.1.2  电梯

电梯间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交通空间。一般而言，公共建

筑都会设置电梯，即使是低层亦会设置。电梯间的无障碍设

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电梯入口的设计，通常会设计

高低按键，高的按键适合正常人群，而低的按键则适合障碍

人士和小孩（图 3 下右），部分最新设计的电梯会在入口处

设置专用的供肢体障碍者使用的与电梯分离的独立专用按键

（图 3 下中）以及各楼层的盲文介绍图（图 3 上右）。二是

在电梯内的设置同样有区别：供肢体障碍人士专门使用的按

键，位置较低（图 3 上左）；供盲人使用的盲文按键，与正

常人使用的按键在一个高度共一个面板，在其两侧设置了盲

文（图 3 下右），且所有电梯都会进行语音播报，告知盲人

电梯已到了哪一层，正在上行或下行中。                

2.1.3  楼梯间

对于未设置电梯的建筑，楼梯间则是最为重要的交通联

系工具。因楼梯间对于障碍人士而言其使用难度比电梯间要

图 3  日本电梯无障碍设计

图 2  日本室内盲道的设置

图 1  日本无障碍设计的依据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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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盲道 室内室外盲道连成一体

电梯中肢体障碍人士专用按钮

电梯外肢体障碍人士专用按键

电梯口盲人专用的楼层介绍图

盲文按键

《促进老龄人、残障人士无障碍移动法》

《无障碍设计标识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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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设计条例》

《促进老龄人、残障人士无障碍移动的法律施行令》

《促进老龄人、残障人士无障碍移动施行规则》

盲道通往卫生间

盲道通往电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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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得多，因此楼梯间的无障碍设计最为注重的是安全性。为

确保安全性，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设计（图 4）：一是高低扶

手的设计，根据不同的需求设置不同的高度，使得不同人群

都有适宜的高度可以选择；二是防滑条的设计，所有楼梯都

进行了防滑条的设计，使得上下楼的时候不至于滑倒，尤其

在下雨天防滑条极为有用；三是盲道的设置，在梯段间即休

息平台处设置了盲道，提醒盲人要转角或者进入下一段楼梯。

2.1.4  卫生间和洗手池

绝大多数建筑物内设置了残疾人专用卫生间，其无障碍

设计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场所设置了专门的坐便器 ；二是在

座便器的附近设计了扶手，方便残障人士坐下及起身之用 ；

三是设置了高低洗手池，满足不同人群的使用需求（图 5）。

2.2  道路与交通
日本建筑室外的无障碍设置的重点在于道路与交通，主

要包括道路、信号灯、残障人停车位、公交车、车站以及街

头座椅等。

2.2.1  盲道和盲人过街设施

盲道的设置非常普遍，所有的公共场所如步行街、公园、

人行横道、海边绿带、人行道等均设置了盲道（图 6）。最为

细致之处在于盲人过街设施的设置，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人

行横道亦设置盲道（图 6 上左 3），使得室外盲道连贯性很强，

这在中国是较为少见的。人行横道的盲道对盲人而言格外重

要，因人行横道要穿越机动车道且通过的时间很短暂，危险

性较高，因此将盲道延伸至人行横道很有必要。二是盲人专

用过街按键的设置（图 6 最右）。在一些路口设置了盲人使

用的信号灯，这些信号灯配有盲文，可以触摸；且信号灯是

发声的，提示盲人什么时候可以过街及不能过街，安全性很

高。

残障人停车位。停车场的设置也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配

置残疾人停车位，这些停车位不得为正常人使用，车位设置

会专门标注是供残疾人使用的。这些停车位的设置一是要求

须离入口较近，使得残障人能就近停车 ；二是设置的车位尺

寸要比一般车位的尺寸要大，考虑到残障人使用轮椅的需求

（图 7）。

2.2.2  公交车

一是在车门处设置了像抽屉一样的专用坡道，当乘座轮

椅的乘客上车时，司机将坡道抽出来，并且可以根据需要调

整坡度（图 8 右）；二是在车内设置了残障人专用座位，如

果坐轮椅的乘客上车，这些座位还可以折叠起来，腾出空间

放置轮椅（图 8 下右 1、2）。而为了固定轮椅，车上会有专

门的皮带用于卡住轮子防止滑动。在公交车内的无障碍空间

还设置了专用按钮，用于残障人士向司机呼叫及告知下车。

图 4  日本楼梯间无障碍设计

图 5  日本公共卫生间无障碍设计 图 7  日本残障人士车位的无障碍设计

图 6  日本户外公共场所盲道的设置

步行街                                       公园                               人行横道

海边绿带                                                    城市人行道                 盲人过街专用按键

实践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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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车站

公交车站的无障碍设计一是盲道的设置，二是站台与公

交车无高差设计，以方便障碍人士的无障碍上车（图 9）。而

对于大型的车站如新干线车站，因其流量大、上车前的环节比

普通公交车多、功能相对复杂，在无障碍设计中考虑的要素更

多。一是充分考虑到障碍旅客乘车需经历的各个场所，如问询

处、购票处、出口、入口等，在这些场所均设置了盲道；二是

因人流量大、步行距离较远，考虑了在沿路设置扶手；三是尽

管设置了自动扶梯及梯段，仍然设置了升降电梯供残障人士及

行李携带较多者使用；四是在站台处设置了按钮，并配有盲文，

残障人士上车前可按此按钮提醒司机（图 10）。

2.3  公园
公园的无障碍设计重点包括盲道、无障碍卫生间、坡道、

座椅、桌子、饮水池等（图 11）。公园的盲道要求与公园入

口道路的盲道进行对接 ；对于具有一定高差的地形，需进行

缓坡处理，尽量避免使用台阶 ；卫生间的设置若不能单独设

置残障人卫生间，但至少在功能方面需要考虑，如马桶、扶

手的设计等；桌子造型的设计考虑了轮椅可方便进出的空间，

并设置了扶手；座椅设置了扶手，起到支撑作用；饮水池造

型设计亦考虑方便轮椅进出的空间。

2.4  其他无障碍设施
除了上文提到的无障碍设计硬件设施外，还有很多极富

人性化的无障碍软件设施可免费使用，如在很多公共场所都

提供了免费的轮椅；在很多商场、办公建筑内，因人们停留

的时间较长，对于带婴儿出行的女性而言，有专门的“授乳

室”，可在其中哺乳以及给婴儿换尿布，授乳室提供了座椅，

并提供了可以放置婴儿的台子以及洗漱池，部分场所还免费

提供了婴儿推车 ；在一些行政办公楼如市政府，设置了可以

手语交流的问询台等等（图 12）。

3  日本无障碍设计的激励政策

日本除了在无障碍设计中有明确的设计要求外，同时也

图 9  公交车站的无障碍设计

图 8  日本公交车的无障碍设计

图 10  新干线车站（鹿儿岛站）的无障碍设计

图 11  公园无障碍设计

图 12  其他无障碍服务设施

公共车内的轮椅专用空间

无障碍公共卫生间                                    无障碍坡道

免费提供的轮椅设施

授乳室（给宝宝喂奶及换尿片）

免费提供的婴儿推车                        可使用手语的问询台                方便残疾人及宝宝的卫生间

盲道通向问讯处                              盲道通向售票处                        残障人士准用的出口道

残障人专用入口道                        盲道通向手扶电梯                              盲道通向楼梯

残障人专用电梯                                    残障人扶手                            残障人士上车按钮

盲道                                     轮椅障碍者可以使用的圆桌  具有扶手的座椅                     残障人士可以使用的饮水池   

残疾人专用位置（无轮椅时）     有轮椅时可作为轮椅使用空间       公交车轮椅使用的坡道

站台盲道的位置                                              站台与公交车无高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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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了一些政策用于鼓励开发者尽可能多地为弱势群体提供

便利，进行无障碍设计。其激励政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容积率计算的特别制度。建筑室内设计中，为了能

使残障人士的轮椅便于通行和回转，需要扩大卫生间及廊道

的面积。为了鼓励无障碍设计，法律规定如进行了无障碍设

计而导致面积的增加，允许总建筑面积的 1/10 不计入容积率。

《建筑基准法》中的许可制度也规定了以上面积可以不计入

容积率。

二是税收特别制度。受到了无障碍设计认定的特定建筑

物（如设置了 2 000 m2 以上升降机），可以根据法律，5 年

内每年免掉全部所得税的 10% 作为鼓励。

三是低利息融资制度。凡是通过无障碍设计评估的特定

建筑物，可以从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等获

得低利息的融资，优惠政策较大。同时，若没通过评估，如

果设计中也有无障碍设计，亦可以获得低利息的融资，但幅

度相对较小。

四是补助制度。对于通往诸如“无障碍设计—环境整备

促进事业”美术馆、文化厅等公益性设施及建筑物的走廊、

台阶、电梯等步行系统，政府可以补偿整备费用的一部分。

4  完善我国无障碍设计的建议

日本的无障碍设计已发展了 40 年，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系统，较好地保障了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我国的无障碍设

计尚处于起步阶段，应逐步完善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着力研究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目前我国的无障碍

设计多以盲人为对象，如盲道的设计和盲文的设计等。应逐

步扩大无障碍设计对象的范围，定位为弱势群体或者有特殊

需求的群体，包括残障人士、老龄人、带婴儿的妇女以及儿

童，残障人士还可进一步细化为视觉残疾、听觉残疾、身体

残疾等。要针对不同的人群进行研究，分析其特定的城市需

求，可以进行个案跟踪的分析，如每类人士选择一些代表作

为研究对象，对其日常活动进行跟踪了解，发现其对于城市

建设的客观需求。这些是无障碍设计的前提条件，必须先了

解清楚需求后才能有针对性地设计。

二是着手构建无障碍设计体系。无障碍设计要形成一个

系统，尤其在公共空间人流的集聚地，如重点考虑从建筑物、

道路和交通、公园等方面着手构建，因为这些公共空间是弱

势群体使用最为频繁的场所。体系的构建除了考虑不同功能

区无障碍设计体系的形成，还要考虑室内外的连贯性建设。

总之，无障碍体系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做到弱势群体从出

发地到目的地的全程都要有无障碍设计，使其不会感到任何

的不方便、不连贯。

三是着重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日本之所以能够如此

好地实施无障碍设计，归根结底还是制度的完善，包括健全

的法律法规体系和一系列的激励政策等等。这是无障碍设计

的最根本的保障。因此，现阶段在研究探索如何建设无障碍

系统的同时，要同步进行制度的设计，以确保各地能够有效

有力地贯彻执行。

注：本文照片均为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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