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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卫浴设施的无障碍设计研究
宣 炜
（江南大学，无锡 214122）
摘要：通过对当前国内老年卫浴设施存在问题的分析，结合老年人身心状况的实际变化，阐述了老年卫浴设施无障
碍设计的原则，并针对便溺设施、洗漱设施、沐浴设施以及一些辅助设施的不同特点，提出了相应的无障碍设计要
点，
旨在通过科学设计帮助老年人安全、
顺利、
有尊严地使用这些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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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Barrier-free Design of Bathroom Facilities for Senior Citizen
XUAN Wei
（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domesitc bathroom facilities for senior citizen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changes of senior citizens′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situation, it elaborated the principles of barrier-free design
of bathroom facilities for senior citizens. It also put forward some key points of barrier-free desig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oilet, basin, bath, and other assistant facilities. It aimed at helping senior citizens use these facilities
safely, nicely, and with dignity.
Key words：senior citizens；bathroom facilities；barrier-free；design

卫浴设施是住宅中最为私密又最为重要的设施，

材质不具备起码的安全性，有些甚至是三无产品，质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国民卫浴设施的整体水平也是一

量问题较多，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实际消费需求。而

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和现代化文明程度高低的直接

诸如电动升降座便器、可供轮椅进出的开门式浴缸、

反映。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卫浴设施设计正受到

可按需要调节高度的洗脸台盆等高端产品缺乏自主

越来越多的关注。

设计，基本依赖进口，价格高昂，一般收入阶层的老

老年人由于身心状态的滑坡，对卫浴设施的要求

人无力承受。同时老年卫浴设施无法让老年人感受

和依赖性远超过年轻人，但是当前我国主流卫浴设施

到平等和自尊，影响其使用情绪。随着我国老年群

设计却并未能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希望通过

体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老年卫浴设施

无障碍设计，消除老年人在使用卫浴设施时的物理和

供需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因此，对老年卫浴设施进

心理障碍，帮助他们顺利地使用这些设施，切实保障

行深入地无障碍设计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广阔的

老年人安全、方便、舒适的现代生活环境。

发展前景。

1 我国现有老年卫浴设施存在的问题

2 老年人身心状况变化的主要表现

目前我国市场上常见的老年卫浴设施多为塑料

随着年龄的增长，普通卫浴设施将不能满足老年

便盆、床用便壶、淋浴凳、坐便椅等低端产品，这些产

人在家中舒适生活的需要，要对老年卫浴设施进行科

品大多未经合理设计，外形缺乏美感和科学性，所用

学的无障碍设计，必须充分了解和把握老年人身心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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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变化。

外动作所造成的负面结果减到最少。

2.1 运动能力衰退

3.2 适用性原则

运动能力主要指身体动作的速度、力量、准确性

老年人尤为重视设施的实用功能，在进行无障碍

等。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骨骼和肌肉不断衰

设计时，应符合老年人人体尺度、肌体受压力小、舒适

退，骨质疏松易骨折，肌肉弹性、耐力、爆发力、屈伸度

方便、不易疲劳、无损健康[4]，同时应预留足够的尺寸，

等萎缩，身体活动性降低。例如手部力量减弱，控制

为辅助设备和个人助理装置提供充足的空间。另外

能力差，无法完成较为精细的操作活动；同时膝关节

老年人大多生活节俭，在卫浴设施的设计也不应追求

的退化，包括力量、运动角度变小，速度变慢、步伐长

华而不实的东西，应该摒弃不必要的功能，在功能和

度变短和跨步频率变高，遇到突发情况无法快速调整

成本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

姿势以避免伤害 。

3.3 简便性原则

[1]

WAIS 成人智力量表测试结果显示，老年人的动

2.2 感知能力下降
感知能力指通过视觉、
听觉、
触觉等感觉器官认识

作性智力成绩下降十分显著，这给他们学习使用复

事物的能力。在视觉方面，老年人视网膜分辨影像的

杂的设施带来了困难。卫浴设施无障碍设计应尽量

能力随年龄的增长不断下降 。在听觉方面对声音的

采用简便的操作方式，这样不但可以帮助老年人减

敏锐度降低，听得到的声音频率范围减少。同时在触

少使用设施的适应时间，提高设施的操作效率，还可

觉方面对冷热的敏感度低，辨别质感和表面的能力减

以减少安全隐患，增加老年人在产品使用过程中的

弱，
容易发生烫伤等危险。

满意度[5]。

2.3 认知能力减弱

3.4 可增长性原则

[2]

认知能力包括记忆、思维、学习能力等。老年人

卫浴设施作为一种家庭使用的耐用消费品，在进

生活阅历丰富，分析、判断和思维能力，对复杂事物的

行无障碍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卫浴设施功能的可增长

洞察和处理能力同青年人相比毫不逊色。但是老年

性，当新的功能需求出现时，能够通过简单的操作改

人的思维容易形成定势，不够灵活，对新事物形成概

造原有设施。一方面尽可能延长老年人自理生活的

念需要的时间也较长，同时记忆力减退明显。总体来

时间，另一方面在必要时便于辅助人员或护理人员安

看，老年人的学习能力有所下降，在卫浴设施无障碍

全方便地对老年人的个人卫生工作进行协助。

设计时应使对设施的使用尽量简单化、规律化。

4 老年卫浴设施无障碍设计的应用研究
3 老年卫浴设施无障碍设计原则
老年卫浴设施主要包括便溺设施、洗漱设施、沐
早在 1974 年联合国组织就提出了无障碍设计的

浴设施以及一些辅助设施，适合普通人群使用的卫浴

理念，它强调在科技和文明水平都达到一定程度的当

设施很难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应根据无障碍设计

今社会，一切公共空间和各类设施设备的设计都必须

原则有针对性的展开设计。

考虑到残障人士和活动能力衰退者（即老年人）的使

4.1 座便器

用需要，使他们能够和普通人同样安全、方便和舒适

老年人腿部力量差，兼顾使用轮椅的老年人，坐

地生活，以此构建一个充满爱和关怀的和谐社会 。

便器的高度应在 430 mm 以上，比正常略高，以减轻老

在对老年卫浴设施展开无障碍设计时，应该在充分考

年人下蹲时腿部的负担，也可使用简易升降座便器

[3]

虑老年人特殊身心状况的基础上遵循以下原则：
3.1 安全性原则
老年人在洗浴时特别容易因为地面湿滑和缺乏
支撑物摔倒，引起骨折甚至更为严重的疾病以致危及

（见图 1）或使用座便补高器（见图 2）。手纸架应位于
座便器前方或侧前方，以免老人侧身取纸时扭伤，有
条件更可加装温水净身风干坐便器。
4.2 洗脸台盆

生命安全。因此在老年卫浴设施无障碍设计时应充

老年人站立洗脸时，高度一般为 750~850 mm，当

分利用设计的力量保护老年人的安全，将误操作或意

他们坐着轮椅洗脸时，高度下降到 650~750 mm，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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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浴缸
为避免老人发生溺水的危险，老年人使用的浴缸
深度不可大于 500 mm，长度应在 1 600 mm 以内，浴缸
的一端应该设有一个宽度不小于 300 mm 的台面，老
人可以经由此处坐着挪进浴缸，有条件的老年人还可
以使用更为方便的侧开门浴缸，见图 5。在浴缸外部

图 1 简易升降座便器
Fig.1 Simple up-and-down toilet

图 5 开门浴缸
Fig.5 Bathtub with a door
图 2 座便补高器

应该设置开关水龙头和调整水温的控制器，使老年人

Fig.2 Toilet upper

不需要费力俯身就可以方便地操作；为避免老年人烫

到老年人未来使用轮椅的可能性，洗脸台盆应设计成

伤，使用恒温水龙头更为适宜；浴缸的底部应强化防

悬挑型，并使高度保持在 650~850 mm 之间 [6]，最好能

滑处理，
边沿恰当位置应设扶手。

在这一高度范围内升降，见图 3。考虑到老年人手部

4.4 淋浴房
与盆浴相比，
淋浴房占地空间少并且节水节能，
对
于自理型老年人来说比较适用。在淋浴房无障碍设计
中，
除常规防滑处理和加装扶手外，
考虑到老年人的实
际情况，
淋浴房要有足够的取暖保温设施；
必须设有淋
浴用坐凳，
坐凳可以固定在墙面适宜位置，
不用时靠墙
面折叠，
使用时翻下；
同时为了便于老年人在站立和坐

图 3 可升降洗脸盆
Fig.3 Washbasin that can be up-and-down

下时都能方便地使用淋浴喷头，可在墙上设不同高度
的喷头固定装置，
便于老年人根据需要自行调节。
4.5 扶手

力量降低，洗面台上水龙头应是杠杆式或掀压式的开

由于身体机能的下降，老年人在卫生间的很多动

关把手，有条件的也可以使用感应式水龙头。使用可

作需要配合扶手才能完成，必须认真研究老年人的活

抽出式花洒能给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带来方便，见图 4。

动特点，在适当的位置安装扶手。扶手材质最好用热
传导性较差的防水木做材质，表面应带有一定摩擦系
数，形状便于老人抓握，直径不宜太小。对于老年人
来说，座便器、洗脸台盆和浴缸或淋浴房周围都需要
设置扶手[7]。
1）坐便器周围的扶手。下蹲和起身动作对于腿
脚不便的老年人是个挑战，同时对于血压不稳定的老

图 4 可抽出式花洒

年人来说，起身的动作还可能导致他们因瞬间脑部供

Fig.4 Drawable shower

血不足而头晕摔倒，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因此在座

台盆上方的镜子应设计成可调整角度的镜子，以便老

便器的周围必须安装扶手，以帮助老年人安全地使用

年人在较低的位置也能照得到。

这一设施，
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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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针对老年人卫浴设施进行无障碍设计是当前卫
浴设计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8]，加强这方面的研
究对切实解决老年人的生活实际问题，提高老年人的
图 6 座便器周围扶手

主观幸福度有重要的意义，相应产品的开发也蕴含着

Fig.6 Handrails around the toilet

巨大的市场潜力。希望通过研究，使设计为社会老龄

2）洗脸台盆周围的扶手。洗脸台盆周围扶手应

化问题的解决做出应有的贡献。

配合洗脸台盆的高度，与台盆上沿一致，其形式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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