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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杭州地铁线网逐步形成，搭乘人群日益多元化、需求愈发多样化，对无障碍设施、包容

性设计产生了极大的需求。从包容性设计的基本理论和设计原则出发，分析使用者特点，调查并总

结杭州地铁线路包容性设计现状。从水平空间和垂直空间两方面提出地铁包容性设计要点。利用情

景故事板构建包容性群体搭乘地铁的场景并进行情境分析，规划和展现视障者较为理想的地铁搭乘

流线及设计细节。最后，从政府、运营方、设计者等多元主体角度提出地铁包容性设计的优化策

略，以期达成社会层面的包容性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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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Hangzhou's subway network has begun to take shape, the composition and needs of

service rider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which generates a great demand for accessibility

for all passengers and inclusive design. Based on the theories and design principles of inclusive de-

sign, this paper analyzes users' characteristics and investigates existing inclusive design of Hangzhou

subway line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key points of inclusive design from the subway's two dimen-

sional, horizonal and vertical, perspectives. The scenario storyboards are used to simulate the inclusive

subway operation and to conduct the detailed context analysis for providing ideal boarding servic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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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将于 2022 年举办第十九届亚运

会，这是对杭州城市建设水平、文化体育事

业发展的肯定，同时也对包容性设计运用于

公共交通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保障亚

运会交通运输能力，杭州市政府在城市轨道

交通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与人力，预计将

拥有 618 km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为杭州

市民、周边居民以及外国访客提供便利的出

行服务。同时，残障人士人权意识提高、社

会老龄化日益加剧，人口结构变化等催生了

设计范式的转变，包容性设计 (Inclusive

Design)因此成为广受社会和产业界关注的一

种设计理论方法[1]。随着老年人口、外来人

口以及外籍人士的激增，带来了各种问题与

挑战，倒逼杭州公共交通系统对包容性设计

的思考与应用。本文于2017年8月、2019年

7 月和 2020 年 1 月对杭州地铁开展实地调

研，围绕指示系统、地铁盲道规划设计、地

铁使用者共情体验(模拟用户状态以产生同

样的行为和情绪)、地铁站台空间设计等进

行深入调查，以梳理杭州地铁在包容性设计

方面的现状及问题，并根据分析提出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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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

11 包容性设计包容性设计

包容性设计既不是一种新的设计思潮，

也不是一个单独的设计方向，它是一种不需

经过专门规划，而使主流产品和服务能被尽

可能多的人所使用的设计方法和过程。包容

性设计是一种普遍的设计方法，设计师在设

计中确保产品和服务尽可能满足受众需求，

不受使用者的年龄或能力局限[2]。

相比无障碍设计，包容性设计试图涵盖

与失能者、老年人相对的健全者[3]，尽可能

为更多的人设计，反对设计的排斥[4]，同时

更强调其平等、可持续的价值观；包容性设

计以人本设计为核心，它兼顾人的基本需求

和高级需求[5]，同时兼顾功能(Function)、便

捷(Convenient)、合意(Desirability)和可持续

(Sustainability)。

包容性设计的基本原则包括：1)以人为

本，即将人放在设计的核心位置；2)承认使

用者的多元性和差异性；3)提供选择，即在

单一设计不能满足所有使用者时提供其他选

择；4)提供灵活的空间和产品；5)营造便

捷、舒适且积极的空间环境[6]。

地铁包容性设计围绕地铁使用者展开，

承认使用者的多元与差异，在地铁设施和服

务不能满足使用者需求的情况下，能提供其

他便捷的选择，并营造友好、舒适、无障碍

的搭乘环境，从而提高地铁使用者的出行满

意度，吸引更多群体采用公共交通方式出行。

22 使用者分析使用者分析

包容性设计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只有深

度认知出行群体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才能使

设计者在地铁初期规划中鉴别各类障碍并进

一步优化设计。本文于2019年7月开展地铁

使用者共情体验的调研，通过观察、统计对

杭州地铁使用者群体进行细化分类，通过分

组角色扮演和共情体验深入了解使用群体的

特征。

22..11 使用群体多样化使用群体多样化

杭州地铁的使用群体分为普通人和包容

性群体。其中，包容性群体分为老年人、儿

童、残障者、患病者、陌生者(对环境或文

化感到陌生的人)、陪同年幼者、重物携带

者、孕妇等。根据包容性设计的能力分

类[7]，每类群体均在行动力、感知力和认知

力上存在差异。图 1 是对盲人、幼儿(3~6

岁)、孕妇(孕晚期)三类包容性群体三种能力

的定性分析，图2是对同类群体不同阶段(青

年盲人和老年盲人)的分析。这种差异可能

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久性的，且随着各种因

素的影响而变化；这些因素由年龄、性别、

环境、受教育程度、残疾程度、收入水平、

个体差异等[8]自变量组成，每个自变量对这

三种能力均产生不同影响。

22..22 对包容性设计的需求不同对包容性设计的需求不同

地铁使用群体同样符合用户金字塔[9]的

界定范围，由于差异性和多样化的存在，对

感知力 认知力 感知力 认知力 感知力 认知力

a 盲人 b 幼儿(3~6岁) c 孕妇(孕晚期)

行动力 行动力 行动力

图1 不同群体能力定性分析比较

Fig.1 Qualitative analysis on capabilities of different groups

感知力 认知力 感知力 认知力

a 青年盲人 b 老年盲人

行动力 行动力

图2 同类群体能力的定性分析比较

Fig.2 Qualitative analysis on capabilities of same groups

其他
人群

(包容性排斥)

包容性人群

扩
充

扩
充

普通人

图3 包容性设计在地铁使用群体金字塔中的提升作用

Fig.3 The role of inclusive design in the pyramid of subway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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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设计的需求也各不相同。地铁的包容

性设计目的是扩大主流使用者的覆盖范围，

使地铁使用者尽可能在金字塔中向上扩张，

同时保持其良性的营收和利润。图 3为包容

性设计在地铁使用者金字塔中的提升作用。

22..33 需求有高峰但不持续需求有高峰但不持续

包容性群体的需求并非持续的，根据搭

乘路径的关键节点分析，包容性群体出行过

程中会出现包容性需求的亟须、忍耐及大众

点。以老年人、轮椅使用者和普通人为例，

通过定性分析，以进入地铁、搭乘地铁为观

察范围，在搭乘过程中，出现了多个包容性

需求高峰(亟须点)，同时也出现了低谷(大众

点)，高峰说明群体对包容性设施的需求迫

切，而低谷则说明这类群体可以像普通人一

样使用正常设施(见图4)[10]。

33 现状梳理现状梳理

33..11 包容性设计的系统性有待提升包容性设计的系统性有待提升

包容性设计的系统性不足首先体现在地

铁使用整个过程中，例如人行道盲道—站厅

层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出入口通道—低位售

票窗口—安检区域—无障碍检票闸机—站台

层无障碍电梯—站台层无障碍候车点这一流

程，用户要完成地铁搭乘，所有必要设施都

需经过包容性设计考虑，否则整个行程就将

中断，给使用者带来不便，使用不便造成使

用率下降，设施形同虚设，形成恶性循环。

系统性不足的第二点表现在无障碍设施设计

规范的落实上，部分无障碍设施在实施层面

仍存在障碍，例如材料、尺寸、颜色等方面

不达标[8]。

33..11..11 老线包容性较差老线包容性较差

杭州新建地铁线路(如 5号线、16号线)

较之老线(如1号线、2号线)在包容性设计的

各方面有质的飞跃，而老线在检票闸机、无

障碍卫生间、无障碍电梯等设施上仍存在较

多问题。对老线包容性的提升重点应落实在

无障碍设施的优化改造上，为乘客出行提供

更多便利。

1）无障碍检票闸机配备数量不足。

通过调研发现，老线只在进站方向配备

了无障碍检票闸机且数量不足，导致包容性

群体在出站验票环节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见

图5)。同时，无障碍检票闸机需特别提示，可

在指示标志、设施导览图中标明或在闸机机

体进行包装设计，以方便乘客寻找和使用。

2）无障碍洗手间设计存在缺陷。

地铁站内均设置了无障碍洗手间，洗手

间内的无障碍设施较完善，有配备安全抓杆

的坐便器和洗手池，铺地平整并考虑防滑。

但是，洗手间的门宽通常为 800 mm，没有

为轮椅、婴儿车、拐杖使用者适当加宽；同

对
无
障
碍
设
施
的
需
求
度

亟须点

忍耐点

大众点

轮椅使用者 老年人(70~80岁) 普通人

进入站厅层 检票 进站 进车厢 出车厢

搭乘过程

图4 地铁不同使用群体对包容性设计需求的定性分析

Fig.4 Qualitative analysis on inclusive design demands of different subway users

大件行李的乘客需要
将行李箱倾斜才能
穿过已经闭合的翼闸

与家长分离检票的儿童
下蹲通过检票机

与小孩并行的家长因为
手提行李的关系，
侧身通过检票机

图5 包容性群体出站障碍情景

Fig.5 Scenarios of service barriers at departing subway station

图6 无障碍电梯按钮过于隐蔽

Fig.6 Hardly visible buttons of barrier-free elev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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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门的开启没有采用电动方式，室内照明

光线需更充足，也有杂物占据的情况发生。

3）无障碍电梯包容性不足。

无障碍电梯配置不足，多个出入口只配

备一个地面层无障碍电梯，无障碍设施的可

及性不高；无障碍电梯按键太小、材质不突

出、按键隐蔽 (见图 6)；电梯缺少语音提

示、缺乏梯箱内镜等细节；杭州地铁鲜有出

发层和到达层呈对侧开门的电梯，该类型电

梯能避免电梯内部的轮椅使用者、婴儿车和

行李携带者调头造成的不便。

33..11..22 盲道设计缺陷盲道设计缺陷

1）盲道与安检区冲突。

在规划设计之初没有考虑安检的设置和

交通流线，盲道通常靠墙约1 m设置，行进

盲道被安检围栏阻断，不能将残障者正确地

导入安检区域内，形同虚设(见图7)。

2）颜色不突出。

站内的盲道材质为磨毛花岗岩，与普通

铺地材质花岗岩色泽基本相同，无色差的视

觉效果对视弱群体不友好；建议改用明黄色

或与地面颜色反差大的制品甚至勾勒黑色边

缘以提高视觉效果。

3）与其他设施的衔接缺乏包容性设计

考虑。

老线在楼梯、无障碍电梯、自动扶梯、

无障碍检票闸机、安检设施前均设置了符合

数量的提示盲道，但在这些设施上没有考虑

采用其他的包容性设计予以衔接。例如自动

扶梯，除了“请不要看手机，注意脚下安

全!”的提示外，应增加电梯上下行的语音

提示，以便包容性群体辨别；无障碍电梯增

加“电梯到达、电梯门打开”之类的语音提

示，能使盲人群体轻松获得更多信息。

33..11..33 指示系统包容性有待提升指示系统包容性有待提升

1）综合性设施导览图缺乏。

综合性设施导览图指将地图、站内无障

碍设施、盲文、声音导览等与地铁搭乘有关

的信息综合性地整合在一张地图内，并将其

固定在站厅适宜位置。杭州地铁站内综合性

指示牌尤其是具有包容性设计的综合性导览

图数量较少；缺乏通过触觉、语音、人工智

能进行包容性设计的设施导览。

2）站名编码系统。

站台名称缺少系统的车站编码，不便于

记忆和识读，且车厢内的车站指示图文字非

常小，对近视、老年人以及外籍人士不友好

(见图 8)。对每一条线的每个车站进行数字

编码能给阅读困难者、外籍人士提供更多便

利。站台命名方式应遵循相应规则，例如 1

号线九堡站可命名为Y19，其中Y代表 1号

线的拼音首字母，19代表九堡站位于整条线

路的第19个车站。

33..22 包容性设计缺乏细化标准包容性设计缺乏细化标准

33..22..11 国家标准国家标准

标准与法规是推进包容性环境建设的手

段之一，虽然与地铁设计、施工、验收及运

营相关的国家标准数量多且覆盖全面，但是

对于轨道交通的包容性设计或无障碍设计没

有系统且深入的国家标准，与包容性设计相

关的内容仅有 《地铁设计规范》 (GB

50157—2013)“9.8 车站无障碍设施”这一

节[11]，其他无障碍设计要求和规范参考《无

障碍设计规范》 (GB 50763—2012)的规定，

a 盲道靠墙约1 m设置 b 盲道被安检围栏阻断

图7 盲道与安检设备的矛盾

Fig.7 The inconsistent design between walkway for visually impaired passenger

and security inspection equipment

图8 杭州地铁4号线车厢内指示图

Fig.8 Guide map inside the cabin of Hangzhou Subway Li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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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针对性。

33..22..22 地方标准地方标准

杭州市还未出台与地铁包容性设计相关

的地方标准。中国有针对性且细化的地方标

准仅有《城市轨道交通无障碍设施设计规

程》 (DB 11/T 690—2016)，适用于北京城市

轨道交通新建车站及已建成车站的新增建出

入口、列车车厢等的无障碍工程设计以及已

建成车站的无障碍改造中[12]。

33..33 社会宣传薄弱导致公众包容意识缺失社会宣传薄弱导致公众包容意识缺失

由于社会宣传的匮乏，大众普遍没有认

识到包容性群体具有平等利用城市公共交通

设施的权利，盲人逆行于机动车道以确保行

走安全、导盲犬遭公共汽车驾驶员拒载这类

新闻层出不穷，反映出公众、运营单位等社

会多元主体对包容性群体不敏感。

44 地铁包容性设计要点地铁包容性设计要点

基于以上问题，结合地铁无障碍设计地

方标准和日本地铁实地考察，本文从水平空

间与设施、垂直空间与设施两个维度提出杭

州地铁包容性设计的优化方向。

44..11 水平空间与设施水平空间与设施

水平空间的包容性设计应考虑地面广场

与无障碍停车位、车站出入口、站台、盲

道、低位服务设施、无障碍检票闸机、导视

系统设计、无障碍厕所等。

1）地面广场与无障碍停车位。

地面广场应平整、防滑，尽可能避免高

差；若有高差，则在人行道与地面广场出入

口交界处设置缘石坡道；若有台阶则应考虑

设置无障碍坡道。设置停车场的地面广场应

增设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数量符合《无障

碍设计规范》 (GB 50763—2012)对公共停车

场的规定。

2）车站出入口。

车站出入口尽可能避免台阶高差，可采

用排水沟设计挡水；若有高差则台阶设计尽

可能在3个以上，并设置无障碍坡道和700 mm

宽行李坡道。

3）站台。

地铁站台应设计成直线型，水平方向尽

可能避免高差，同时减少转折、上下坡障

碍，站台宽度应符合《地铁设计规范》 (GB

50157—2013)；站台与列车水平空隙间距控

制在 60 mm以内，垂直高差 5 mm以内，确

保乘客平稳上车；站台的屏蔽门应在显著位

置标明注意事项和提示信息，例如所在车厢

号、爱心车厢等；站内外照度达标，照明方

式多样化，例如重点照明(站台入口、引导

指示图等)、泛光照明(站台休息区、通道行

进处等)、灯箱自发光(线路图、部分引导

图)；休息座椅充足并考虑不同坐高，设在

站台等候及进站口区域。

4）盲道。

站内盲道规格统一，建议采用明黄色或

与地面颜色反差大的制品区分，凸出部分为

5 mm以保证脚感可辨且舒适，区分为线条

(直行)、原点(停顿或转弯)、双排圆点(楼梯

口或高差口)；盲道不宜与主客流交叉，站

内应全面覆盖，从出入口处一直到站台边缘

均有效设置，其中在车站出入口、无障碍电

梯、自动扶梯、楼梯、无障碍设施导览图

前、售票窗口前、安检区前端、无障碍检票

闸机、无障碍厕所、站台前分别设置提示盲

道，盲道与提示目标间隔250~300 mm。

5）低位服务设施。

考虑轮椅使用者、儿童和老年人的视

高，站厅层的人工售票和自动售票区均应设

置低位服务窗口，每站台不少于 1台，低位

售票窗口应配备对讲设备。

6）无障碍检票闸机。

无障碍检票闸机较普通闸机低 100~150

mm，间距900 mm，设置感应加长摆闸，便

于轮椅使用者检票通行；无障碍检票口应通

过装饰和指示标志加以突显，进站和出站均

应配备(见图9)。

7）导视系统设计。

导视系统字体大小合适，符合视距要

求，站内地面、顶面、墙面或柱体适当设置

视觉指示图或信息导览图，放置高度考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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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无障碍检票闸机设计

Fig.9 Ticket gates design for all passe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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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和轮椅使用者的视高并伴有其他感官提

示；重要信息导览图应设汉字、英文、图形

等多种符号系统，以满足学龄前儿童、视力

不佳者和外国访客认读；宜在出入口、站台

内、厕所前设置设施导览图，图内含有扶

手、电梯位置、安检、出入口、自动售货

机、电话、厕所等信息，且设有盲文；车厢

内导视系统应设电子显示屏，有汉字、英

文、图形符号，车厢两端有走马灯报站，并

有汉语和英语语音播报，车门有盲文提示。

8）无障碍厕所。

每站均应设置无障碍厕所，无内外高

差、地面防滑且照度充足；无障碍厕所设备

齐全，包括安全抓杆、坐便器、低位小便

斗、具有容膝空间的洗手池、多功能台面、

紧急呼叫按钮等；无障碍厕所应设置自动感

应移门，且门净宽不小于 900 mm；厕所入

口处建议设有厕所设施地图且标有汉字、英

文和盲文(见图10)。

44..22 垂直空间与设施垂直空间与设施

垂直空间的包容性设计应考虑无障碍坡

道、无障碍电梯、自动扶梯和无障碍楼梯等。

1）无障碍坡道。

站台出入口和站厅室内有高差区域均应

设置无障碍坡道；坡道宽度不小于1 500 mm，

纵坡比不大于 1/8；坡道应适合轮椅推行并

防滑；坡道应设置无障碍扶手；休息平台宽

不应小于1 500 mm(见图11)。

2）无障碍电梯。

无障碍电梯应设置在站台的中央，以

方便各类群体使用；电梯内部宽不小于

1 600 mm，深度不小于1 400 mm，光线明亮，

内设扶手，宜采用玻璃屏蔽门以便观察；电

梯前后两侧开门，开门位置相对，避免轮椅

使用者和婴儿车推行者掉头转弯，电梯门前

等候区不侵占站台计算长度内的侧站台宽

度；电梯按钮距离地面 900 mm高、按键醒

目，便于轮椅使用者、老人和儿童使用；无

障碍控制面板内每个按钮均有盲文提示。

3）自动扶梯。

地铁站出入口应设上下两部自动扶梯；

有盲道与其相连；换乘站高差较大无法设置

无障碍坡道时应设置自动扶梯；自动扶梯带

有上下行的语音提示。

4）无障碍楼梯。

楼梯应采用直线型；上下行首级台阶应

与地面有所区别；楼梯应设两道扶手，高度

为900 mm和700 mm，并刷成显眼颜色，扶

手光滑易于抓握，末端有盲文提示；扶手栏

杆应考虑防止攀爬，栏杆间距不超过110 mm

(见图12)。

44..33 情景故事板情景故事板

本文在总结杭州地铁现状问题及提出包

容性设计要点基础上，构建了杭州地铁包容

性设计优化情景，以视障者搭乘地铁通勤为

具体场景，以故事板的形式展开，包含 8个

场景及各类设计细节，从视障者角度构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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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无障碍厕所入口设计

Fig.10 Toilet entrance design for all passe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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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无障碍坡道设计

Fig.11 Ramp design for all passe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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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无障碍楼梯扶手设计

Fig.12 Staircase handrail design for all passe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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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在搭乘过程中涉及的各类设施，具体包

容性设计细节见图13。

55 优化策略优化策略

根据地铁包容性设计要点、地铁情景故

事板，本文提出地铁包容性设计优化策略，

总体策略关系见图14。达成包容性社会共识

的前提是明确用户、政府与地铁运营方以及

建设、设计与施工方各自的职责，倡导不同

利益相关方的介入和使用者参与。

55..11 政府职责政府职责

1）将包容性设计理念纳入法制化建设

中。杭州市正处于地铁网络建设期，已具备

出台无障碍设施地方标准的条件，应进一步

完善轨道交通的无障碍设计法规，通过奖惩

机制[13]建立对无障碍设施的管理制度。

2）将包容性设计理念纳入轨道交通的

初期规划设计，从更全面的角度看待轨道交

通的包容性设计，可为后期的改造节省费

用，避免资源浪费。

3） 倡导和鼓励包容性设计试点线路，

描述：盲人A从家出发前往工作地点。
细节1：使用铁氧体导盲砖(内含磁铁导向)组成的盲
道和专用导盲杖；
细节2：单耳获取智能手机的步行导航指令，通过语
音操作手机，全程信息无障碍优化。

a 场景1：出门

描述：盲人A通过盲道指引到达地铁车站出入口。
细节 1：通过无障碍坡道上台阶(无障碍电梯较少的
情况下)；
细节 2：经过盲道有提示并听到自动扶梯的语音提
示：“电梯下行，手扶扶梯，注意脚下安全！”，选择
下行自动扶梯进入站厅层。

b 场景2：进入站厅层

描述：经过安检，通过有效的盲道引导进入无障碍
闸机检票。
细节1：无障碍闸机用突出的橙色包装，检票闸机上
方有无障碍检票提示，建议孕妇、老人、轮椅使用
者、盲人、携带重物或小孩的乘客通行；
细节2：盲道直接引导至无障碍电梯。

c 场景3：检票进站

描述：盲人A搭乘无障碍电梯进入站台层。
细节1：无障碍电梯转角双向的包容性标志设计；
细节2：无障碍电梯采用双层对侧开门形式，避免盲
人、轮椅使用者在梯箱内掉头、后退等行为。

d 场景4：乘坐电梯

图13 盲人A搭乘地铁体验故事板

Fig.13 Storyboards of blind person A's subway travell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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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以人为本、包容性、无障碍等设计原则

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相结合，发挥行

业标杆的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推进包容性设

计理念落实。

55..22 地铁运营方地铁运营方

1）定期组织人员对设施使用与维护进

行全面培训。

2）提高服务意识，在推广初期可尝试

与非政府组织(NGO)进行合作，为包容性群

体提供人性化服务。

3） 建立有效的反馈渠道和反馈机制，

尽可能收集用户反馈用于提升包容性环境的

各个方面，并定期对无障碍设施进行评估与

改造。

55..33 设计层面设计层面

1）设计行业应更新核心价值，鼓励各

界设计师参与包容性设计。随着老龄化进一

步加剧，中国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无疑

将推动传统设计行业对设计核心价值的更

新，使空间、产品、交互、服务等设计行业

描述：经过盲道指引使用无障碍检票闸机出站。
细节1：闸机采用鲜明的橙色包装，上有无障碍检票
闸机提示，闸机高度较一般闸机低150 mm；
细节2：无障碍闸机通道尺寸宽900 mm；
细节3：因包容性人群的行动速度较慢、突发情况较频
繁、闸机采用人性化感应摆闸，避免被夹情况发生。

f 场景6：检票出站

描述：盲人A出电梯，通过盲道指引到达站台等候区。
细节 1：无障碍电梯采用低位按键，按钮更大更突
显，按键上带有盲文提示；
细节 2：无障碍电梯入口采用无障碍标志性橙色装
饰，梯门安装透明观察窗；
细节3：电梯带有语音提示：“叮！电梯上行，前往
站厅层。”

e 场景5：到达站台层

描述：通过自动扶梯到达地面层。
细节1：自动扶梯有无障碍提示柱，有上下行通行标
识、语音提示喇叭、搭乘扶梯标志如手推车禁行、
单手扶梯等图标。

h 场景8：到达地面层

描述：通过该站无障碍导览图了解所在位置和出入
口情况。
细节1：导览图采用透明的亚克力定制覆版，带有盲
文、线条突起的提示，盲人通过手触摸的形式了解
站厅的大致布局、出入口位置；
细节2：通过手机地图语音导览确定出口。

g 场景7：了解所在位置

续图13 盲人A搭乘地铁体验故事板

continued Fig.13 Storyboards of blind person A's subway travell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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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关注包容性设计理念，并结合跨学科、

跨专业、跨界进行再创造。

2）设计师应充分理解并运用包容性的

设计方法：即包容拥有不同需求和能力的群

体，利用设计让大多数的使用者能够舒适、

独立、安全地使用，重新审视设计用户的范

围，将包容性群体纳入设计对象中，进一步

挖掘包容性群体的市场甚至利基(Niche)设计

服务市场[14]；在设计项目的前期调研阶段应

尽早邀请包容性群体作为先导用户进行接触

与协商，并将包容性置于追求形式、美感之

上，将包容性设计方法纳入方案初期阶段。

3）在设计教育方面，应将包容性设计

方法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中，一方面培养设计

人才的包容性设计思维，结合人性化设计、

老龄化趋势等热门议题，植入包容性设计课

程，鼓励设计专业学生为各类群体做设计；

另一方面，要求设计者将包容性设计视角拓

宽至全人类，充分考虑人类的多样性和个体

的独立性[15]，不再局限于老龄、残疾等弱势

群体。

55..44 社会共识社会共识

各社会主体间应达成包容性共识，通过

媒体、教育、街道社区等渠道加强包容性环

境的宣传，更正大众对包容性的误解，增强

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从而共同营造包容性环境。

当然，这种社会共识的包容并不是出于

对包容性群体的同情和怜悯，而是一种基于

人权意识的平等和共享，让这类群体既能感

受到来自社会的关怀又无损于自身个体的独

立、自尊特征，这种社会共识是一种积极、

正面且友好的社会氛围，对和谐社会建设也

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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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地铁包容性设计总体策略关系

Fig.14 Overall strategic hierarchy of subway inclusiv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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