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 人 资 料
姓名

生日

家庭住址
住宅电话

手提电话

办公地址
办公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邮编

如蒙拾获，请惠寄上址，至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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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残障人士文化旅游

优秀无障碍景区介绍

资源手册

前言

目前我国残障人士旅游市场处于起步阶段，无障碍设施是残疾人游客出行时考虑

的首要因素。无障碍设施是展现城市精神文明的一个窗口，影响着城市文明形象的塑
造与传播。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以残障人士旅游需求为出发点，深度整合北京市各区
文化旅游资源点，将便利化服务融入到旅游公共服务中去。

为加强残疾人公共文化服务，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更好地推进残疾人旅游

事业发展，促进文化旅游公共服务的创新升级，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无障碍建设
业内专家和残疾人社团，对北京市文化旅游资源点进行了调研考察，将优秀资源点的
特色、无障碍设施情况、残障人士接待服务等内容做了系统归纳整理，集结成册。

本《手册》系统介绍了北京市优秀无障碍文化旅游资源点建设情况和服务接待的

内容，旨在为残障人士提供一本北京市文化旅游出行指南，鼓励残障人士走出家门，
感受城市的温暖，让旅游无障碍成为一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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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资源手册

优秀无障碍景区介绍

北京市残障人士文化旅游

北京市残障人士文化旅游

优秀无障碍景区介绍

资源手册

北京故宫是北京市优秀无障碍景区之一，在景区

的主出人口及各馆的出入口处均设有无障碍坡道和连

贯扶手设施。此外在游客中心设有低位服务台和残障

人士专用休息区，并且提供轮椅和紧急医疗箱等服务。
景区内设有多处无障碍卫生间，内部设施设备完

善，提供无障碍坐便器、安全扶手、儿童坐便器、儿
童洗手池等。

景区多处设有全景导览信息图和局部景区信息导

览图，并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景区无障碍游览线路

参观指南

北京故宫设有一条贯穿南北的无障碍游览路线，

门票信息：

南起端门，北至神武门，途径太和殿、乾清宫、御花

大门门票：残疾人凭残疾人证件，免票参观。

园等主要景点。游览时间大约需要 1.5 小时至 2 小时。

钟表馆、珍宝馆门票：残疾人凭残疾人证件，

免票参观。
开放时间：

故宫博物院

北京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旧称紫禁

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

精华。北京故宫以三大殿为中心，占地面积 72 万平

方米，建筑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有大小宫殿七十多座，
房屋九千余间。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
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

旺季

开始售票
开放进馆时间

实用信息
地址：西城区景山前街 4 号。
邮编：100009

以南京故宫为蓝本营建，到永乐十八年（1420 年）建成。

它是一座长方形城池，南北长 961 米，东西宽 753 米，
四面围有高 10 米的城墙，城外有宽 52 米的护城河。
紫禁城内的建筑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的中心

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统称三大殿，是国家举
行大典礼的地方。内廷的中心是乾清宫、交泰殿、坤
宁宫，统称后三宫，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正宫。

北京故宫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首（法国凡尔赛宫、

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是

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1961 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 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8

网站二维码

微博二维码

16:00

闭馆时间

17:00

注：每周一闭馆

北京故宫于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 年）开始建设，

公众号二维码

8:30

止票时间
（含钟表馆、
珍宝馆）
停止入馆时间

联系方式

4.1-10.31

16:10

淡季

开始售票
开放进馆时间

11.1-3.31
8:30

止票时间
（含钟表馆、
珍宝馆）

15:30

闭馆时间

16:30

停止入馆时间

15:40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景区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景区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景区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景区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是

否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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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残障人士文化旅游

优秀无障碍景区介绍

资源手册

景区内设有多处无障碍卫生间，内部设施设备基

参观指南

门票信息：

本完善，提供无障碍坐便器、安全扶手、低位洗手池等。

开放时间：

全景图中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残疾人持残疾证免收入园门票（不含园中园）
旺季

公园大门

4.1-10.31

淡季

11.1-3.31

是

景点：（含祈年殿、回音壁圜丘、神乐署）

景区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

北神厨、北宰牲亭、斋宫：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6:00

位于正阳门外东侧。坛域北呈圆形，南为方形，寓意

“天圆地方”。四周环筑坛墙两道，把全坛分为内坛、

外坛两部分，总面积 273 公顷，主要建筑集中于内坛。
内坛以墙分为南北两部。北为“祈谷坛”，用于

春季祈祷丰年，中心建筑是祈年殿。南为“圜丘坛”，
专门用于“冬至”日祭天，中心建筑是一巨大的圆形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天坛内东里 7 号
邮编：100061

景区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景区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景区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

否

√
√
√

√

无障碍信息

景区无障碍游览线路

道，各个景点入口处设有无障碍坡道和连贯扶手。景

至北天门，中间途径圜丘、皇穹宇、祈年殿等热门景点，

天坛公园于景区出入口安检处设有轮椅专用通

实用信息

障碍车位，提供无障碍停车服务。
信息名称

旺季开放时间 8:00-17:30 淡季开放时间 8:00-17:00

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谷”的场所，

天坛公园东、南、西门均设有停车场，划设了无

旺季开放时间 6:00-21:00 淡季开放时间 6:30-21:00

静园时间：22 点

天坛公园

同时天坛公园内设有多处全景图和信息指示牌，

区游客中心设有低位服务台、紧急医疗箱，提供轮椅
租借服务，并且设置了母婴室。

天坛公园设有无障碍游览线路，南起昭亨门，北

游览时间约为 1.5 小时至 2 小时。

联系电话：010-67012483（白天）
010-67013036（夜间）

石台，名“圜丘”。两坛之间以一长 360 米，高出地

面的甬道——丹陛桥相连，共同形成一条南北长 1200
米的天坛建筑轴线，两侧为大面积古柏林。

西天门内南侧建有“斋宫”，是祀前皇帝斋戒的

居所。西部外坛设有“神乐署”，掌管祭祀乐舞的教

习和演奏。坛内主要建筑有祈年殿、皇乾殿、圜丘、

网站二维码

微博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皇穹宇、斋宫、无梁殿、长廊、双环万寿亭等，还有
回音壁、三音石、七星石等名胜古迹。

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又经明·嘉靖、

清·乾隆等朝增建、改建，建筑宏伟壮丽，环境庄严肃穆。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天坛的文物古迹投入大量的资
金，进行保护和维修。历尽沧桑的天坛以其深刻的文

化内涵、宏伟的建筑风格，成为东方古老文明的写照。
天坛集明、清建筑技艺之大成，是中国古建珍品，

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1961 年，国务院公布天
坛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 年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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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无障碍景区介绍

资源手册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景区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景区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景区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景区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是

否

√
√
√
√
√

√

北京动物园在各个出入口设置了无障碍通道，在

各个主场馆均设置了无障碍坡道和连贯的扶手，保证
轮椅乘坐者出入。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设置在南门入
口处，其内设置了低位服务台，并提供轮椅、紧急医

北京动物园

北京动物园始建于 1906 年，在西直门外乐善园、

继园和广善寺、惠安寺“两园、两寺”旧址上的清“农
事试验场”内，由商部奉旨筹建。园内由动物园、植
物园、农事试验三部分组成。最早的动物园位于园内

东侧，占地 1.5 公顷，是中国对公众开放最早的动物
园和华北地区对公众开放最早的公园。据考此地也是
中国现代动物园、植物园、博物馆的发祥地。

疗箱等服务。园内的展厅面积宽敞，并设有轮椅席位。
景区内设有 13 处卫生间，其中 7 处设有独立的家庭
卫生间，其内设施设备齐全，并标有清晰的无障碍卫
生间标识。其余 4 处卫生间内包含有无障碍厕间。

实用信息

景区入口处设有全景图，在各个场馆外及行人游

步道旁均设有信息导览图。北京动物园提供无障碍停
车服务，停车场设置在南门入口处，停车场内划设了
无障碍停车位并标有无障碍标识。

景区无障碍游览线路

北京动物园内游览道路基本为平坦的游步道，各

个场馆的出入口处均设置了无障碍坡道和连贯扶手，
残障人士基本可以抵达景区内的各个场馆。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37 号
邮编：100044

联系电话：010-68390274

北京动物园于 1955 年正式定名，目前占地面积

约 90 公顷，展出珍稀野生动物约 500 种，5000 余只，
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500 万人次，发挥着国家动物园功

能。北京动物园秉承“教育保护并举，安全服务并重”
的工作理念，围绕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目标，努力打造

成为面向国内游客展示首都风采，面向国外游客展示
中国形象的北京名片。北京动物园是国家重点公园、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 4A
级景区。

斗转星移，物换景迁，往昔试验场，今日动物园。

山石古建，廊桥亭榭，河泉陂池，花草藤树，爬虫游
鱼，走兽飞禽，济济一堂，相得益彰。科学研究、保

护教育、文化交流、知识传播、文物荟萃，功能齐全。
少儿发其天真，成人觅其童趣。春花秋月，夏风冬雪，
扶老携幼，络绎不绝，天伦同享，古园新晖。
12

网站二维码

微博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参观指南

门票信息：

残疾人持残疾证免收入园门票（不包含园中园门票）
开放时间：

4 月 1 日——10 月 31 日
11 月 1 日——3 月 31 日

7：30——18：00
7：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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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无障碍景区介绍

资源手册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地处北京

城中轴线北端，北至清河南岸，南至北土城路，东至

安立路和北辰东路，西至林翠路和北辰西路，总占地

面积 11.59 平方千米，集中体现了“科技、绿色、人文”
三大理念，是融合了办公、商业、酒店、文化、体育、
会议、居住多种功能的新型城市区域 。

2008 年奥运会比赛期间，有鸟巢、水立方、国

家体育馆、国家会议中心击剑馆、奥体中心体育场、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实用信息

景区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地处

北京城中轴线北端，北至清河南岸，南至北土城路，
东至安立路和北辰东路，西至林翠路和北辰西路。
联系电话：010-84992008

奥体中心体育馆、英东游泳馆、奥林匹克公园射箭
场、奥林匹克公园网球场、奥林匹克公园曲棍球场等

10 个奥运会竞赛场馆。此外，还包括奥运主新闻中心

（MPC）、国际广播中心（IBC）、奥林匹克接待中心、
奥运村（残奥村）等在内的 7 个非竞赛场馆 ，是包含
体育赛事、会展中心、科教文化、休闲购物等多种功
能在内的综合性市民公共活动中心。

公园二维码

水立方二维码

参观指南

门票信息：无

开放时间：园区：6:00-22:00

景区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景区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景区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是

否

√
√
√
√
√

√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出入口处安检处设置了无障碍

有坐便器、低位洗手池、安全扶手、紧急呼叫按钮、

入口处均设置了坡道与连贯扶手，安检处专门为残障

景区提供无障碍停车服务，停车场内划设了无障

专用通道，可供轮椅乘坐者无障碍出入。各个场馆出
人士设置了无障碍通道。

景区设有多处游客服务中心，有低位服务台，提

供免费的轮椅外借服务，同时还提供各个场馆的宣传
手册、紧急医疗救助箱等。

各个场馆内的看台区域，游客通行的道路可容纳

轮椅进出，同时有为轮椅乘坐者划设的观看区域。

景区内设有多处无障碍卫生间和母婴室，内部设

14

多功能辅助台等设施设备。

碍停车位，并标有清晰的无障碍标识。

景区无障碍游览线路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道路基本为平坦游步道，残

障人士从景区入口处进入后，可以游览至公园内各处。
15

北京市残障人士文化旅游

优秀无障碍景区介绍

资源手册

北京欢乐谷景出入口处设有专用无障碍通道，可

参观指南

门票信息：

用残障人士方便通行。游客中心设置在入园检票处外

盲人、智障、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需家人（需购

供免费的轮椅外借及紧急医疗救助箱服务等。景区内

持国家残联颁发第二代《残疾证》的残疾人免票。
票）陪同入园。

开闭园时间：8:30-22:00

注：当日设备开放情况依据天气情况动态调整，请
以现场公告为准。

景区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景区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北京欢乐谷

北 京 欢 乐 谷 是 国 家 AAAA 级 旅 游 景 区、 新 北 京

十六景、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基地，由华侨城集团创办，
是集国际化、现代化的主题公园。

公园分别由 " 峡湾森林、爱琴港、失落玛雅、香

格里拉、甜品王国、远古文明 • 亚特兰蒂斯、欢乐时

光 " 等七大文化主题区组成，占地 56 万平方米，通

过主题文化包装及故事演绎，以建筑、雕塑、园林、
壁画、表演、游乐等多种形式，向游客展示了一个多

姿多彩的地球生态环境与地域文化，园区内精选世界

景区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数量的无障碍停车位以供残障人士使用。

景区无障碍游览线路

北京欢乐谷内道路基本为平坦游步道，整体游览

无障碍信息
景区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设有多处无障碍卫生间，内部设施设备完善。北京欢

乐谷提供无障碍停车服务，停车场内专门划设了一定

开放时间：

信息名称

侧，内设低位服务台、当日设备动态调整信息表，提

线路呈环形闭合状。在景区出入口处、各个主题区内
是

否

的公共服务点均设有无障碍坡道和连贯扶手，残障人
士可以由东南口入园，自东向西环形游览整个园区。

√
√
√
√
√

√

经典文明和创意智慧，精心设置了 50 多台套主题游
乐设施、100 余处人文景观，营造了一个神秘、梦幻
的世界。30 多万平方米的绿化、8 万平方米的湖面赋

予欢乐谷良好的生态环境；七大主题区域赋予欢乐谷
独特的人文气质；国际国内双重标准的安全检测、人

性化的服务配套和智能化的全园信息系统赋予欢乐谷
更高的品质。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小武基北路
邮编：100023

联系电话：010-67383333

网站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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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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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残障人士文化旅游

优秀无障碍景区介绍

资源手册

北京植物园门区出入口为平坦通道，间距可供轮

椅乘坐者自由出入。游客服务中心入口处设置有无障
碍坡道，咨询台设置高度均为无障碍设计，同时配备
紧急医疗箱、提供轮椅租借服务。中心内还设置有母

婴室及第三卫生间。景区内展厅空间宽阔、地面平坦。
园区内共 15 间厕所，分布在东南门、杨树区、

月季园、南门、温室外、温室内、牡丹园、丁香园、
三条路、料场、集秀园、卧佛寺、樱桃沟、树木区及

曹雪芹纪念馆。每个厕所内均设置有 1-2 个无障碍卫
生间，每个卫生间内设置相同。展览温室内卫生间单
独设有低位洗手池，在女卫生间内还设置有母婴室。

全景图位于南门入口处，同时配有五种语言的文

字描述。景区多处设置了无障碍标识及信息导览图，
以供游客获取信息。

北京植物园

北京植物园位于香山卧佛寺路附近，1956 年由国

务院批准建立，规划面积 400 公顷，建成开放区 200
公顷。

园内引种栽培植物 10000 余种，植物展览区包括

观赏植物园、树木区、温室花卉区、盆景园。园内还
有千年古刹卧佛寺、以展览曹雪芹著书西山场景为主

的曹雪芹纪念馆以及坐落在樱桃沟的“周家花园”、

“保卫华北”石刻等历史文化遗迹。标志性建筑是热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卧佛寺路北京植物园
邮编：100093

办公室电话：010-62591283

带植物展览温室，入选北京九十年代十大建筑。同时，
每年 3-5 月间举办“桃花节”大型赏花活动。

公众号二维码

参观指南

门票信息：残疾人可凭有效证件免费入园。

温室游览预约信息：除儿童免票外，其他享受免票

政策的游客如需进入展览温室游览需提前 1 天进行
预约。

预约电话：（010）82598771 / 82712345。

植物园

6:00-19:00（夏季）

7:00-17:00（冬季）

8:30-16:30（夏季）

8:30-16:00（冬季）

8:30 -16:30（夏季）

9:00-16:00（冬季）

大温室
卧佛寺

曹雪芹纪念馆

园区内各主路及辅路均为平地，在杨树区及温室

中心有楼梯的地方均设置有无障碍坡道，在南门及卧
佛寺还设有电瓶车，为方便无障碍人士乘坐还设有无
障碍坡道。

每周一闭馆 9:00-16:30（夏季）9:00-16:00（冬季）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景区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景区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景区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景区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18

景区无障碍游览线路

开放时间：

是

否

√
√
√
√
√

√
19

北京市残障人士文化旅游

优秀无障碍景区介绍

资源手册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景区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景区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景区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景区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景区无障碍游览线路
是

否

√
√
√

游客自入口处进入景区后，可乘坐无障碍专用电

梯直达 22 层露天观景台，纵览北京风光。绕行游览
一周后再次乘坐电梯前往 225 米室内观景厅，尝试体
验模拟央视主播的乐趣。

√
√

中央广播电视塔在景区入口处专门设置了无障碍

通道，链接无障碍坡道与安检入口。游客服务中心位
于中央广播电视塔南侧，提供轮椅服务、免费咨询服
务、基础紧急医疗救助服务。景区内设有多处无障碍
卫生间，内部设施设备符合标准。

中央广播电视塔

中央电视塔于 1994 年 9 月建成，1994 年 10 月

1 日正式对外开放， 2002 年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中央电视塔塔高 405 米，为北京
市最高地标性建筑；具备旅游观光和广播电视节目信

号的传输功能，景区占地面积 15.4 公顷，“露天观景
360 度俯瞰京城美景”和“广播电视背景”成为中央
电视塔景区特有的资源优势。景区内设有“露天光景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11 号
邮编：100142

联系电话：010-68450715

台”、“中央广播电视文化大厅”、“京城浪漫之巅

空中观景旋转餐厅”及“新中国著名英模人物展”等
特色游览项目。

微博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参观指南

门票信息：

残障人士凭有效证件，非法定节假日周一可免费参观。
开放时间：

登塔参观时间
停止售票时间

20

8:30-22:0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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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残障人士文化旅游

优秀无障碍景区介绍

资源手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的各个出入口处，均

设有无障碍坡道供轮椅乘坐者通行。主场馆入口处设
有一处低位服务台，提供轮椅租借、电子语音导览设
备租借等服务。馆内展品均陈列在一层，台阶处设有
轮椅坡道，地面平坦开阔。纪念馆内设有两个单独的
无障碍卫生间。景区内设有多个全景导览图，图中标
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景区无障碍游览线路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品设置在一层，同时

台阶处设有无障碍坡道和连贯扶手，整个展厅为闭合
环线线路，可供游客无障碍游览。

无障碍信息

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位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

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地——北京市丰台区宛平城内。
是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历史

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优
秀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国防教育基地、全国
首批廉政教育基地、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
国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是国际二战博物

信息名称

参观指南

门票信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实行免费参观。
开放时间：09：00-16：30，中午不休息，按规

实用信息

定时间提供讲解，16：00 停止取票。（周一闭馆，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宛平城内街 101 号
邮编：100165

联系电话：010-83893163

法定节假日、重要抗战纪念日照常开放）

团体预约：010-63777088，010-63777188
010-83891485（传真）

景区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景区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景区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景区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是

否

√
√
√
√
√
√

馆协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秘书处所在地 , 中国博物
馆协会纪念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

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

馆，现占地面积 35000 多平方米，设有基本陈列《伟

网站二维码

微博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大胜利 历史贡献》主题展览、《台湾同胞抗日史实专
题展》，接待观众逐年增长，目前，接待海内外观众
已达 3100 余万人次。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作为红色旅游景区，是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唤起民族凝聚力、增强公民责任
感的好去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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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残障人士文化旅游

优秀无障碍景区介绍

资源手册
参观指南

门票信息：

持有“残疾人服务卡”的人员可以免费参观。
开放时间：

9:00—16:30（4 月 1 日—10 月 10 日，16:00 止票）

9:00—16:00（10 月 11 日—次年 3 月 31 日，15:30 止票）
注：周一闭馆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景区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景区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周口店遗址博物馆

周口店遗址博物馆新馆位于周口店遗址南侧约

500 米，是展示遗址深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面积

8000 余平方米，粗粝、刚毅的建筑外观源于“北京人”
最早制造和使用的工具——石器。馆藏文物 7000 多
件，展出文物 1000 多件。博物馆设有临时展览、基

本陈列和 4D 影院，涵盖了科普互动展项、模拟场景、
纪念品销售、公共服务等内容。 周口店遗址 1961 年

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 年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92 年

景区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景区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被北京市政府授予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称号；1997
年被中宣部评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

一；2008 年、2010 年先后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一
级博物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1 年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授予“世
界遗产青少年教育基地”称号；2012 年被中国科学

是

否

√
√
√
√
√

√

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内设置无障碍出入口，在参观

沿线设置无障碍坡道，方便轮椅通行；在游客服务台
配有轮椅、拐杖等辅助器具方便租借；展厅内配备无
障碍卫生间、无障碍电梯间、无障碍休息区域等服务
设施；停车场设有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同时，周口店遗址博物馆还配备了无线语音讲解

器，可为特殊群体提供手语讲解服务。

景区无障碍游览线路

以博物馆序厅为起点，分别依次经过第一展厅、

第二展厅、第三展厅、第四展厅及遗址区，完成无障
碍线路游览。

技术协会授予“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称号。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骨山 , 距离北京城
约 50 公里。

联系电话：010-69301278

网站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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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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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无障碍景区介绍

资源手册

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共有南展区、北展区两个展区，

两个展区的出入口均是平面通道。园区室外游步道平
坦宽敞、室内各层均有无障碍坡道连接。

艺术馆内拥有 3 个影视播放厅，厅内保留了轮椅

席位的停放空间。艺术馆内共设置了 4 组公共卫生间，
其中含独立的无障碍专用卫生间 2 座，并且符合《无
障碍设计规范》，方便特殊人群使用。

北展区和南展区每个展厅的出入口均设置了展厅

导览图，并标示了路线图和指示标记。展厅导览图中

明确标识无障碍卫生间及无障碍电梯的位置信息，便
于游客获取信息。

艺术馆提供无障碍停车服务。园内共有 24 个停

车位，其中设置了 6 个无障碍停车位。

景区无障碍游览线路

从室外园区主路口进入，经过雕塑广场，经过东

吊桥进入北展区进行参观。游览完毕后，可由庭院小

北京韩美林艺术馆

道，进入南展区。最后，经雕塑广场的绿化游步道离
开园区。

北京韩美林艺术馆是经市文物局批准设立的由政

参观指南

府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上级管理单位是通州区梨园

门票信息：免费

镇政府。2008 年 6 月 25 日，北京韩美林艺术馆正式

开放时间：

落成，占地面积约 25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12000

星期二——星期日对外开放，星期一闭馆

平方米，共设 11 个展厅，包括北展区的序厅、陶瓷馆、

开放时间：09：00—17：00 （16：00 停止领票）

专题馆、雕塑馆、书画馆、公教厅，以及南展区的设

计馆、手稿馆、紫砂馆、城雕厅，展出作品 2600 余件，
展厅面积之大、展品数量之多、涉及艺术门类之广，
堪称当代个人艺术馆世界之最。

艺术馆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全体工作

人员努力为大众提供最专业、最人性化的服务。在韩

美林先生的艺术理念和建馆宗旨的引导下，艺术馆开
馆至今一直实行免费参观制度，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
艺术爱好者前来感受创造之美。

2013 年，北京韩美林艺术馆正式被国家旅游局评

定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是全国唯一被评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的个人艺术馆，更加巩固了韩美林

无障碍信息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九棵树东路 68 号
邮编：101101

联系电话：010-59751888

景区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景区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传真：010-59755288

景区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邮箱：hmlysg@yahoo.cn

景区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艺术馆在全国文化艺术传播机构中的重要地位。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网站二维码

26

信息名称

微博二维码

是

否

√
√
√
√
√
√

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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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无障碍景区介绍

资源手册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景区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景区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景区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景区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景区在大门入口处、景区内多处设置了全景导览图，
是

否

√
√
√
√
√

北京国际鲜花港在园内南门、北门、西南门均设

并清晰的标明了无障碍设施位置。园内提供无障碍停
车服务，为残障人士的出行提供了方便。

景区无障碍游览线路

北京国际鲜花港景区内设环形闭合游览线路，从

景区的任意入口进入后，可依次顺序游览至各个花卉
区域，尽览各类花卉美景。

有无障碍通道，主要景点的游步道平坦开阔，无急转
弯，同时中途设有无障碍座椅，方便轮椅乘坐者通行
和休息。在客服中心方面，设有无障碍电话，提供记

录本、轮椅租借等服务。园区内共有 14 个卫生间，
每座卫生间都配有 1 间无障碍卫生间。卫生间内配有

坐便器、安全扶手，低位洗手盆，防滑垫等设施设备。

北京国际鲜花港

北京国际鲜花港是北京市政府规划的北京市唯一

的专业花卉产业园区，是北京市主办的 2009 年第七
届中国花卉博览会的重要功能组团之一，是北京市花
卉产业发展的窗口。在花博会期间，北京国际鲜花港

承担着北京市产业园区展示和企业室外花卉展示的任

务，同时还负责宣传、弘扬首都的花卉文化。目前，
鲜花港已逐步成为北京市花卉的生产、研发、展示和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国际鲜花港地处顺义区杨镇
邮编：101399

联系电话：010-61417123

交易中心，以及花卉的休闲观光和文化交流中心。

公众号二维码

参观指南

门票信息：残障人士凭有效证件。
开放时间：09:00 至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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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无障碍景区介绍

资源手册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景区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景区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景区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景区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是

否

√
√
√
√
√
√

博物馆有提供轮椅、拐杖借助服务；借还地点：

游客服务中心；方式：证件抵押。

博物馆有第三卫生间：针对旅客照顾家人如厕，

有独立的出入口，方便父母带异性的孩子、子女带异
性的老人外出。

中国航空博物馆

中国航空博物馆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

于 1986 年 10 月筹建，1989 年 11 月 11 日正式对外
开放。经过多次改扩建，现已成为亚洲最大，世界前

五的航空科技类博物馆，是军队和国防科技工业的“窗
口”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先后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科普教
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北京市社会大

景区无障碍游览线路

中国航空博物馆全程参观无台阶，残障人士从景

区入口处进入后，可以游览至博物馆内各处。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大汤山村 700 号
邮编：102211

联系电话：010-66916919

讲堂、北京市红色旅游景区。

网站二维码

参观指南

门票信息：残障人士凭有效证件。
开放时间：

星期二— 星期日对外开放，星期一闭馆
09：00—17：00 （16：00 停止领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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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无障碍景区介绍

资源手册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景区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景区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景区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景区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是

否

√
√
√
√
√
√

游客中心可提供 4 个轮椅和 1 个电动爬楼轮椅，

凭身份证及 1000 元押金即可免费租用。

导游机押金 100 元，中文租金 20 元，外文租金

50 元。

景区无障碍游览线路

定陵博物馆

定陵博物馆成立于 1959 年 10 月 1 日 , 是一座著

名的遗址性古帝王博物馆 , 它位于北京市昌平区西北
部风景秀丽的大峪山脚下 , 埋葬着明朝第十三位皇帝

神宗朱翊钧 ( 年号万历 ) 及其两位皇后。定陵是万历
皇帝 22 岁（即公元 1584 年）开始修建的，历时六年
建成，耗银 800 万两 . 定陵是继长陵、永陵之后十三

陵中第三大陵。经国务院批准，1956 年 5 月，考古发

掘工作队开始对这座古帝王陵进行发掘， 1959 年就

定陵博物馆内道路基本为平坦游步道，残障人士

从景区入口处进入后，可以游览至博物馆内各处。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特区办事处定陵博物馆
邮编：102213

联系电话：010-60761424

邮箱：dinglingbowuguan@163.com

原址建立了定陵博物馆并对外开放。

参观指南

门票信息：残障人士凭有效证件。
开放时间：

旺季 8:00-17:30( 每年 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

淡季 8:30-17:00( 每年 11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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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无障碍景区介绍

资源手册

景区无障碍游览线路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景区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景区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景区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景区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是

否

√

景区专门设有一条无障碍游览线路，游客可从南门

进入景区，由游步道直接行至码头乘船去往各个湖中岛。

√
√
√
√
√

金海湖景区设有电子售票处和传统人工低位售票

窗口，售票口的台阶处设有无障碍坡道与低位售票口
相连。游客服务中心位于售票处旁，提供咨询服务、

轮椅和拐杖等辅助设备租赁服务，同时也提供紧急医
疗救助箱。游客服务中心旁还设有专门的医疗站。景

区内设有多个无障碍卫生间，其中独立的家庭卫生间

内设有坐便器、安全扶手、低位洗手池、儿童小便池等。

金海湖

金海湖位于北京城东 85 公里处，现为国家 AAAA

级景区，因北有大金山（盛产黄金），南临海子村而
得名。

金海湖娱乐项目丰富多彩，已有如游船、快艇、

自驾艇、水摩托、脚踏船、滑索、甲克虫跑车等 20 余种。
新推出的香蕉船、皮划艇、等新奇项目，让您过足“水
瘾”。

金海湖地区还是 60 多种水禽鸟类的重点栖息地，

景区内提供无障碍停车服务，并划设了无障碍停车位，
供残障人士使用。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金海湖景区坝前
广场路 1 号

邮编：101201

联系电话：010-69992011

水鸟除绿头鸭均属侯鸟。国家一、二级保护的有白鹳、
黑鹳、大天鹅、灰鹤属于侯鸟，每年的 4 月中旬至 10
月中旬在此栖息飞过。

公众号二维码

参观指南

门票信息：残障人士凭有效证件。
开放时间：

08:00-17:00( 平日 )
08:30-17:00( 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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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无障碍景区介绍

资源手册

慕田峪长城

慕田峪长城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境内，距北京城区

73 公里。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中外享有万里长城，
慕田峪独秀的美誉。慕田峪长城于公元 1368 年由朱
元璋手下大将徐达在北齐长城遗址上督建而成，是明
朝万里长城的精华所在。此段长城东连古北口，西接
居庸关，自古以来就是拱卫京畿的军事要冲，有正关

台、大角楼、鹰飞倒仰等著名景观，长城墙体保持完整，

无障碍信息
实用信息

信息名称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怀柔区慕田峪村
邮编：101405

联系电话：010-61626507

较好地体现了长城古韵。也是著名的北京十六景之一，

景区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景区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景区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国家 AAAAA 级旅游区。

网站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门票信息：残障人士凭有效证件。
开放时间：
夏季
冬季

是

否

√
√

景区设有一条无障碍游览线路。由南检票口进入

景区并步行一段路程后，可以抵达缆车下站。乘坐无
障碍直梯到达缆车乘车口，再乘缆车抵达风景区。

√
√
√
√

慕田峪长城设有专用的无障碍通道。景区设有游

客服务中心，在服务台处提供轮椅、婴儿车、雨伞等

无偿服务设施，游客可到服务台交押金办理手续。景

参观指南

36

景区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景区无障碍游览线路

7:00-18:30
7:30-17:30

区内共设有 8 处无障碍卫生间，分别在综合服务区
w1-5、山上东卫、缆车上站及下站。景区的停车场位

于地下，提供无障碍停车服务，并专门划设了无障碍
停车区域及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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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无障碍景区介绍

资源手册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景区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景区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景区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景区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是

否

√
√
√
√
√
√

景区无障碍游览线路

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内道路基本为平坦游步

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

道，残障人士从景区入口处进入后，可以游览至酒庄
内各处。

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是由烟台张裕集团融合

法国、美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多国资本，投资近 8 亿元，
于 2007 年 6 月全力打造完成，酒庄总占地 1500 亩，
其中酿酒葡萄园 1000 亩，鲜食葡萄园 100 余亩，整

体呈现欧式风格。酒庄建设得到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
织 (OIV) 的鼎立支持，参照 OIV 对全球顶级酒庄设定
的标准体系，首创了集都市型农业、工业、葡萄酒主
题休闲旅游、会议培训四位一体的综合性酒庄。

爱斐堡酒庄现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全国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五星级园区 , 法桐大道、鲜食葡萄
采摘园、哥特式城堡、地下大酒窖、欧洲小镇、张裕
百年历史博物馆以及山水景观休闲区 , 使您不仅可以
尽情体验葡萄酒文化所带来的乐趣，同时与大自然亲
密接触、彻底地放松身心。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密云区巨各庄镇东白岩村南 200 米
邮编：101501

联系电话：010-89092999

网站二维码

微博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参观指南

门票信息：残障人士凭有效证件。
开放时间：
夏季
冬季

38

7:00-18:30
7: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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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无障碍景区介绍

资源手册

北京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

无障碍信息

北京市西北部的夏都——延庆、新中国“建国第一库”

景区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信息名称

北京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资源点全称），地处

官厅水库之滨，总面积 283.4 公顷，位于北京市面积

景区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最大、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野鸭湖湿自然保护区的实
验区，是国际鸟类迁徙路线东亚—澳大利亚路线的中

转驿站，每年的迁徙季节，数万只候鸟在此停留、栖息、
觅食、越冬。野鸭湖动植物资源丰富，高等植物 472 种；
有鸟类 343 种，其中有大鸨、黑鹳、金雕等国家一级

保护鸟类 11 种，有灰鹤、天鹅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48 种；有昆虫 200 多种；有鱼类 40 种。

野鸭湖保护良好的湿地系统，在涵养官厅水源，

净化入库水质及调节周边气候，改善空气质量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功能和作用。是人们亲近自然、放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景区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实用信息

景区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刘浩营村西
邮编：102101

联系电话：010-69131870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景区无障碍游览线路
是

否

√
√

北京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内道路基本为平坦游步

道，残障人士从景区入口处进入后，可以游览至公园
内各处。

√
√
√
√

已建无障碍设施：景区大门出入口 2 处；电子售

票及检票闸机各设 1 处；无障碍游览路线 3 处，包括
环湖路、荷花塘及恢复区；商业餐饮出入口；设置地

飞心灵的好去处。

位服务设施 6 处；无障碍厕所 4 处；公共停车场设有
网站二维码

微博二维码

参观指南

公众号二维码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8 处；出入口及重要节点处设有

平面图 11 处、设有电子显示屏 28 处、设有语音提示
设备 50 处；危险地段设有警示及提示标志。

门票信息：残障人士凭有效证件。
开放时间：08: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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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手册

优秀无障碍图书馆介绍

北京市残障人士文化旅游

北京市残障人士文化旅游

西城区第一图书馆

西城区第一图书馆成立于 1956 年 , 被文化部评

为一级图书馆，国际图联会员。图书馆以“读者第一，
服务至上”为宗旨，全年 365 天开放。馆内设视障人
阅览室、旅游资料室、音乐资料室、古籍阅览室、地
方文献室、参考资料室、中瑞可持续发展信息中心、

德国信息与德语自学中心为特色厅室，以及报刊阅览

室、个人借阅部、自习室、集体视听室、多媒体网络
中心等服务厅室。图书馆常年举办多种形式的公益讲

东城区第一图书馆

东城区第一图书馆会议中心是东城区政府设立

的，由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隶属的，专门从事会议、

会展、电影放映、演出及其他公益性文化服务等相关
社会服务和物业管理工作的专业机构。具体目标是：
创造安全、舒适、美观、和谐的文化服务环境。

实用信息

座、展览等活动，为读者提供丰富的文化服务。

地址：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85 号
邮编：100007

联系电话：010-84043109

邮箱：dtcc1996@163.com

周一至周日：09:00---17:00
周二至周六：09:00—17:00

信息名称

图书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图书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图书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入馆指南

办证信息：残障人士可凭本人有效证件申办“一卡
通”的优惠功能
开放时间：

第二外借、综合阅览、自习室
周一至周四：09:00---20:30
周五至周日：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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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图书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图书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图书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图书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 否
√
√
√
√
√
√

读者可在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免费借用轮椅、盲杖，

并在馆内使用。轮椅、盲杖放置于一层大厅西侧，读

联系电话：010-66561158/59

层南侧视障人阅览室内同时为读者提供盲杖，读者可

邮箱：xcdlmail@163.com

（每周一周日休息）

信息名称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后广平胡同 26 号
邮编：100035

外文阅览、地方文献、创意文献

图书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公众号二维码

联系方式

第一外借室

无障碍信息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实用信息

无障碍信息

联系方式

网站二维码

优秀无障碍图书馆介绍

资源手册

者可向一层服务台提出借用需求，离馆时归还。在一
向厅室工作人员提出借用需求，离馆时归还。

西城区第一图书馆设有一间无障碍卫生间，位于

一层大厅中部西侧，二层集体视听室内设置两个轮椅
席位。
是 否
√

入馆指南

√
√
√

网站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西城区第一图书馆为读者提供中英文简介手册，

介绍图书馆的文化设施、服务内容，以及地址、电话、
网站等基本信息。

办证信息：残障人士凭残疾人证，可押金减半。
开放时间：

√
√

无障碍接待服务

1. 西侧出入口有无障碍通道；
2. 设有无障碍停车位；
3. 设有无障碍标识；

（首层电梯、东侧入口）

4. 大厅设置轮椅，保证残疾朋友来馆方便；
5. 卫生间设无障碍设施齐全

（二层男女卫生间、地下一层男女卫生间）
47

北京市残障人士文化旅游

西城区第一图书馆

西城区第一图书馆成立于 1956 年 , 被文化部评

为一级图书馆，国际图联会员。图书馆以“读者第一，
服务至上”为宗旨，全年 365 天开放。馆内设视障人
阅览室、旅游资料室、音乐资料室、古籍阅览室、地
方文献室、参考资料室、中瑞可持续发展信息中心、

德国信息与德语自学中心为特色厅室，以及报刊阅览

室、个人借阅部、自习室、集体视听室、多媒体网络
中心等服务厅室。图书馆常年举办多种形式的公益讲

东城区第一图书馆

东城区第一图书馆会议中心是东城区政府设立

的，由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隶属的，专门从事会议、

会展、电影放映、演出及其他公益性文化服务等相关
社会服务和物业管理工作的专业机构。具体目标是：
创造安全、舒适、美观、和谐的文化服务环境。

实用信息

座、展览等活动，为读者提供丰富的文化服务。

地址：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85 号
邮编：100007

联系电话：010-84043109

邮箱：dtcc1996@163.com

周一至周日：09:00---17:00
周二至周六：09:00—17:00

信息名称

图书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图书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图书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入馆指南

办证信息：残障人士可凭本人有效证件申办“一卡
通”的优惠功能
开放时间：

第二外借、综合阅览、自习室
周一至周四：09:00---20:30
周五至周日：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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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图书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图书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图书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图书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 否
√
√
√
√
√
√

读者可在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免费借用轮椅、盲杖，

并在馆内使用。轮椅、盲杖放置于一层大厅西侧，读

联系电话：010-66561158/59

层南侧视障人阅览室内同时为读者提供盲杖，读者可

邮箱：xcdlmail@163.com

（每周一周日休息）

信息名称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后广平胡同 26 号
邮编：100035

外文阅览、地方文献、创意文献

图书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公众号二维码

联系方式

第一外借室

无障碍信息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实用信息

无障碍信息

联系方式

网站二维码

优秀无障碍图书馆介绍

资源手册

者可向一层服务台提出借用需求，离馆时归还。在一
向厅室工作人员提出借用需求，离馆时归还。

西城区第一图书馆设有一间无障碍卫生间，位于

一层大厅中部西侧，二层集体视听室内设置两个轮椅
席位。
是 否
√

入馆指南

√
√
√

网站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西城区第一图书馆为读者提供中英文简介手册，

介绍图书馆的文化设施、服务内容，以及地址、电话、
网站等基本信息。

办证信息：残障人士凭残疾人证，可押金减半。
开放时间：

√
√

无障碍接待服务

1. 西侧出入口有无障碍通道；
2. 设有无障碍停车位；
3. 设有无障碍标识；

（首层电梯、东侧入口）

4. 大厅设置轮椅，保证残疾朋友来馆方便；
5. 卫生间设无障碍设施齐全

（二层那女卫生间、地下一层男女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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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无障碍图书馆介绍

资源手册

朝阳区图书馆

朝阳区图书馆成立于 1958 年，其前身可追溯至

1913 年京师学务局在朝阳门外所设立的“劝学所”。

朝阳区图书馆经过重新建设改造和装修，于 1990 年 9

月 20 日对外开放，目前，年均接待读者 30 余万人次，
借阅图书 50 余万册次。2013 年 12 月 26 日，新馆正
式对外开放，新馆建筑面积 14600 平方米，自筹建之

初，在传承“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理念基础上，
适应时代发展形势，借鉴国际公共图书馆发展经验，
结合区域特色，将成为区域的信息中心、文化中心、
教育中心、交流中心。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小庄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里 17 号
邮编：100026

联系电话：010-85992780

劲松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 66 号院 3 号楼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图书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图书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图书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图书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
√
√
√
√
√

入馆指南

办证信息：

凭有效证件免费阅览，持有效北京市公共图书馆
“一卡通”办理借阅。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日 09:00——19:00

邮政编码：100022

联系电话：010-87754760

是 否

丰台区图书馆

北京市丰台区图书馆始建于 1978 年，于 1989 年

网站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迁入丰台文化中心大楼，设有外借流通部、地方文献

阅览室、工具书阅览室、特色藏书阅览室、报刊阅览室、
自习室、电子阅览室等服务窗口。我馆以阅读为核心，
以“以品牌促阅读、以阅读促和谐”为目标，丰富服
务品牌内容，完善服务品牌建设。目前形成以“书香

丰台”为品牌的系列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内容涵盖“丰

阅古今 丰范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广活动；“家庭书
房”阅读推广计划等。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64 号
邮编：100071

联系电话：010-63825079 转 8204（外借部）
010-63813793（办公室）

公众号二维码

48

49

北京市残障人士文化旅游

海淀区图书馆（北馆）

海淀区图书馆（北馆）采用大开间、无隔断、宽

敞通畅的开放格局。信息基础设施配套完善，技术手

段先进，无线网络覆盖全馆。北馆设计藏书 80 万册，
同时为读者提供丰富的数字资源，并与海淀区及北京
市各图书馆实现文献资源的共知共享。在完善的基础

服务同时，通过引进 RFID 等先进技术和设备，增设
特色服务项目，为读者营造出更便捷、更智能化的阅
读条件和环境。图书馆定期开展丰富多彩、富有创意
的各类活动，以吸引更多读者，推动全民阅读，创新
公众对文化信息资源的获取和利用方式。

实用信息
入馆指南

办证信息：

凭有效证件免费阅览，持有效北京市公共图书馆
“一卡通”办理借阅。
开放时间：

地点

一层

期刊阅览室
图书阅览室
开架书库

二层

开架借阅处
自习室
地方文献阅览室

三层

工具书阅览室
特色藏书阅览室
宣传辅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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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无障碍图书馆介绍

资源手册

开放时间

周二至周五

8:30—21:00

周一至周五

8:30—17:00

周六至周日
周六至周日

9:00—17:00
9:00—17:00

周二至周五

8:30—19:00

周二至周五

8:30—19:00

周六至周日
周六至周日
周一

周二至周五
周六至周日
上午

9:00—17:00
9:00—17:00
8:30—17:00
8:30—19:00
9:00—17:00

8:30—11:30

下午

13:30—17:00

下午

13:30—17:00

下午

13:30—17:00

下午

13:30—17:00

上午

上午
上午

三层
四层

采访编目部
电子阅览室
学术报告厅

上午

8:30—11:30

下午

13:30—17:00

周六至周日

9:00—17:00

周二至周五

8:30—19:00

不定期开展讲座等阅读推广
活动，读者可免费参加。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图书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图书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图书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图书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温泉路 47 号海淀北部文化中心 A 座
邮编：100080

联系电话：010- 62451159

邮箱：bjggyx@claridy.com.cn

√

公众号二维码

入馆指南

凭有效证件免费阅览，持有效北京市公共图书馆
“一卡通”办理借阅。

√

是 否

图书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

图书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图书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图书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

√
√
√
√

无障碍接待服务

海图北馆在图书馆门口放有轮椅，方便肢体障碍

读者、老年人读者使用，

图书馆在三层设有专门的视障阅览区，为盲人读

者提供盲文打印机、盲文点显仪、阅读器和听书郎等，
镜、老花镜等

办证信息：

√

信息名称

为色盲色弱及近视的读者提供远近两用扩视仪、放大
网站二维码

是 否

无障碍信息

图书馆每层都设有无障碍专用卫生间，内有坐式

便器，墙壁装有扶手，洗手池两侧也安装扶手，以便
于儿童和乘坐轮椅读者使用。

视障读者和轮椅读者可使用直梯，到达各楼层，

图书馆还在直梯出口铺设盲道，可以直接通至视障阅
读区。

开放时间：

√
√

9:00-21:00( 全年无休 )

√

8:30—11:30

无障碍接待服务

8:30—11:30

椅，方便肢体障碍读者、老年读者使用；图书馆每层

8:30—11:30

扶手，洗手池两侧也安装扶手，以便于乘坐轮椅读者

丰台区图书馆在图书馆一层北侧阅览室放有轮

都设有无障碍专用卫生间，内有坐式便器，墙壁装有
使用；视障读者和轮椅读者可使用直梯，到达各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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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无障碍图书馆介绍

资源手册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图书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图书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图书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图书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石景山区图书馆

北京市石景山区图书馆是政府主办的综合性公共

图书馆。现为北京市公共图书馆“一卡通”成员馆，
“首

都图书馆联盟”成员单位，连续多年被文化部评定为
国家一级图书馆。总建筑面积为 1.2 万平米，现有馆

藏文献 103 万册，数字资源 50TB，阅览座位 800 余个，
日均接待读者能力 3000 人次以上。

实用信息
邮编：100043

联系电话：10-68872830

公众号二维码

入馆指南

办证信息：

凭有效证件免费阅览，持有效北京市公共图书馆
“一卡通”办理借阅。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8:30-19:00（周一上午闭馆）
周六、周日及节假日：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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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门头沟区图书馆

门头沟区图书馆是区属综合公共图书馆，馆藏书

无障碍接待服务

为了使残疾读者、老年读者等特殊群体更方便快

捷的利用图书馆资源、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图书馆积

极建设、购置多项无障碍设备设施，方便特殊读者使用，
具体设置情况如下：

实现全馆无障碍出入。

设定残障人士专用车位。( 院内西侧停车场 )

购置盲文书籍、盲人听书机，在院内铺设无障碍

通道、盲道。( 二层阅览区域 )

无障碍电梯内配备安全扶手，盲文按钮。

设置残疾人阅览区 , 购置轮椅。( 二层阅览区域 )
楼层设置无障碍全景图
馆内无障碍标识齐全

信息名称

是 否

图书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

图书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

层西侧 )

地址：石景山区八角南路 2 号

无障碍信息

√

设立无障碍卫生间，内设扶手和报警按钮。( 每

联系方式

网站二维码

是 否

籍 70 万册，期刊 600 余种，声像资料 2021 余种，古

籍 1700 余册。2011 年 7 月拆迁至东辛房市场街 8 号，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图书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图书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

√
√
√
√

服务面积 1200 平米，开设读者外借部、辅导部、采编部、
办证处，开展读者借阅服务。

门头沟区图书馆——镇街图书馆（室）——村（社

区）图书室三级服务网络建设在稳步推进，门头沟区
“益民书屋”已达到 222 个，实现了行政村全覆盖，
区图书馆定期对其进行业务培训及阅读指导。每年下

乡达 100 余次，配送图书 3 万余册，把广大农村急需
的科学文化知识送到农民的家门口。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地址：门头沟区市场街 8 号
邮编：102300

联系电话：010- 69844284-8001
邮箱 ：mtgtsg@163.com

网站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入馆指南

办证信息：

凭有效证件免费阅览，持有效北京市公共图书馆
“一卡通”办理借阅。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日 9：00—17：00
53

北京市残障人士文化旅游

优秀无障碍图书馆介绍

资源手册

房山区图书馆

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A 座包括成人借阅区、少儿

服务区、电子阅览区、报刊阅览区、自习区、综合活
动厅、报告厅等。馆藏纸质图书 40 万册，电子图书

25 万册，涉及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几十种类别，
设有阅览桌 214 张、阅览坐席 640 席。为了满足不同
人群的需求，秉承以人为本、智能便捷的理念，馆内

设施齐全、设备先进、数字化程度高，自助办证、自
助借还书机、24 小时自助阅览室、触摸屏读报机等可

随时随地为读者提供便捷完善的服务。多功能交互式
信息服务系统，以便捷友好的多媒体方式展现丰富的
文化内容（四个之窗）。

实用信息

入馆指南

办证信息：

凭有效证件免费阅览，持有效北京市公共图书馆
“一卡通”办理借阅。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 晚 19:00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图书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图书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图书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昊天北大街 8 号。
邮编：102445

联系电话：010- 80391821

邮箱： gongxiangfangshan@126.com

图书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无障碍接待服务

1. 出入口有无障碍坡道；
2. 设有无障碍停车位；

3. 设有电子语音导览地图；
网站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4. 电梯均有盲文标识；

5. 有辅助器借助借阅（盲人借阅）；
6. 设有康复文献阅览室；
7. 设有无障碍厕所。

是 否
√
√
√
√
√
√

通州区图书馆

通州区属公共图书馆，其前身可追溯到 1916 年成

立的京兆通县通俗图书馆，拥有百余年深厚历史积淀。

改革开放以来，通州区图书馆励精图治、砥砺前

行，先后成为北京市社会科学普及实验基地、北京市

少儿科普阅览中心通州分中心、北京市青少年学生校
外活动基地、通州区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示范基地、
通州区青少年思想教育基地、书香中国 • 北京阅读季

最美阅读空间、中共北京市委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单位。

入馆指南

办证信息：

携带身份证或户口本，工本费免费，押金按借书量
50 元、100 元不等 .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 08:30—18:00
周六至周日 08:30—19:00

无障碍信息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地址：通州区通胡大街 76-1

信息名称

是 否

图书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

图书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邮编：101100

联系电话：010-56946796

邮箱：tongtu2002@163.com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图书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图书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网站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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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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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区图书馆

大兴区图书馆全年 365 天开放，实行免费服务，

周开放时间达 64.5 小时。馆内设有办证处、多媒体信
息服务中心、流通服务中心、阅览服务中心、少儿阅

读服务中心等 5 个对外服务窗口，为读者提供丰富的

文献信息服务。配套的报告厅可开展会议、小型演出、
讲座和各类培训等活动。

截至 2018 年底，馆藏图书达到 998315 册；视

听文献、微缩制品超过 2 万件；拥有包括大兴历史文
化资源数据库、超星汇雅数据库、中国精品文化期刊

文献库、维普考试资源系统数据库、万方中小学数字

图书馆等 13 个专题数据库，馆藏数字资源本地存储
量超过 30TB。

顺义区图书馆

顺义区图书馆是地市级一级公共图书馆。为社会

公众提供文献借阅、讲座展览、信息咨询、读书活动、
文化休闲等服务。现有藏书 105 万余册，报刊 600 余种。
全年 365 天开放，全天延时服务。潮白书苑 24 小时

自助影视文学主题图书馆坐落在图书馆院内，全天 24
小时开放服务读者。

顺义区图书馆遵循“大开放、大服务”的服务理念，

凭借藏、借、阅、咨一体化的开放布局，通过不断创
新服务手段，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广泛开展多元化、

联系方式

办证信息：

残障人士可凭本人有效证件申办“一卡通”的优惠
功能

开放时间：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信息名称

地址：顺义区光明南街 20 号

图书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邮编：101300

联系电话：010-69447265

图书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邮箱：syqtsg@163.com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图书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图书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网站二维码

56

微博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图书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图书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
√
√
√

我馆一层设置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示范站，工作

任，进一步拓展志愿服务领域、深化服务内涵，利用

在我馆从政策上惠及残障人士，到馆办理联合读

者卡的残障人士，出示残疾证可办理优惠级别读者卡

（押金减半）。同时图书馆购置智能听书机 700 台，
微博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办证信息：残障人士可凭本人有效证件申办
“一卡通”的优惠功能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9:00--21:00

无障碍信息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图书馆的资源优势为残障人士提供阅读服务。

入馆指南

设和文化事业发展的亮丽窗口。

√

√

联系电话：010-69290350

邮编：102600

网站二维码

造一个全新的图书馆服务形象，是顺义区精神文明建

图书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图书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人员以关心弱势群体、服务社会、弘扬雷锋精神为己

服务时间），早 9:00— 晚 20:30 （自习部室延时

综合性的读者活动，创建书香顺义阅读品牌，努力打

是 否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西大街 11 号

周一至周日，早 9:00 — 晚 18:00 （普通业务部室
服务时间）。

信息名称

无障碍接待服务

实用信息

入馆指南

无障碍信息

在馆内及各分馆为盲人提供智能听书机借阅服务，力
求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取得新成效。

馆内每年组织健康知识讲座 10 余场，接待群众

1500 余人，以提高残障人士康复知识水平，加家属
对他们身体与心灵的关注，让残障人士感受到社会
的关爱。

是 否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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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区图书馆

昌平图书馆在 2003 年初兴建图书馆新馆，2004

年 12 月 18 日新馆正式投入使用。新馆使用面积为

8000 平米。新馆有按照少儿心理特点设计的、充分体
现人性化关爱的少儿阅览室；有能容纳 400 人、面积
近 500 平米的成人自习室；有按照国家标准进行综合
化布线，可同时容纳一百余人上网的电子阅览室；有

可完成视频会议、政府报告、新闻发布、学术讨论、
影片播放、小型演出和教学等活动需要的视频会议报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 10 号
邮编：102200

联系电话：010-80112652

邮箱：cptsg2005@163.com

怀柔区图书馆

告厅等。

目前，昌平区图书馆馆藏总量已达到 65 万册（件），

其中图书 59 万册，电子文献、视听光盘 1.5 万件，古

籍 379 册，盲文图书 242 册，有效持证读者达到 4.6
万人。年接待读者 40 万人次，外借书刊 45 万册次，
开展读者活动 100 余次。

网站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怀柔区图书馆建筑面积 7345.14 平方米，读者服

务配套设施和无障碍设施齐全。馆内设有办证咨询部、

图书外借部、资料阅览部等 13 个部门，全年 365 天开放，

入馆指南

并实行免费服务，每天开馆 9 小时以上。截止 2018 年

办证信息：残障人士可凭本人有效证件申办“

底，馆藏纸质图书 76.3 万册、视听文献 0.53 万件，电

一卡通”的优惠功能

子图书 33 万种，订阅当年报刊 1000 余种；馆内实现

开放时间：

了百兆网络带宽接入和无线网络全覆盖；购置了《国学

上午 8:00-11:30, 下午 14:00-17:00, 全年开放

宝典》《云图有声数字图书馆》等多种数字资源；建立

了怀柔区地方文献数据库；配置了触摸屏电子读报机和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图书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图书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图书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图书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电子书借阅机等设备；开通了图书馆网站、微博、微信
是 否
√
√
√
√
√
√

公众服务号，推出了“怀柔区图书馆”手机 APP。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是 否

图书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

图书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图书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图书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

√
√
√
√

停车场设有残疾人无障碍车位；主楼门口设有轮

实用信息

椅坡道；电梯轿厢内安装扶手、加装盲人按键和到达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富乐大街 8 号
邮编：101400

联系电话：010-89688206

邮箱：hrlib2008@163.com

提示音；馆内设有康复文献阅览室入藏盲文图书；康
复文献阅览室和报刊阅览室内设有残疾人无障碍阅览

座椅；各层卫生间均设有残疾人无障碍坐便和洗手池。

无障碍接待服务

为保证残疾人服务工作正常有序开展，怀柔区图

书馆制定相关制度，服务内容在责任制中有明确规定。
微博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入馆指南

办证信息：残障人士可凭本人有效证件申办
“一卡通”的优惠功能

开放时间：夏季：8:30-18:00 冬季：8:30-17:30
58

免费提供馆藏文献、服务设施等基本服务，免费参加
馆内各种读者活动，办证押金减半。

设立康复文献阅览室，有盲文文献 229 种，设立

无障碍通道、电梯设置盲文按键和楼层提示音等设备
设施，免费提供大字阅读和盲人智能听书机设备，设
有触摸屏读报机，方便视障人士使用。

有专门人员负责残疾人服务工作，并明确工作职责。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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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入口两侧为无障碍通道，并附有明显标示；

一层大厅及各层卫生间设有无障碍导向标识，电梯内
及步行梯设有扶手，同时，电梯内部设有专用楼层控

制键，便于肢体残障人士行动通行。大楼内各层卫生
间设置残障人士专用隔间，配有明显标示，内有坐式

马桶、扶手等，以方便使用。图书馆提供 2 部轮椅和

2 副拐杖租借服务，登记后即可使用。区图书馆在停
车场入口位置设置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分别在一层
老年阅览室、康复阅览室和三层期刊借阅室入口位置

共设置 6 处无障碍阅览坐席，以方便肢体不便读者。
图书馆一层单独建立康复阅览室，在门口可触摸位置
设置盲文标识牌，配有盲文图书以及助视阅读机、助
视阅读机显示器、中距离助视器、滤光镜、盲人阅读

书架、LED 护眼灯等专用器材，2019 年更新增盲人阅
读用智能听书机 700 余部，最大力度满足我区残障人
群阅读需求。

密云区图书馆

北京市密云区图书馆，现馆址位于四眼井胡同 6

号，于 2012 年 11 月份正式启用，占地面积 8242 ㎡，

建筑面积 7500 ㎡，现有持证读者 4 万余人，年接待

读者约 16 万余人，日均接待读者 400 余人次。馆内
设立了办证咨询处、少儿借阅室、老年阅览室、康复

阅览室、外借一库、外借二库、自习室、法律咨询中

心等 26 个公益性对外服务窗口。截至 2019 年 7 月底，
馆藏图书 83 万余册，电子文献 3 万余种，报刊文献
621 种，数字资源储存容量约 40TB。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密云区四眼井胡同 6 号
邮编：101500

联系电话：010-69043403

邮箱：dtcc1996@163.com

无障碍接待服务

密云区图书馆年接待残障人士约 300 余人次，其

中，行动不便的肢体残疾所占比例较大。区图书馆充

入馆指南

办证信息：

残障人士可凭本人有效证件申办“一卡通”
的优惠功能

开放时间：08:30-17:30

分考虑残障人士特殊需求，在馆室建设上有所侧重，

馆内职工和我区文化志愿者们，积极主动为来馆残障
人士做好阅读引导和出行帮助等，提供人性化服务，
群众反响良好。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图书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图书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图书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图书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是 否
√
√
√
√
√
√

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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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无障碍图书馆介绍

资源手册

延庆区图书馆

延 庆 区 图 书 馆 正 式 成 立 于 1975 年， 是 延 庆 唯

一一座区级公益性的公共图书馆，位于 2008 年 7 月
迁入到延庆区妫水北街 16 号的新馆，建筑面积 5598
平米。内设机构有采编辅导部、阅读推广部、成人借
阅部、少儿借阅部等。目前，延庆区图书馆每年组织

诵读、绘本故事会、4.23 世界读书日、书香北京系列

评选、十佳优读空间、妫川文化大讲堂等多项阅读推

广主题活动，并积极参加首都图书馆组织的红领巾读

平谷区图书馆

平谷区图书馆位于平谷区府前西街 1 号，馆舍建

筑面积 8100 平方米，拥有读者座席 600 余个。馆藏

文献 80 余万册，订阅报刊 800 余种；电子图书 50 万

册在线免费阅读；拥有 CNKI 全文数据库、“冰心”
特色数据库、地方文献数据库。馆藏书刊全部实行开
架借阅，并为读者提供资料代查、课题检索、送书上

门等服务项目。开展“千场讲座”、“红领巾读书活动”
等全民阅读活动，先后被评为“国家一级图书馆”、
“文
明图书馆”等光荣称号。

书活动、各种大型展览等活动。

是 否

图书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图书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图书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1 号
邮编：101200

联系电话：010-89999515

邮箱：pgtsgbgs@bjpg.gov.cn

图书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图书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图书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图书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 否
√
√
√
√
√
√

联系方式

信息名称

图书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信息名称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实用信息

无障碍信息

无障碍信息

√

地址：北京市延庆区妫水北街 16 号
邮编：102100

联系电话：010- 69104546
邮箱 ：yqlib@sina.com

√
√
√
√

无障碍接待服务

1. 出入口设有无障碍坡道；

2. 一楼卫生间内设有无障碍卫生间；

网站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入馆指南

办证信息：残障人士可凭本人有效证件申办
“一卡通”的优惠功能
开放时间：

夏季：8:30-18:30 冬季：8:30-18:00

3. 设有康复阅览室；

4. 设有盲人专用设备——点显器；
网站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入馆指南

5. 设有云图数字有声图书馆、OverDrive 赛阅数

字图书馆、“心声”音频馆等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多便
利与帮助；

办证信息：残障人士可凭本人有效证件申办
“一卡通”的优惠功能

开放时间：8：30—11：00，14：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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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无障碍文化馆介绍

资源手册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是 否

文化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

文化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文化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文化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

√
√
√
√

工笔画四个类别近百幅作品，作品为特校师生和志愿
服务团队残障学员所收获的志愿服务成果。

这次回顾展览既是第一分中心文化助残志愿服务

五年总结，更是第一分中心下一个文化助残志愿服务五
年新的起点。我们期待通过文化助残志愿服务活动的开
展，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我们更期待通过文化助残
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感染到身边的每一个人。希望越

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务行列中来，用志愿精神营造
“扶残助残 有你有我”的和谐氛围和良好风尚。

无障碍文化活动

2019 年是东城区第一文化志愿者服务分中心“文

化助残”项目走过的第五个年头。5 月 22 日，适逢第

28 个全国助残日和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之际，由东
城区第一文化馆、东城区第一文化志愿者服务分中心
主办的“文化助残 砥砺前行”文化志愿服务五年回顾

东城区第一文化馆

东城区第一文化馆地处繁华的交道口东大街，建

筑面积 8300 平方米，是东城区政府设立的公益性的
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中心。2008 年，区委、区政府以建

设“文化强区”为目标，大力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投资 4950 万元，对已经使用了近 20 年的文化

馆进行升级改造。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一个具有现
代化全新的群众文化活动场所展现在人们面前。

展在我馆二层展厅举办。

展览分为文化助残活动纪实照片和非遗手工艺作

品两部分。纪实照片展区共展出 80 幅图片，以时间
为轴记录了分中心五年来在特教学校开展文化助残活

动的点点滴滴；手工艺作品展区展出风筝、泥塑、剪纸、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11 号
邮编：100007

联系电话：010-64010803

文化馆整体环境、硬件设施和办公条件均达到全

市乃至全国的领先水平，为打造全国一流、独具特色

的地市级文化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非遗”展厅常
年设展，曲协活动室、手风琴俱乐部活动室、戏剧之

家以及舞蹈排练厅等各具特色。剧场的改造完善，更
有利于品牌团队建设及为百姓提供演出服务。

网站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品牌活动

每周六晚上的相声演出，云集了相声界著名的演员；
每周日下午的“东城书馆”，著名评书艺术家连丽

如及其弟子的精彩表演，让书迷们尽情尽兴；

周日京剧演唱会、少儿钢琴演奏会、各种展览；
以及每年春节推出的室内文化庙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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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无障碍文化馆介绍

资源手册

北京市西城区第一文化馆
西城区第一文化馆馆舍面积 11513 ㎡，拥有大小

剧场、综合舞蹈排练厅、排练厅、教室、录音棚等设施。
每天开放时间 9：00——17：00，全年开放开不闭馆。
常年的活动有演出、展览、电影、辅导、排练、公益

培训等，是文化部授予的地市级“一级文化馆”。特

色品牌活动有：
“看大戏到西城”、
“文化演出进社区”、

“彩虹剧场”、“群星大舞台”、“月末大舞台”、“周

末音乐汇”、“温馨影院”等，京、评、越、曲艺票
房活动活跃，业务干部深入基层辅导踊跃，协会团队

活动如火如荼。从 2010 年起每年成功推出一部原创剧，
社会反响热烈。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 147 号
邮编：100035

联系电话：010-62264188

邮箱：xichengqunwen@vip.sina.com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是 否

文化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

文化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文化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网站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文化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

√
√
√
√

朝阳区文化馆

朝阳区文化馆 1958 年始建，新馆于 1996 年底落

成，总面积 11000 平米，拥有主楼、配楼、文化广场

惠民演出活动

朝阳区文化馆每年会有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潮流

及附属设施。主楼以演艺活动为主，包括剧场、影厅、

音乐节、非非戏剧演出季、新舞蹈国际艺术节、森林

挎斗摩托等文化气韵浓烈的老物件典藏；配楼以培训

间节点举办的各类文化惠民活动。

展厅等，还可以看到老理发馆、垂花门、美国军用吉普、
为主，30 余个教室，附属设施有瓦舍博物馆、凤誉堂
会议室等。全年免费向公众开放。

朝阳区文化馆创立文化品牌项目及活动 50 余项，

年举办演出、展览、露天电影等公共文化活动 500 余

场次，免费开办基层文化辅导和专业讲座 70 余项，
服务群众百余万人次。

演出季等文化惠民品牌活动以及在传统节日等重要时

品牌活动

·北京朝阳森林演出季朝阳区基层文化展演，每年

6-8 月份，免费参与，直接现场观看、参与。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小庄金台里 17 号
邮编：100026

联系电话：010-85993958
68

网站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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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文化馆

·潮流音乐节，每年 5 月份，免费参与，直接现场

观看、参与。

·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每年 8 月份，免费参与，

北京市丰台区文化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西环南路

通过“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或“北京 9 剧场”微信

64 号，装修改造后于 2007 年 9 月正式投入使用，馆

公众号抢票。

舍建筑面积 3848 ㎡。丰台区文化馆作为群众文化事

·新舞蹈国际艺术节，每年 8 月份，部分演出免费，

业机构，是丰台区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主要职

通过“北京新舞蹈国际艺术节”微信公众号抢票。

责为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知识讲座和展览等群众性文

·“春分朝阳”非遗群众文化活动，每年春分当日，

化艺术（娱乐）活动；辅导、培训群众文化系统在职

免费参与，直接现场观看、参与，但是人多的情况会限流。

干部及业余文艺骨干；组织、辅导和研究群众文艺创

·老物件工作坊及馆内设施，全年免费参观，需要

作，开展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提前预约。

保护；公益电影放映。

·非非戏剧演出季，每年 4、5 月份，通过“北京 9

剧场”微信公众号抢票。

实用信息

·传统节日文化活动，每年 7 个传统节日，通过“朝

阳区文化馆”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参与详情。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文化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文化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文化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64 号
邮编：100071

联系电话：010-63845694（办公室）

惠民演出票务热线：63822426

是 否
√

群众文化活动

√

√

无障碍文化活动

√

体。森林演出季活动会在每个街乡举办分会场演出，

√

文化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优秀无障碍文化馆介绍

资源手册

√

文化馆内举办的群众文化活动，都是面向所有群

便于无障碍人士参与。

公众号二维码

惠民演出活动

丰台区文化馆定期举办相声乐苑、文艺演出和新春

文化等各类文化惠民活动。
品牌活动

1.“我的丰台·我的家”群众合唱大赛，一般每年 7-9

月比赛。

2.“我的丰台·我的家”群众舞蹈大赛，一般每年 7-9

月比赛。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月展示活动
2. 书法、绘画、合唱指挥等培训。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文化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文化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文化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文化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是 否
√
√
√
√
√
√

无障碍文化活动

丰台区文化馆设置无障碍出入口，便于轮椅进出，

剧场公厕设置我障碍厕所。针对残疾人特殊群体，“相

声乐苑”
“周末场演出”每场演出各送出 20 张免费门票，
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70

71

北京市残障人士文化旅游

优秀无障碍文化馆介绍

资源手册

房山区文化馆

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B 座设有梦想剧场、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厅、书画影展厅、艺术培训教室、录音棚

等。楼内剧场可容纳 450 人，可举办音乐会，进行话

剧、儿童剧演出，放映公益电影。艺术培训教室 26 间，
可开展舞蹈、合唱、杂技魔术、器乐、绘画等 20 余
个门类的艺术培训；书画影展厅面积 420 平方米，展
线 232 米，内设可移动展板适于调整展区空间；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厅设有专题展览，常年免费开放；楼内
还可进行摄像、影视频、音乐制作。中心还建设了房

山区公共文化数字服务平台，群众可通过平台实时参

与文化培训、借阅图书、查询基层文化设施及资源等。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昊天北大街 8 号。
邮编：102445

联系电话：010- 80391821

邮箱：gongxiangfangshan@126.com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图书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是否有轮椅、拐杖等辅助器具借助服务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是 否
√
√
√
√

全景图或导览图中是否标明无障碍设施位置 √
是否有盲文标志牌
文化活动展示平台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是否有针对无障碍人士开放的文化活动

√
√
√
√

无障碍接待服务

1. 出入口有无障碍坡道；
2. 设有无障碍停车位；
3. 电梯均有盲文标识；
4. 设有无障碍厕所；

网站二维码

5. 文化馆剧场设有轮椅席位；

6. 同心仁爱艺术团组织的公益演出活动，其中有

部分残疾人士参加。

通州区文化馆

通州区文化馆自 2014 年由原来的永顺迁至北京

市通州区通胡大街 76 号，是政府设立的全民所有制
公益性事业单位，全额拨款。文化馆现任领导班子为

馆长一人，书记一人、副馆长一人，馆长陈振清，支
部书记赵梓娃，副馆长张平伟。目前文化馆人员编制

为 33 人，现有干部职工 31 人，离退休人员 22 人。
人员结构分行政、业务、工勤三部分，其中业务干部

人数占全馆总人数的 77％，行政工勤人员占 23％，
本科以上学历 25 人，占全馆总人数的 81％。文化馆

惠民演出活动

正月十五戏迷乐、新春团拜会、官网订票

品牌活动

我的舞台、正月十五戏迷乐、新春团拜会

无障碍信息

艺术门类包括：文学、美术、书法、摄影、声乐、器乐、

信息名称

部门设置分别为：音舞部、美术部、培训部、舞美部、

是否有轮椅、拐杖等辅助器具借助服务

曲艺、戏剧、舞蹈等多个门类，人员配备基本合理。
档案室、办公室、新媒体编辑部、老年活动部。文化
馆每年举办美术、书法、声乐、器乐、英语、舞蹈等

各种培训班，上千人次参加培训；开展美术、书法、
摄影等艺术作品展览，上万人次观看展览。文化馆多

次被评为区级精神文明单位和全国先进文化馆，全国
地、市级一级馆。

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
√
√
√

全景图或导览图中是否标明无障碍设施位置 √
文化活动展示平台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位
是否有盲文标志牌

实用信息

是 否

√
√
√

无障碍接待服务

联系方式

地址：通州区通胡大街 76 号院

1. 出入口有无障碍坡道；

邮编：101100

2. 设有无障碍厕所；

联系电话：010-56949386

3. 设有轮椅席位；

邮箱：tongtu2002@163.com

4. 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文化活动，可通过文化馆

官网查阅书法、摄影、器乐培训班开课信息和活动信

息（如艺术节、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等），联系工作
网站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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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人员报名；

5. 文化馆每年会有残联主办的专场演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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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区文化馆

大兴区文化馆在大兴区文化活动中心内，其中文

化馆建筑面积为 6313.62 平方米，为地下一层，地上

四层。馆内配有 562 个观众座位小剧场一个、面积

415 平方米展厅一个、面积 400 平方米排练厅一个、

各种教室和小型排练厅等。馆内常年开设文学、美术、
舞蹈、音乐、戏剧等艺术门类的培训班，重点面向少

年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向群众免费开放。
同时将业务向基层延伸，文化馆根据需要选派业务干
部深入到基层进行辅导，开展各类培训，组织各种文
化活动。2015 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文化馆。

实用信息

顺义区文化馆

顺义区文化馆规范管理事业单位，编制 30 人，

截止到 2019 年 7 月实际在编 24 人。其中管理岗 21 人，
工勤岗 3 人；硕士研究生 2 人，大专及以上学历 21 人，
大专以下 2 人。

内设机构 11 个，分别为办公室、财务室、文艺部、

信息技术部、音像工程部、培训辅导部、非遗办、创

作理论部、书法美术摄影部、展览部、志愿者分中心。
在免费开放工作和服务基层工作中，每年举办各类艺

术培训辅导班近 60 期，业务干部下基层 1300 余人次，
辅导 2 万余人。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西大街 11 号
邮编：102600

文化馆的群众文化活动包括广场舞大赛、合唱大赛、

二胡等公共服务培训班。活动通过顺义文化馆微信公
众号发布消息招收学员和报名。
品牌活动

【二月新春】春节期间，无需订票；

【五月鲜花】天竺杯合唱大赛 5-7 月份，无需订票；
【十月金秋】书画、美术、摄影展”每年十月份，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光明南街 22 号路东
邮编：101300

联系电话：010-69422929
邮箱：syqwhg@163.com

信息名称

文化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文化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文化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文化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公众号二维码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文化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文化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文化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是 否
√
√
√
√
√
√

无障碍接待服务

1.（1）出入口：设有 4 处满足无障碍同行的出入口 .
2. 服务设施：设置 3 处低位服务设施，设置休息

厅、观众厅等设有观众席位时是否设有轮椅席位设置
网站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文化馆设施

内设小剧场一个，有 525 个观众座位，具有现代领

先水平的灯光、音响和电影放映设备，能够开展各种

类型的演出、会议、报告等综合活动。面积 423 平方

有 2 处轮椅席位。

3. 电梯：设有 3 处无障碍电梯。
4. 楼梯：设有 1 处无障碍楼梯。

5. 通道：设有 9 处满足无障碍通道。
6. 通道：设有 1 处盲人专用通道

7. 公共厕所：设有 8 处合规无障碍公共厕所。

8. 公共停车场：设有 100 处合规无障碍机动车停

米的展厅一个，内设 6 平米前言台一个，展墙 110 延米，

车位，并设有 3 处轮椅通道。

400 平米综合排练厅一个，小排量厅 3 个，可共排练、

设有 1 处电子显示屏。

可进行商业性展览、公益性展览和艺术类展览。面积
是 否

综合教室等，可进行多种培训、教学和活动。

座椅并配有 2 处能够停留轮椅的空间，报告厅、展览

戏曲票友大赛等；全年开放书法、美术、国画、摄影、

无障碍信息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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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10-69294359

惠民演出活动

舞蹈综合使用。另有书画、电子琴教室、多媒体教室、

文化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联系方式

无需订票；

实用信息

网站二维码

优秀无障碍文化馆介绍

资源手册

9. 无障碍标志及信息：设有 10 处楼面示意图，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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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区文化馆

怀柔区文化馆

7298 平方米，建筑面积 5941 平方米。文化娱乐活动

屋 54 间。主要用于免费对外开放开展舞蹈、书画、合唱、

文艺辅导部部、文化志愿者部、文学理论研究部、美

专业录音棚、演播厅、书画展示厅。

昌 平 区 文 化 馆 始 建 于 1949 年 9 月。 占 地 面 积

怀柔区文化馆单独建馆，馆内共有楼房 3 栋，房

场地、文化设施设备较齐全。人员编制 35 人，设有

电钢琴、排练、声乐等文艺培训班活动，同时还具有

术摄影部、非遗保护部、电影发行部、后勤部、办公室。

怀柔区文化馆本着满足群众需求、服务百姓生活、

承担着区委、区政府大型文化活动、节日庆典的组织、

提升文艺素养的原则，以文艺培训为抓手，全年免费

群众文艺创作，培训群众文艺骨干，研究群众文化艺

阅览、培训、讲座、及体育等，每周开展 25 项课程。

策划工作，负责组织、指导群众文化艺术活动，辅导

对公众开放。常设免费服务项目包括演出、视听、展览、

术工作，是全民所有制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地址：昌平区政府街 22 号
邮编：102200

联系电话：010-69742182

各类服务项目详细情况有公示并定期更换。

信息名称

文化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文化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是 否
√
√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文化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文化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文化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文化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文化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实用信息

无障碍信息

文化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76

优秀无障碍文化馆介绍

资源手册

是 否
√
√
√
√
√
√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南大街 20 号
邮编：101400

联系电话：010-69623370

邮箱：hrlwhg20@163.com

√
√
√

网站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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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无障碍文化馆介绍

资源手册

平谷区文化馆

平谷文化馆始建于 1949 年，历经几次搬、拆迁后，

新馆址于 2006 年 1 月底落成，建筑面积 7000 平米，
新馆内布局合理，文化活动场地丰富，硬件设施先进
齐全。

气派典雅的多功能小剧场，可举办各类文艺演出

和会议讲座活动。设有较专业的歌厅，还有各类培训

教室、舞蹈排练厅，美术摄影工作室，老年、少儿活
动中心，老年大学，展览展示中心大厅，音乐制作室

等厅室颇具特色，歌舞厅、排练厅，兵乓球，台球，

羽毛球健身房等活动场所 , 常年对外免费开放。馆内

密云区文化馆

北京市密云区文化馆坐落在密云区新南路，紧邻

101 国道，是集办公、培训、排练、展览、演出、娱
乐为一体的公益性文化服务机构，整个办公大楼建筑

面积 6700 余平方米，大楼配有设施齐全的排练厅、
展览厅、各类艺术培训教室、多功能厅、书画室、小
剧场等文化活动场所十余个，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群
众文化活动，努力提升我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水平
和文化艺术素养。

的艺术学会下设 4 个专业协会，戏迷协会、奇石艺术
研究会、民间艺术研究会、油画研究会。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文化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文化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文化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文化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是 否
√
√
√
√
√
√

实用信息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 1 号

地址：北京市密云区新南路 101 号

邮编：101299

邮编：101500

联系电话：010=69962231

联系电话：13910696670

邮箱：pgwhg@163.com

邮箱：121139873@qq.com

密云区文化馆坚持努力提升大众艺术素养和为群

众服务的原则，每年深入基层演出，举办各类基层文
艺辅导。有计划、有组织地举办群众性的文艺比赛、

演出和各种展览活动。2012 年文化馆被北京市总工
会授予首都劳动奖状； 2012 年，文化志愿者服务分

中心开展的“暖心工程”项目在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上
获得群众文化领域政府奖项目类最高奖项——“群星

奖”。2018 年评为北京市级精神文明单位，首都市民
市级终身教育学习基地。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文化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文化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文化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文化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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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二维码

公众号二维码

是 否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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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无障碍文化馆介绍

资源手册

延庆区文化馆

北京市延庆文化馆始建于 1951 年，馆址为北京

市延庆区妫水北街 20 号，全馆建筑面积 9730 平方米。
文化馆负责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群众文化事业发展

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承担全区群众文化的普及、推广，
各类文化艺术的培训、创作、展览、交流任务，参与
区文委大型文化活动的策划组织和设备设施保障，参
与基层文化队伍建设和群众文化服务工作，负责全区
文化保护和群众文化研究工作等。2. 实用信息

实用信息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延庆区妫水北街 20 号
邮编：102100

联系电话：010- 69104546

邮箱： bjsyqxwhg@163.com m

无障碍信息
信息名称

文化馆是否有无障碍出入口

文化馆是否有游客服务中心和低位服务台
展厅、陈列室、剧场是否有轮椅席位
文化馆内是否有无障碍厕所

文化馆内是否标有无障碍设施位置
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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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无障碍停车服务

是 否
√
√
√
√
√
√

无障碍文化旅游线路推荐

北京市残障人士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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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文化旅游线路推荐

资源手册

线路一：针对肢残人士

线路二：针对视障人士

上午：9:30-11:30 故宫

上午：10:00-11:30 首都图书馆

特色亮点：

故宫内设有一条贯穿南北的无障碍游览线路，南起端门，北至神武门，游览大约需要 1.5

小时至 2 小时，途径太和殿、乾清宫、御花园等主要景点。景区内无障碍设施基本完善，台阶处、
出入口处均设有无障碍坡道供轮椅乘坐者使用。
景区无障碍设施展示：

景区内无障碍坡道

特色亮点：

首都图书馆内无障碍设施基本完善，馆内铺设有盲道通向各个公共服务地点。视障人士可

以在视障阅览区利用助视设备，进行阅读。同时，图书馆还提供各类盲文书籍和智能听书设备，
供视障人士使用。
图片展示：

轮椅升降机

首都图书馆内景
无障碍卫生间

无障碍游览线路

下午：14:00-15:30 奥林匹克公园

下午：14:00-15:30 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

特色亮点：

特色亮点：

奥林匹克公园无障碍设施设备基本完善。本次考察侧重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景内绿植覆

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为大型综合性专题纪

盖率高，设有平坦的闭合环形无障碍线路。同时，景区内还拥有奥海、湿地、天元、露天剧场

念馆，展品大多集中陈列在主馆一层，地面平坦

等多处景观。视障人士可以在这里可以远离城市喧嚣，尽情享受听风赏泉的乐趣。

防滑，在出入口处均设有无障碍坡道，主馆内设

图片展示：

有环形闭合无障碍游览线路，方便轮椅乘坐者进
行参观游览。

图片展示：

游客中心提供的轮椅租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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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图书馆内景

馆内台阶处设置的轮椅坡道

为主馆出入口处轮椅坡道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内的湿地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内一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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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手册

记事本
线路三：针对听障人士

上午：9:30-11:00 中央广播电视塔
特色亮点：

中央广播电视塔无障碍设施基本完善。塔内设有残障人士专用直梯。露天观景台设在 288

米处，听障人士能够在此尽观城市景色；同时塔内还设有中央电视台模拟体验区，能够为听障
人士带来不一样的乐趣体验。
图片展示：

景区出入口处无障碍坡道

中央广播电视塔体验区

无障碍卫生间

露天观景台

下午：14:00-15:30 首都博物馆
特色亮点：

首都博物馆内无障碍设施基本完善。博物馆内无障碍参观线路呈闭合环形，游览时间大约

为 2 个小时。听障人士可以在该馆内尽览各类展品的文化魅力。
图片展示：

首都博物馆内部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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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区域

无障碍洗手间

记事本

记事本

记事本

记事本

记事本

记事本

记事本

记事本

记事本

记事本

记事本

记事本

记事本

记事本

记事本

记事本

记事本

记事本

记事本

记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