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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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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重庆市民政局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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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基本要求、选址与规划布局、建筑与设施、服务功能及基本设

施、标识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重庆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以下简称“服务设施”)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2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GB/T 10001.4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4部分:运动健身符号 

GB/T 10001.9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9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T 15566.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总则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WS 394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Community-based elderly care facilities 

依托社会养老服务资源,以社区为服务范围，为辖区内老年人提供居家服务、康复护理、医疗保健、 

精神慰藉、文化娱乐等养老服务的公共服务场所及公共服务设施。 

4 基本要求   

4.1 服务设施建设必须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应符合城镇总体规划及当地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规划, 服

务设施建设应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合理确定建设档次。 

4.2 服务设施建设应充分利用社区其他公共服务和福利设施，实行资源整合与共享。统一规划，合理布

局，并充分体现国家节能减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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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服务设施建设应以人为本，以尊重和关爱老年人为理念，从老年人实际需求出发，满足老年人在交

流学习、休闲娱乐、应急帮扶、健康管理、康复理疗、医疗保健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做到规模适度、功

能完善、安全卫生、运行经济。 

4.4 服务设施建设应符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的需求，并综合考虑日照、防滑、通风、防寒、采光、防灾

及管理等要求。 

4.5 各地服务设施建设应统一建设流程、统一标识标牌、统一设施设备、统一文化氛围，便于群众辨识。 

4.6 服务设施建设除应符合本建设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定额的规定。 

5 选址与规划布局 

5.1 服务设施的选址应符合城市规划要求，应满足但不限于以下条件: 

    a) 服务对象相对集中，交通便利，供电、给排水、通信等市政条件较好; 

    b) 临近医疗机构等公共服务设施; 

    c) 服务设施应选择在工程地质条件稳定、日照充足、通风良好，远离污染源、噪声源及危险品生

产、储运的区域;   

d) 服务设施可与社区其他公共建筑合并设置； 

e) 服务设施布局总覆盖半径为 500m 步行路程。 

5.2 总平面内的道路宜实行人车分流，除满足消防、疏散、运输等需要外，还应确保救护车辆能直接到

达所需停靠的建筑物出入口。 

5.3 服务设施建筑的主要出入口不宜开向城市主干道。货物、垃圾等运输宜设置单独的通道和出入口。 

5.4 整合社区各类涉老服务设施,按每个社区人口规模 10000～15000 人测算，服务设施建筑面积不宜

低于 750 ㎡。宜在建筑物平街楼层，相对独立，并有独立出入口。二层及以上楼层设有老年人日间休息

用房、医疗保健用房、公共活动用房的服务设施应设置无障碍电梯。 

5.5 服务设施功能设置应根据老年人需求和各项服务功能的特点，进行合理布局，科学设置，动静分区。

交通组织应便捷流畅；标识系统应明晰、连续。 

5.6 服务设施中的多功能室、棋牌娱乐、聊天品茶等高干扰功能室宜与手工、阅览、医疗保健等宜静功

能室作必要的分隔，避免相互干扰。 

5.7 服务设施的总平面内应设置供老年人休闲、健身、娱乐等活动的室内活动场地，并保障人均使用面

积不应低于 1.20m2；室外活动场地位置宜选择在向阳、避风处，场地范围应保证有 1/2 的面积处于当地

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之外。 

6 建筑与设施  

6.1 服务设施建筑标准应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条件合理确定，主要建筑的结构型式应兼顾使用

的灵活性并留有扩建、改造的余地。 

6.2 服务设施建筑设计应符合老年人建筑、城市道路、建筑物无障碍设计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等规范、

标准的要求和规定。服务设施建筑及其场地均应进行无障碍设计，并应符合 GB 50763 的规定。 

6.3 服务设施的建筑外观应做到色调温馨、简洁大方、自然和谐、外观标识应字体醒目、清晰。 

6.4 室外活动场地宜设置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健身器材等设施。 

6.5 室外濒水活动场地、踏步及坡道，应设护栏、扶手。 

6.6 有条件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可设置日间休息室、老人饭堂等拓展功能区。 

6.7 服务设施主要房间的采光窗洞口面积与该房间楼(地)面面积之比大于 1：5。 

6.8 服务设施室内地面应耐磨、防滑、平整，便于清洗。卫生间应安装帮扶扶手，厕所门应设置透光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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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双向开启锁具，便于老人使用及应急救护需要。 

6.9 服务设施的建筑材料及装修、装饰材料应符合安全、卫生、环境保护等现行国家标准和有关的行业

标准。 

6.10 服务设施各功能场所应设置通风设施,室内宜配备房间空气温度调节设施。如使用集中通风空调，

应符合 WS 394 的规定。 

6.11 服务设施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 GB/T 18883 的要求。 

6.12 服务设施室内噪音应符合 GB 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中 1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6.13 消防设施的配置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有关规定，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6.14 服务设施建筑抗震设防标准应按重点设防类建筑进行抗震设计。 

6.15 供电设施应符合设备和照明用电负荷的要求。 

6.16 给排水设施应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其生活服务用房应具有热水供应系统。 

6.17 根据网络服务和信息化管理的需要，敷设线路，预留足够端口。 

7 服务功能区基本设施 

7.1 服务功能区设施配置 

服务功能区设施配置应根据老年人群体特征，配备舒适、牢固、安全、色彩温馨的适老化设施设备。

依据医疗服务合作机构建议，配备适宜老年人康复理疗的医疗器材及其他助医器材；依据各功能室功能

设置，配备棋牌、书籍、储藏、通信、安全等设施设备。具备条件的, 应在相应活动场所及日间休息室、

卫生间等处安装应急呼叫系统。 

7.2 功能区（间）基本设施设备配置 

服务基础功能区设施设备配置宜根据场地规模，满足表 1规定中基础功能区要求，条件适合的可进

行功能拓展。各功能区（间）建设面积（㎡）宜符合表 1规定。 

表 1功能区（间）基本设施设备配置一览表 

序号 
功能区（间） 

活动场所 

建设 

面积（㎡） 

基本设施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 
服务项目 备注 

1 接待区 ≥50 

前台服务台、电脑、电视、桌

椅、品牌形象展示墙、人机交

互机、物品展示柜等 

服务项目咨询、会员卡办

理、群众接待等。 
基础功能区 

2 棋牌娱乐室 ≥60 桌椅、棋牌等 棋牌活动 基础功能区 

3 医疗保健室 ≥80 
基础检测设备、医疗简易床、

桌椅、电脑等  

健康咨询、血压测量、按

摩、拔罐、烤灯、泡脚等 
基础功能区 

4 多功能厅 ≥90 影音设备、桌椅等 
影音观赏、举办论坛、活

动交流、主题讲座等 
基础功能区 

5 阅览区 ≥50 电脑、书籍、桌椅等 电子阅览、书籍阅览 
基础功能区（可与

手工区合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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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序号 
功能区（间） 

活动场所 

建设 

面积（㎡） 

基本设施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 
服务项目 备注 

6 手工区 ≥50 桌椅、书画工具等 
手工艺品、书画创作及其

他创意活动 

基础功能区（可与

阅览区合并使用） 

7 卫生间 ≥20 
蹲便器、坐便器、水冲便器、

适老化扶手、洗漱设施等 
解决两便 基础功能区 

8 聊天品茶区 ≥50 桌椅、沙发、电视等 聊天交流、品茶等 基础功能区 

9 办公室 ≥30 电脑、桌椅、储物柜等 日常办公 基础功能区 

10 
信息化服务

平台 
≥60 电脑、数据库、电子触摸屏 

居家养老需求服务、信息

服务 
拓展功能区 

11 亲子娱乐区 ≥60 亲子娱乐设施设备 亲子娱乐 拓展功能区 

12 老人食堂 ≥100 厨房、就餐室等 解决老人就餐 拓展功能区 

13 日间休息室 ≥40 四张床位以上、被褥等 日间休息 拓展功能区 

8 标志标识   

8.1 服务设施导向系统的设置和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GB/T 15566.1 、GB/T 10001.1 、GB/T 

10001.2、GB/T 10001.4的相关要求。无障碍设施符号应符合GB/T 10001.9的要求。 

8.2 服务设施视觉识别系统宜采用统一的标识标牌, 整体布局和装修装饰注重温馨、温暖、温情，便

于老年人接受和辨识。 

8.3 牌匾文字及图案应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文字标识和公共标志醒目规范，与服务设施整体环境协调。

有中英文对照，译文准确。 

8.4 各种指示用和服务用文字应规范、准确，导向标志清晰。装饰、陈设充分体现传统的养老、敬老文

化元素，特色突出。 

8.5 安全标志及设置应符合GB 2894 的规定。 

8.6 消防标志及设置应符合GB 13495.1 的规定。 

8.7 服务设施中涉及人身安全的场所和设施应设置易于识别的警示标志。警示标志的设置范围应主要包

括: 

——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的场所和相关设备的标志(例如:运动器械的“使用方法”标志); 

——提示某些危险因素的标志(例如: “当心滑跌”“当心触电”等标志); 

——应急标志(例如:“安全出口”、“应急疏散通道”的标志); 

——供特殊人群使用的场所或设施的标志(例如:残障人通道的“无障碍通道”标志); 

——存放危险物品的场所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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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标志(例如:清洗地面作业时设置的“小心地滑”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