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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估计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发布的《世界残疾报告》，全球残疾人数量随着人口增

长和老龄化的发展，处于持续增加的状态。残疾的形成与健康、经济和环境因素有

关，道路交通伤害、自然灾害、暴力冲突等也会导致残疾的发生。据推算，全球约有

15%的人口带有残疾；0-14岁儿童中，估计5.1%的儿童（约9300万人）带有残疾，

0.7%的儿童（约1300万人）有严重残疾1。中国使用相对狭义的残疾分类标准，所以

残疾发生率与全球估计值相比较低。 

 

《残疾人权利公约》 

2006年，联合国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旨在促进、保护和确保所有残疾人充

分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并推动对残疾人固有尊严的尊重。在联合国《残

疾人权利公约》的协商和起草过程中，中国作为倡导者和参与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于2007年签署并于2008年8月1日正式批准了此公约。2010年8月，中国提交了关

于《残疾人权利公约》执行情况的初次报告。 

 

为使中国关于残疾人的国家立法与国际标准相一致，通过立法改革来促进残疾人

的权利和福祉，2006年，中国政府开始同步修订于1990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人保障法》。修订后的法律将有关残疾儿童的新规定纳入其中，并于2008年7月1日

正式生效。 

 

残疾人口统计 

有关残疾人状况的数据和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了证据支持。中国分别于1987年和

2006年开展了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2006年调查2在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和

直辖市开展，共抽样调查了77.2万户、253万人，其中包括近62万0-17岁儿童。调查

发现，2006年全国各类残疾人总数为829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3%3。全部残疾人

中6.1%是儿童，也就是说，大约有500万儿童存在着某种残疾，占全国儿童总数的

1.6%。这次调查提供了有全国代表性的、反映残疾儿童总体情况的数据。 

 

为了在2006年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后进一步监测残疾人状况，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中国残联）从2007年开始至2014年，连续八年开展全国残疾人状况监测工作，并定

期发布《残疾人状况及小康进程监测报告》。 

 

从2008年开始，中国残联结合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核发工作进行

持证残疾人的人口基础信息收集与管理，并通过与公安部“全国公民身份信息服务系

统”进行身份认证，建立全国残疾人口基础数据库4。截至2017年，人口库中已经累积

了3400多万持证残疾人的基础数据，其中包括0-17岁持证残疾儿童122万人。拥有残

疾人证有助于残疾儿童更好地获得有针对性的社会服务和政府帮扶。 
 

2015年初，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以人口基础数据库中的持证残疾人为主要对

象，组织开展了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专项调查5，并在随后年份进行年度动

态更新，为深入研究包括残疾儿童在内的残疾人状况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 

 

残疾儿童社会保障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日益规范并逐步完善，基本形成

了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托养服务和特别扶助五个方面较为完善的体

系，为残疾人积极融入社会生活提供了良好的保障。2015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全面

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中提及全面建立两项补

贴制度，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家层面建立残疾人专项福利制度，并与最低生活保障等

制度进行了有效衔接，填补了残疾人福利制度的空白6。 

 

残疾儿童作为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中一个重要的被服务群体，以多种形式享受社

会救助7和福利补贴8。相关调查显示，残疾儿童在得到社会救助和福利补贴方面几乎

没有性别差异，残疾程度越严重的儿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和两项补贴的比重越高，农

村残疾儿童享有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和福利补贴的比重均低于城镇残疾儿童。 

 

残疾儿童康复 

20世纪80年代，康复理念引入中国，成为中国残疾人康复事业发展的开端。康复

是残疾儿童提高或重获技能、能力和知识的重要途径，有助于他们“实现和保持最大

程度的自立，充分发挥和维持体能、智能、社会和职业能力，充分融入和参与生活的

各个方面”（《残疾人权利公约》第26条）。近年来，中国政府尤其关注残疾儿童的

康复救助：《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将“提高0-6岁残疾儿童抢救性康

复率”列为一项主要目标，《“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国家残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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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预防行动计划（2016-2020年）》以及《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中均强调了

需加强康复服务。 

 

尽管与2006年抽样调查时相比，残疾儿童接受康复服务的情况有所改善，但需求

远远没能得到满足。2015年专项调查结果显示，2600万持证残疾人和残疾儿童中有康

复需求的比重为59.6%，得到康复服务的不足20%9。根据最新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建

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自2018年10月1日起全面

实施，将现有社会保障制度覆盖不到的服务内容作为主要救助内容，并强调与基本医

疗保障、临时救助等制度进行有效衔接，以期到2025年，实现0-6岁残疾儿童普遍享有

基本康复服务的目标10。 

 

残疾儿童教育 

教育是残疾人实现平等参与、融合发展的根本。《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残疾

儿童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应针对残疾儿童的特性提供不同形式的教育，包括在普

通学校随班就读、在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就读、在特殊教育学校就读。中国政府承诺

“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健全残疾人教育体系，巩固特殊教育发展基础，大力推行融

合教育，并明确提出到2020年，适龄听力、视力、智力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比

重达到95%11。2017年新修订的《残疾人教育条例》中进一步针对义务教育以外的阶

段提出“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优先为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提供免费的学前教育和高

中教育，逐步实施残疾学生高中阶段免费教育”12。 

 

近年来，残疾人教育事业加快发展，2017年，视力、听力和智力三类残疾儿童少

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超过90%，残疾学生随班就读的比重超过50%13。目前，在全国儿

童义务教育已全面普及、高中教育基本普及的情况下，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参与水平仍

有提升空间，普及残疾儿童高中教育任重道远。 

 

挑战 

• 尽管现有的残疾统计数据为了解残疾人现状与需求、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决策起

到了重要作用，但缺乏全面、准确、连贯的残疾人信息以保障符合条件且有需求

的残疾人都享受到相应的优惠政策和福利保障服务14。 

 

• 中国有一部分残疾儿童特别是0岁儿童未参加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有限的救助和

补贴金额相对于残疾儿童就医过程中的巨大开销，仍是杯水车薪。需进一步加大

针对农村残疾儿童和低龄残疾儿童的社会救助力度，包括提高医疗救助以及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标准等。 

 

• 对残疾儿童开展康复工作不仅能够减轻残疾程度、预防并发症和继发残疾的发

生，还能最大程度地补偿其生理和心理上的损伤，促进残疾儿童充分融入和参与

生活的各个方面。但目前中国仍有一部分残疾儿童的康复需求未得到满足。应不

断健全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体系，形成早预防、早筛查、早转介、早治

疗、早康复的工作机制，确保残疾儿童普遍和及时享有基本康复服务并提高服务

水平，有效保障他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权益。与此同时，也需根据《残疾人

权利公约》，探索发展残疾的“社会模式”15。 
 

• 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参与水平仍存在提升空间，应针对残疾儿童的不同残疾类别和

等级，根据其身心特点和特殊需求，提供合适的受教育形式。作为首要目标，政

府应加强普通学校无障碍环境建设，尽可能保证残疾儿童就读于普通学校，继续

提升残疾儿童随班就读的比重，积极推进融合教育。同时也应根据儿童残疾的性

质和程度提供其他的教育形式。对一些残疾儿童来说，特殊教育学校可能是更合

适的选择；拓展送教上门和远程教育等方式则有助于一些重度残疾儿童享有受教

育的权利。 
 

• 社会中依然对残疾人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和歧视。在基础设施不健全、获得服务

和帮扶的机会不足或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由家庭来照顾残疾儿童难免力不从

心，可能导致残疾儿童被遗弃或送至儿童福利院。在制定相关法律、政策和规划

时，应该对残疾儿童的权利和需求予以优先考虑，优化救助、医疗、康复、教育

等各方面资源配置，倡导社会尊重残疾儿童的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

权，消除残疾儿童所面临的物质、态度、沟通和社会障碍，防止残疾儿童被“边

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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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残疾儿童占所有儿童的 

比重，2006年 

图 11.3  

各类残疾儿童人数，2017年持证残疾儿童

和2006年全部残疾儿童对比 

图 11.1 和 图 11.2 

根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推算，中国有504万残疾儿童，占全国儿童

总数的1.6%，占全国残疾人总数的6.1%。尽管近十年来中国总人口增长的同时儿童人口

规模在不断减少，同时政府积极采取包括预防出生缺陷、儿童伤害预防等措施降低残疾

发生率，但考虑到诱发残疾的危险因素有所增加，因此估计目前中国残疾儿童人口规模

与2006年抽样调查时接近，约为500万人。 

图 11.3 

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具有全国代表性，能够反映中国残疾人的总体情况。

该调查发布了2006年按七种残疾类别16分组的0-17岁残疾儿童人口的推算数，合计504万

人，最常见的三大残疾类别分别是智力残疾、多重残疾以及肢体残疾。2017年全国残疾

人人口基础库中登记的持证残疾儿童合计122万人，涵盖残疾儿童总数的近四分之一。 

资料来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疾儿童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2008年 资料来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疾儿童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2008年；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计资料，2017年  

图 11.2  

残疾儿童占所有残疾人的 

比重，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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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残疾儿童人口构成，分残疾类别、残疾等级、性别和城乡，2017年持证残疾儿童和2006年全部残疾儿童对比 

图 11.4 

与2006年残疾儿童人口总体构成相比，全国残疾人人口基础库中登记的持证残疾儿童中，肢体、听力和视力残疾比重更高，更多为重度残疾（残疾一级和残疾二级）a，更

多地偏向男童。这种有一定选择性偏差的构成与不同残疾儿童所在家庭的经济能力和监护人的维权意识、残疾儿童对帮扶服务的需求以及持有残疾人证是否能够获得所需的

帮扶是相联系的。呼吁和促进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申领残疾人证，也能一定程度上使他们更好地得到政府帮助。 

资料来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疾儿童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2008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计资料，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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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0-6岁残疾儿童接受基本康复服务的人数，

分残疾类别，2017年  

图 11.6 

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和附设特教班在校生占

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的比重，2012–2016年  

图 11.5 

2017年，超过14万0-6岁各类残疾儿童得到了基本康复服务17，其中27%是未持证儿

童。残疾儿童年龄越小，康复训练效果也会越好，在生活能力方面更有可能接近无残疾

儿童。但目前还有一部分残疾儿童的康复需求未得到满足，康复服务供不应求。  

图 11.6 

2016年，小学阶段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35.8万人，其中，54.6%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或

就读于附设特教班；初中阶段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12.3万人，其中60.9%随班就读或就

读于附设特教班。随班就读是推进融合教育、提高残疾儿童教育水平的优先方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2018年 资料来源：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简明统计分析》，2013-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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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残疾的“社会模式”是相对于“医学模式”而言的。社会模式认为“残疾”是有损伤

的人与存在各种障碍（包括物质、态度、沟通和社会障碍）的环境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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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和社会参与。视力残疾包括盲及低视力。 

听力残疾：各种原因导致双耳不同程度的永久性听力障碍，听不到或听不清周围环境声

及言语声，以致影响其日常生活和社会参与。 

言语残疾：各种原因导致的不同程度的言语障碍，经治疗一年以上不愈或病程超过两

年，而不能或难以进行正常的言语交流活动，以致影响其日常生活和社会参与。包括：

失语、运动性构音障碍、器质性构音障碍、发声障碍、儿童言语发育迟滞、听力障碍所

致的言语障碍、口吃等。3岁以下不定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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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残疾：人体运动系统的结构、功能损伤造成的四肢残缺或四肢、躯干麻痹（瘫

痪）、畸形等导致人体运动功能不同程度丧失以及活动受限或参与的局限。肢体残疾主

要包括：上肢或下肢因伤、病或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脊柱因伤、病

或发育异常所致的畸形或功能障碍；中枢、周围神经因伤、病或发育异常造成躯干或四

肢的功能障碍。 

智力残疾：智力显著低于一般人水平，并伴有适应行为的障碍。此类残疾是由于神经系

统结构、功能障碍，使个体活动和参与受到限制，需要环境提供全面、广泛、有限和间

歇的支持。智力残疾包括在智力发育期间（18岁之前），由于各种有害因素导致的精神

发育不全或智力迟滞；或者智力发育成熟以后，由于各种有害因素导致智力损害或智力

明显衰退。 

精神残疾：各类精神障碍持续一年以上未痊愈，由于存在认知、情感和行为障碍，以致

影响其日常生活和社会参与。 

多重残疾：同时存在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

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残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残疾人

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GB/T 26341-2010，http://www.cdpf.org.cn/ywzz/jyjyb/

jy_254/jyzcfg/201703/P020170314345928864808.pdf ，2011年） 

17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17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4月26日），

http://www.cdpf.org.cn/zcwj/zxwj/201804/t20180426_625574.shtml，2018年8月查阅 

http://www.cdpf.org.cn/zcwj/zxwj/201804/t20180426_625574.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