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浮宫博物馆参观条例

第二条 
接待区免费开放。公众务必遵守本条例所有规定。需接受对个人随
身物品及行李的安检，如发现违禁物品，本馆有权拒绝入馆（参见
本条例第三条）。
无成人陪伴的未满12周岁儿童，谢绝独自入馆（5月11日会议后新
增条例，卢浮宫-朗斯参观条例节选）。
公众需遵守在前言中提到的法律和法规以及本条例第五章关于人
员、物品、作品和建筑物保护的规定和说明。此外，不得做出任何
有碍正常公共服务的行为。
公众必须对本馆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员保持文明礼貌。

禁止下列行为与活动：

- 进行募捐和请愿；
- 无理取闹，对博物馆工作人员及其他游客施行暴力或攻击性和不
雅举动；
- 组织示威活动；
- 煽动公共聚集和集会；
- 阻碍人员行走，阻塞过道和出口，包括坐在楼梯和自动扶梯上；
- 任何阻碍商业销售点和展厅出入的行为；
- 从事任何兜售商品、广告、宣传或招揽活动；
- 穿游泳衣、裸体、裸露上身或赤脚；
- 使用可能会打扰其他游客的音响设备；
- 躺在长椅上、随地吐痰、随便乱粘口香糖；
- 在馆内吸电子烟。

第三条 
严禁携带可能因其性质或用途对人员、物品、作品和/或建筑物构
成风险的物品进入公共开放区域。

严禁把下列物品带入馆内：

- 各种枪支武器和弹药。在接待区入口安检处，检出的随身携带小
刀均由本馆工作人员装入本馆提供的塑料袋内代为保管；
- 各种工具，包括美工刀、螺丝刀、扳手、锤子、钳子和剪枝钳；
- 各种钝器（防身棍棒、棒球棒）；
- 过重、体积过大或气味难闻的物品；
- 爆炸性、易燃性或挥发性物品；
- 含有可能会损坏作品、建筑物和/或安全设备物质的气溶胶（染
料、涂料和油漆）；
- 可致使人员丧失能力的物质、电子武器等；
- 艺术品或古董；
- 数量过多的饮料或食物，由接待区安检人员判断决定；
- 动物，导盲犬或陪同身体或精神残疾人员的辅助犬除外。

允许正式获得资格的临摹画家使用上述部分禁用物品，但需经过
安保人员和消防安全保卫科消防队员的检查，数量不得超过单日
所需量。

在接待区检查过程中，如发现任何违反这些规定的情况，接待安保
销售部门有权报警。

根据1992年12月22日关于建立国家公共机构卢浮宫博物馆的第
92-1338号第17-13条法令修订；根据2013年7月30日第2013-700
号法令实施关于建立现代化、简化和预防性枪支管制的2012年3月
6日第2012-304号法令；根据关于国家建筑卢浮宫和杜乐丽公园的
庭院、通道和列柱的条例；根据欧仁•德拉克洛瓦美术馆的参观条
例；根据卢浮宫联合技术委员会于1999年2月9日、2005年6月14
日、2007年6月21日、2011年5月10日、2012年2月14日、2014
年2月11日提出的意见；根据卫生、安全和工作条件委员会于2016
年9月29日和卢浮宫技术委员会于2016年10月12日提出的意见；
根据国家公共机构卢浮宫博物馆理事会于1999年3月19日、2005
年6月24日、2007年11月23日、2011年6月24日、2012年6月22
日、2014年3月28日、2016年11月14日提出的意见；国家公共机
构卢浮宫博物馆馆长 。

决定：

前言
本条例适用范畴

人员 
本条例适用于参观卢浮宫的所有游客，以及
1）获准使用本馆场地举办会议、接待、讲座、音乐会、演出和各
种仪式的个人或团体；
2）任何非本馆的外部人员，包括因工作关系来访的外部人员。依
照本条例第七章的规定，在任何时候，这些人员及游客必须听从
本馆工作人员的管理 。

空间 
卢浮宫博物馆公共开放区域有：检票口前的接待区、检票口后的
常设展和临时展展厅、藏品收藏保管部资料中心。

卢浮宫博物馆参观者适用法律有以下规定：

- 依照法国《刑法典》第311-4-2条和第322-2条的规定，禁止盗
窃、故意毁坏、破坏和损坏任何陈列或保存在本馆的列入国家保
护名单或已登记的家具或建筑物或其他物品；
- 依照法国《刑法典》第R 645-13条的规定，禁止在本馆对外开放
时间以外未经允许逗留在馆内；
- 依照法国《公共卫生法典》第L 3511-7条的规定，禁止在本馆接
待区和以上定义的展厅内吸烟；
- 依照2010年10月11日发布的第2010-1192号法令的规定，不得身
着蒙住面部的服装入馆。

第一章  
进入接待区

第一条 
接待区指位于玻璃金字塔下的拿破仑厅和狮门之间的空间。
参考本条例第八条的规定，拿破仑厅每天开放（周二和部分节假日
除外），开放时间如下：

- 周一、四、六、日：9点至19点30分；
- 周三、五：9点至22点。

狮门入口每天开放（周二、五和部分节假日除外），开放时间：
9点至17点30分。
卢浮宫博物馆馆长根据法定节假日决定闭馆日期。
如有特殊情况和事件发生，卢浮宫博物馆馆长有权决定更改上述开
馆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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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行李和寄存处

第四条 
行李自助寄存处为游客免费提供衣服、拐杖、雨伞、箱包
等个人物品存放服务，物品最大尺寸不得超过55厘米x35厘
米x20厘米，口袋、车轮和把手包括在内。

行李寄存服务仅供参观常设和临时展的游客和演播厅观众
使用。

第五条 
本馆为团体游客另安排有与散客不同的行李寄存处。

第六条 
本馆对存放在行李自助寄存处储物柜内个人物品的丢失或
损坏概不负责。



- 保护头盔；
- 摄影器材三脚架和便携支架、自拍杆等；
- 照明装置及支架，参见本条例第六章的规定；
- 艺术创作或临摹所需原料（包括画布、板材、水彩、水粉等），
本条例第三条规定的特许情况除外。

第四章 
团体参观须知

第十二条 
团体参观需向接待安保部预约参观时段。

七人成团，可由持证讲解员陪同参观（《旅游法》第R.221-11
条）。

团体参观每团人数不得超过25人（学校团体除外，人数限于一个
班级）。在整个参观过程中，团体负责人应将团体参观票置于醒
目之处。

团队参观门票仅限一次入馆使用，一旦离馆即作废，不得再次使
用。

此外，团体成员不得脱团（本条例第十四条提及的情况除外）。

本馆免费开放日恕不接待团体参观（如免费周日、7月14日等），
经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特许情况除外 。

第十三条 
团体参观需安排领队，领队必须保证团体成员遵守本条例及团体
参观规定的全部内容。

学校团体应由老师带队。初中三年级及以下的学校团体（从幼儿
园到初中三年级），每10名学生至少有一名陪同人员；从高中一
年级起，学校团体每15名学生至少有一名陪同人员。

在任何情况下，团体游客不得影响其他参观者。

团体游客不应在金字塔下方逗留，也不得阻挡通道或在自动扶梯
前停留。如需交流博物馆参观信息，请前往接待区。

第十四条 
团体进入接待区领队必须出示团体票或本馆签发的预约信函。

如尚无团体票，领队需独自前往团队接待处购买团体票。票数有
限，售完为止。

在领队办理购票手续时，团体游客需按照接待安保人员的安排，
在通道外等候。

第十五条 
允许下列资质人员在馆内进行讲解：

- 持有根据《旅游法》第R. 221-1条规定发放的专业许可证的讲解
员或导游；
- 国家博物馆讲解员；
- 持有专业许可证的法国或外国博物馆保管人；
- 国家古迹中心讲解员；
- 卢浮宫学院的教师及助教、带领学生参观的法国或外国教师；
- 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特许人员。

这些人员应把专业许可证或胸牌置于醒目之处。

第十六条 
接待安保部门的工作人员有权随时进行监督检查，以检查馆内讲
解人是否具备资格，以及团队参观规定的遵守情况，如团体参观
票、团体人数等。

凡违反第三章和第四章规定者，本馆有权中断其参观并勒令出
馆。参观门票费用不予退还，且谢绝其重新预约团体参观。

第七条 
游客必须在当天闭馆前取回存放在行李自助寄存处的个人物品，
否则将由本馆工作人员在接待处保留15天。

如逾期未取，物品将交给巴黎警察总局失物招领处，地址：
36, rue des Morillons, 75015 Paris。

存放在行李自助寄存处的食物类物品每日在闭馆后一概销毁处
理。

第三章 
进入常设展展厅和拿破仑厅内临时展展厅

第八条 
常设展和临时展展厅开放时间如下：

- 周一、四、六、日：9点到18点；
- 周三、五：9点到21点45分。

如有特殊情况和事件发生，卢浮宫博物馆馆长有权更改上述开馆
时间。
部分展厅可能因故暂时关闭，但不因此予以退票。

闭馆前将提前清场。
根据展厅和博物馆出口的分布情况，闭馆前15到30分钟开始清
场。
拿破仑厅在闭馆前15分钟开始清场。
在闭馆前45分钟（17点15分起）开始停售博物馆和临时展门票
（晚场开放日除外）。晚场开放日闭馆前30分钟（21点15分起）
开始停售门票。

第九条 
未经本馆事先明确同意，严禁转售本馆门票。

第十条 
除免费开放日外，在本馆对外开放时间进入本馆展厅，必须持有
由本馆授权售票机构发放的有效门票或其他证明。
有效凭证如下：
1. 本馆门票；
2. 符合免费参观条件的凭证；
3. 临时或长期通行卡和凭证。

- 临摹画家特许证；
- 有效团体票，包括预约、门票和服务费用凭证（如适用）。
本馆接待安保人员有权随时进行抽查。

第十一条 
下列规定适用于常设展与临时展展厅。公众需遵守在前言中提到
的法律和法规及本条例第五章关于人员、物品、作品和建筑物保
护的规定和说明，以及本条例第二条和第三条的一般规定。
严禁：
- 越过为避免参观者过于靠近作品而安置的隔离线或坐在隔离设
施上；
- 触摸作品。卢浮宫博物馆馆长为盲人或视力障碍者提供的特许
除外；
- 使用放大镜观看作品。卢浮宫博物馆馆长为视力障碍者提供的特
许除外；
- 使用有可能对作品造成损坏的物品指点作品，如铅笔或其他书写
工具、拐杖、导游使用的所有导游工具等；
- 在展厅内吃东西和喝饮料，必须把食品和饮料装在密封袋中，仅
允许在远离作品的地方饮用不带气泡的水；
- 任何造成环境嘈杂影响他人的举动，包括使用手机；
- 使用隔离区内的电源插座。

此外，严禁把下列物品带入展厅：

- 尺寸超过55厘米x35厘米x20厘米的包袋、公文包、文件夹、行
李、包裹或画夹；
- 婴儿背袋；
- 踏板车、旱冰鞋、滑板和单轮电动滑板；
- 拐杖及步行手杖。但允许老人或残疾人使用末端带有保护套筒的
拐杖；
- 雨伞。除非可放在衣服口袋或手袋里的折叠伞，以及老年人或残
疾人使用的末端带有保护套筒的雨伞；
- 艺术作品的复制品和浇铸模型；
- 乐器；

第十七条 
参加本馆组织的语音讲解必须佩带耳机，领取耳机需抵押身份证
件。

第五章 
人员、物品、作品与建筑物的保护

第十八条 
游客不得有任何可能会危及到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行为。
 
严禁：

- 越过为避免参观者过于靠近作品而安置的隔离线或隔离设施；
- 无故使用轮椅或婴儿车专用自动扶梯；
- 不当使用自动扶梯，如逆向行走、乘扶梯时撑在扶手带上或扶梯
台阶上、拉扯扶手带阻止其运行等；
- 在馆内任何物体表面写字刻字和涂鸦；
- 在馆内奔跑、滑行、推搡、攀登；
- 把私人物品弃之不管，即便只是很短的时间；
- 未满12周岁儿童无成人看护；
- 把人扛在肩膀上；
- 未经本馆安保人员许可擅自搬走座椅或家具；
- 无故擅自摆弄火灾警报器或消防器材（灭火器、消防水带、消防
水管等）；
- 无故摆弄防盗报警系统。

未成年人的父母和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行为负有责任，他们应保
证未成年人遵守上述条例规定。

第十九条 
如遇事故、人员昏倒或意外情况，需告知博物馆工作人员。

游客中如有医生、护士或急救人员出面协助，该人需守候在病人
或遭遇意外事故者的身旁，直至其被安全撤离现场，并请将姓名
和地址告知在场的本馆工作人员和消防安全保卫科负责人。

第二十条 
如遇火警或重大事故，应保持冷静。

应立即报告事故：

- 告知在场的安保人员、消防安全保卫科的消防员或本馆任何工作
人员；
- 使用安装在展厅内或接待区的内线电话，拨打5118报警。

第二十一条 
游客如走失迷路，将由接待安保人员陪同前往拿破仑大厅的服务
区。

第二十二条 
无人看管的物品，如被视作危及到本馆安全，则将立即销毁，无
需预先获得警方签发的通知。

第二十三条 
如果遇窃或发现行窃，本馆会启动警报系统，关闭出入口，并在
出口处实行检查，接待安保人员将搜查箱包和衣物或由警方进行
搜身。

第二十四条 
依据《刑法典》第R 642-1条，在警方需要时，每一位游客均有义
务提供协助。

第二十五条 
为了保证安全，馆内接待安保人员有权要求游客打开箱包接受检
查。

第二十六条 
卢浮宫和杜乐丽等国家所属场所均配有视频监控装置（依据1995
年1月21日第95-73号法令和1996年10月17日第96-926号法令）。
如对视频监控装置运作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卢浮宫博物馆接待安
保部门负责人，地址：Pavillon Mollien, 75058 Paris - Cedex 01。

第六章 
拍照、录像、临摹及调查

第二十七条 
在常设展展厅内允许拍摄以个人使用为目的照片及录像，但禁止
使用闪光灯等照明设备。
在临时展展厅和小画廊内禁止拍照和录像。
禁止对馆内技术设施和器材进行拍照和录像。
特殊情况须得到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的批准，申请材料需提交给卢
浮宫对外关系部。

第二十八条 
专业摄影、拍摄电影、录制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受专门规定管
辖，并须事先获得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的书面许可。
书面许可随附一份具体细则，说明相关使用条件。
除获得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的许可外，若本馆员工或公众出现在任
何录像、摄影或录音中，还需获得其本人同意。如有违反上述规
定的情况，本馆概不承担对第三方的任何责任。

第二十九条 
临摹本馆藏品需获得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的许可，申请材料需提交
给负责临摹员事务的主管办公室。
获得许可者必须遵守本条例的各项规定及与之相关的特别规定，
如所临摹原作的保护、良好秩序和任何复制权。
在常设展与临时展展厅内允许画素描，所使用的纸或薄纸板最大
尺寸不得超过50厘米×40厘米，但不得妨碍其他游客正常参观和走
动。同样，所使用的画夹最大尺寸不得超过50厘米×40厘米。

第三十条 
任何调查和民意调查应事先获得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的许可。

第六章 
违反本条例及制裁

第三十一条 
游客应服从本馆工作人员的管理与指挥，本馆人员均以本条例为
准则。
如违反本条例规定，当事人可能会被禁止入馆、勒令立即离馆
和/或（如适用）招致法律诉讼。

第三十二条 
本馆工作人员尤其是接待安保人员负责监督本条例的正确执行。

第三十三条 
在本馆工作人员执行其职能责任时，任何人如对之进行攻击、威
胁或侮辱均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第八章 
最终条例

第三十四条 
意见建议表可在信息库、拿破仑厅内服务区、杜乐丽花园接待
站、卢浮宫官网（www.louvre.fr）获取。
另可在www.louvre.fr网站上获取满意度调查表。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取代此前的条例。本条例内容将通过张贴公示的形式和其
他途径告知公众。

16年 11月 28日于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