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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 entertainment space is a comprehensive space that carries the activity needs of all kinds of people, among 
which children are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 users and active groups. The form and combination of public spaces affect 
children’s activity behaviors. At the same time, Children’s use behaviors also affect the design of public space form 
and function. This research analyzes children’s behaviors in public entertainment spaces, focusing on children’s use 
behaviors and differences with other groups of people; through a case study, a questionnaire is further designed to 
understand children’s preferences and 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entertainment spaces, so as to know their use needs in 
public entertainment spaces. Suggestions for child-friendly development in the design of future urban public 
entertainment spaces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that the design of children’s entertainment spac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humanized design, and their safety, education, and fun should be considered comprehensively,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subsequent design of child-friendly public entertainment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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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共娱乐空间是承载着各类人群活动需求的综合性空间，其中儿童是该空间使用最频繁与活动最活跃的群体之

一，公共空间的形态及组合影响着儿童的活动行为，同时，儿童的使用行为也影响着公共空间形态功能的设计。

本研究通过对儿童在公共娱乐空间中的行为分析，关注儿童的使用行为及与其他人群之间的使用差异;透过案

例分析，进一步设计调查问卷，了解儿童对公共娱乐空间的喜好度与满意度，从而得知其在公共娱乐空间中的

使用需求。提出在未来城市公共娱乐空间设计中对儿童友好的发展建议，包括儿童娱乐空间的设计要以人性化

的设计为原则，其安全性、教育性、趣味性等因素应得到综合考虑，希望为后续的儿童友好型公共娱乐空间设

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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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

到儿童的娱乐空间逐渐趋于商业化，儿童的娱乐活动

由户外转向室内。儿童将多数课外时间花费在了电子

产品和网络游戏上，户外活动减少，随之引发近视、

儿童肥胖症和抑郁症等多种疾病产生，对儿童的身心

健康发展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由于城市扩张而导

致的城市绿化面积日益减少，城市居住区的高度密集

已成为一道城市景观，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对公共

空间品质以及居住环境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基于这些

因素，人们对儿童公共娱乐空间发展的期望也越来越

大。设计工作者开始关注城市公共娱乐空间的营造，

却容易忽略了儿童使用人群的行为特征和使用需求

的研究。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2020 年中国

0—14 岁人口数量约为 25338 万人，随着人口的流动，

城镇儿童规模在持续增加，意味着儿童对城市公共娱

乐空间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大
[1]
。城市公共娱乐空间承

载着儿童的童年生活，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儿童的活动

状态应得到一定重视，而现实中儿童的公共娱乐空间

却微不足道。健康中国的战略，在《“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指出了全民健康是面向全龄居民友好，尤

其要考虑儿童与老人等弱势群体是友好性
[2]
。一个城

市的友好程度很重要一方面是体现在对于儿童的友

好，在空间维度上，儿童的友好必须适应儿童的活动

需求，公共娱乐空间是儿童友好型城市的物质载体，

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有着重要

影响。 

城市公共空间的结构与类型源于人们的交往行

为方式和心理情感的诉求，公共空间中使用者的行为

特征影响着空间形态功能的设计。本文以梧州市藤县

藤州文化广场为例，聚焦儿童在公共娱乐空间中的使

用行为特征，通过调研，分析不同使用人群的使用情

况，总结存在的问题，提出满足不同使用者需求的空

间设计建议。儿童的户外娱乐活动关乎儿童的健康成

长，因此，营造满足儿童需求和成长要求的友好型空

间，创造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公共娱乐空间具有重

要价值与意义。 

2. 文献探讨 

2.1. 城市公共娱乐空间对儿童的重要性 

城市公共娱乐空间对于儿童及社会的发展有着

重要意义，优秀的公共娱乐空间设计可以提高儿童户

外活动的频率，可以强身健体，并促进儿童心理发育，

从而培养儿童对社会的认知，为儿童成长提供重要帮

助。 

公共空间是儿童开展娱乐游戏的主要场所，而游

戏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必要活动。游戏能促进儿童心

理、生理以及身体机能等多方面的发展，具有多个益

处
[3]
。儿童对社会的认知始于游戏，利用游戏活动促

进儿童对世界的认知，能够锻炼其语言表达、综合技

能、思维结构与感知等能力。而当前在多数城市中，

儿童的娱乐空间还处于“滑梯+沙坑”的简单模式，

不能满足儿童的娱乐与行为需求；人在空间中的行为

是与心理、生理需求和环境之间互为影响的，人性化

的公共空间对人的行为与自身体验起激发与促进作

用
[4]
。又如迪士尼乐园、欢乐谷等综合性的娱乐场所，

虽然这些空间中的游乐设施较齐全，具备有一定的安

全保障，但这种快餐式的娱乐文化也只能短暂地满足

儿童的需求，并不能作为儿童日常童趣生活的一部分。 

当前儿童成为每个家庭的核心，儿童担负着家长

的期待，承担着沉重的学习压力。儿童的游戏空间和

娱乐设施因家长不了解其对儿童成长的意义，缺乏对

游戏空间的全面认识而被忽略
[5]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

与压力下，儿童更需要有一个自由自在的释压空间。

因此，通过对儿童在娱乐空间中的使用行为研究，了

解儿童的行为习惯和心理需求，创造出更有利于儿童

健康成长的娱乐空间，营造更舒适、友好的成长环境。 

2.2. 公共娱乐空间中儿童使用行为研究 

2.2.1．国外公共娱乐空间中儿童使用行为研
究现状 

随着社会的发展，娱乐空间趋于细化，将文化、

科普教育等融入到公共娱乐空间中
[6]
。在国外，与儿

童成长相关的理论实践和空间设计研究起步早且更

全面，许多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对公共娱乐

空间中的儿童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儿

童与空间环境的关系应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

公共空间环境质量、设施质量、安全保障等问题都会

成为影响儿童使用的因素
[7]
。在美、日、英、德、法

等发达国家中，儿童游戏场所与儿童公园已成为设计

的重要内容，尤其在居住区的规划设计中，设计师必

须将儿童娱乐空间融入到规划设计理念中，从安全性、

健康性、趣味性三个方面对儿童娱乐空间进行设计
[8]
。

教育家和设计师弗雷德·林·奥斯曼对儿童行为与

环境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的研究
[9]
，在开放的公共娱

乐空间中，玩耍是儿童健康成长的先决条件，在居住

区密集的城市环境中认识到他们对空间的需求和怎

样改善活动空间很重要。因此，儿童在开放的公共娱

乐空间中活动，儿童的行为与环境之间产生许多交集，

儿童在迎合环境对行为特征做出改变的同时也对环

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2.2．国内公共娱乐空间中儿童使用行为研
究现状 

中国对于公共娱乐空间的研究起步较晚，对儿童

使用行为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则更少。20 世纪 80 年代

中国出台了与儿童活动场地建设相关的政策，将儿童

娱乐场的建设纳入到居住区当中
[10]

，1992 年以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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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的国家行动计划开始实施。目前，城市建设对

儿童户外活动空间依旧缺少关注，监督与管理不到位。 

由于的儿童活动特点和行为特征较为特别，因此

根据儿童的活动特点和使用行为做出适用的设计尤

为重要。儿童公共娱乐空间作为儿童使用最频繁的户

外空间之一，是儿童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观念的影响，在成年人眼中，

对于儿童的游戏常常带有偏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社会逐渐开始关注儿童的成长需求，出现了越来越多

为儿童设计的公共空间，但仍缺乏对儿童在公共空间

中的使用行为的关注与研究，导致了空间尺度及娱乐

设施与儿童的使用行为需求不一致，从而导致了儿童

在公共空间中的活动得不到基本的安全保障，甚至使

其失去户外活动的机会。因此，儿童的使用行为和需

求是影响儿童娱乐空间规划与设计的重要因素。 

2.2.3.儿童友好型城市 

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以儿童生活环境的健康

程度为标准之一，“儿童友好型城市”被广义定义为：

建设为少年儿童提供安全、舒适自在的成长环境，主

要表现为尊重儿童权益,关注儿童的呼声、满足儿童

需求、让儿童享受城市带来的益处
[11]

。从 1996 年起，

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概念被许多的国家和地区重视，先

后有 400 多个城市被认定为儿童友好型城市，而中国

的诸多城市中却没有一个在列
[12]

。当前，儿童的友好

城市的发展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

群体呼吁并参与到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营造当中。 

友好的、人性化的公共娱乐空间是对“友好型城

市”的一种诠释，将儿童的权益与成长需求优先进行

考虑，通过改善公共空间的安全性、可达性以及环境

质量等提高城市的儿童友好度，发挥出公共娱乐空间

与周边环境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带来的好处
[13]

。城市对

儿童的友好性应体现在多个方面，城市公共空间与儿

童的空间行为产生着密切的联系，其安全性与环境质

量是空间与儿童建立友好关系的必要前提条件。 

3. 研究设计 

3.1. 基地分析 

本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藤州文化

广场为例，其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政贤路

与藤州大道交叉路口往南 50 米处，面积为 27800 平

方米，广场处于街区的中心，布局大致如正方形（图

1）。广场有四个主要的出入口，附近有购物中心、小

吃街、商业街等，在距离广场一公里范围内有幼儿园、

小学、初中、高中等文化教育机构。从卫星图中可以

看出（图 2），周边的街道密布，住宅楼林立，人口

密集，但附近只有一个公共活动空间，因此当地居民

的休闲娱乐活动主要集中在这一空间内。 

在全国各个城市当中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与滕

州文化广场相似的城市公共空间，道路的扩张，城市

绿化面积逐渐缩减，原有的绿地被开发成为各种建筑

楼宇，高度密集的建筑给人以压制的窒息感。因此，

本次研究以综合性的滕州文化广场为例，对该空间进

行公共娱乐空间中儿童使用行为的调查研究，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 

  

图 1  基地位置 图 2  卫星地图 

图表来源：谷歌地图 

文章通过对广场中的使用人群与公共娱乐空间

设计进行调查，重点对儿童（年龄为 0—18 岁）这一

特殊人群的使用行为进行研究。本次研究的信息与数

据采集时间为 5-8 月份期间，为了更好地了解不同时

段儿童在广场中进行的行为活动，将现场调查的时间

分为工作日和周末节假日两个时期，具体的调查时间

为上午 7：00—9：00、中午 11：00—13：00、下午

17：00—20：00 这三个时间段，观察一天中不同的

时刻到广场活动的儿童人数变化及儿童使用行为特

征。 

3.2. 研究内容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藤州文化广场儿童娱乐空间

的使用情况，通过对该基地的实地调研，使用行为观

察法和情景访谈法，并结合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探究，

旨在创造出更有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公共空间，同时

为类似的儿童公共娱乐空间设计作参考，将从以下四

个方面对其进行研究： 

（1）、首先深入了解国内外公共娱乐空间中儿童

使用行为的研究状况，总结基于儿童使用行为习惯设

计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将儿童的使用行为、生理行为

以及心理行为对娱乐空间的环境需求、功能需求做分

析。 

（2）、在不同时间段对藤州文化广场进行实地观

察，对不同的使用人群进行开放式访谈，收集意见与

建议，发放调查问卷进行数据统计。问卷内容包括基

础信息、喜好度、满意度以及使用需求四个方面，整

理统计调查数据，得出客观的调研结果。 

（3）、对于儿童娱乐空间调研数据分析的结果提

出建议，以喜好度、满意度和使用者需求建议的调查

数据为基础，对藤州文化广场儿童公共娱乐空间现存

问提出解决建议，以满足不同使用人群的需求，并改

善儿童在公共娱乐空间的使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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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法、访谈法、行为观察法、

问卷调查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资料的搜集，将获取

的文献与原始资料加以整合与分析，从而提高本研究的

信度。 

（1）、文献分析法：本研究通过阅读与公共娱乐

空间中儿童使用行为有关的书籍、期刊、论文等文献

资料，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分析，了解国内外专家学

者对城市公共娱乐空间中儿童使用行为的研究状况，

为开展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2）、访谈法：访谈主要采取的是情景访谈法，

访谈者与受访谈者在活动场景所发生的地点面对面

地进行口语的交流，是研究者在设计基地或者使用者

行为所发生的地点，结合该公共空间或公共设施，让

受访谈者在访谈的过程中，可以更详细具体地就空间

存在的问题进行交流。情景访谈法与传统的在某定点

空间内进行访谈有所不同，该方法可以让使用者就场

景更直观地进行描述，同时将访谈模式从一对一转化

为一对多，吸引更多“旁观者”加入到访谈活动之中，

从而获取到更为广泛的信息。由于儿童所处年龄不同，

特别是低年龄段儿童的表达能力以及认知能力还有

所欠缺，儿童家长的陪伴对其喜好以及行为习惯都比

较了解，因此，除了访谈儿童群体以外，还将儿童家

长作为访谈的重要对象，以开放式访谈的形式收集信

息资料。 

（3）、行为观察法：对研究基地环境与人群进行

调查，了解该广场的使用现状，采用摄影的方式对基

地现存问题进行记录，观察不同使用人群与空间所产

生的联系，如儿童的活动轨迹和娱乐设施使用状况等，

为调查问卷的设计提供依据。 

（4）、问卷调查法：根据前期调研中重点关注的

研究问题进行问卷设计，确定问卷调查的对象、人数

以及问题选项，通过在藤州文化广场中发放问卷，并

结合使用问卷星小程序发布线上问卷调查，拓宽调查

范围，以便更全面地了解藤州文化广场公共娱乐空间

中儿童的使用情况、喜好度、满意度与使用需求的问

题。最后统计问卷调查结果，对数据进行分析，将数

据分析的结果作为设计思考的依据，提出更能满足儿

童对空间需求的设计构思。 

4. 调查结果分析 

4.1. 使用行为与问题分析 

4.1.1．使用行为分析 

透过对不同使用人群使用行为的观察，将不同使

用人群在同一时间段的具体活动内容进行比较，其中

儿童的活动内容较为活跃，如奔跑玩耍、滑滑板、溜

冰等；而家长及老人的活动内容则较为休闲，如晨练、

打太极、散步等（表 1）。在同一空间中，不同的使

用人群在进行各自的活动时容易受到对方的干扰，甚

至会产生碰撞的意外，因此为不同的使用人群创造不

同的使用空间，使空间划分使用更为充分合理，互不

干扰，同时满足不同使用人群的需求。 

表 1  不同人群的使用行为比较 

使用人

群 

观察时

间 
现场照片 

具体活动内容 

儿童 

7：00—

9：00 

 

散步、跑步、在健

身器材上做运动、

在石子路上走跳； 

11：00

—13：

00 

 

在广场中心奔跑

玩耍、放风筝、滑

滑板、溜冰，在石

凳上呆坐、看老人

下象棋； 

17：00

—20：

00 

 

在健身器材间窜

走、奔跑，在花圃

上走跳、放风筝、

滑滑板、溜冰、跳

广场舞； 

家长与

老年人 

7：00—

9：00  

做晨练、打太极、

跳广场舞、散步、

在运动器材上做

运动、遛狗、闲坐

观景； 

11：00

—13：

00 

 

乘凉、闲聊、看报

纸、下象棋、打牌、

拉二胡、照看小

孩、遛狗、路过休

息； 

17：00

—20：

00 

 

跳广场舞、散步、

跑步、下象棋、打

牌、拉二胡、照看

小孩、休息闲聊、

看报纸、遛狗。 

4.1.2．空间问题分析及总结 

通过实地勘察，以及对儿童与儿童家长进行访谈，

根据儿童与家长的描述，归纳总结出儿童在公共娱乐

空间中存在的问题。如针对儿童的娱乐空间过小，不

能满足儿童的使用需求；娱乐设施少且过于单一，对

儿童没有吸引力，儿童将运动器材当作娱乐设施使用，

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等等（表 2）。由于娱乐设施的缺

乏，加之儿童自行购买玩具在家中玩耍，使儿童大部

分空余时间是宅在家中，户外活动也越来越少，将影

响儿童的健康成长。由此，对广场中存在的问题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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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分析： 

表 2  广场空间中存在的问题 

访谈对象 存在问题内容 

儿童 

儿童娱乐空间太小、空间使用混乱、缺少

娱乐设施、室内儿童娱乐场所更具吸引

力、户外玩耍时间受限、无趣、没有新鲜

感、不安全。 

家长 

儿童独自外出玩耍不安全、公共娱乐设施

少、儿童的娱乐需求大、家长与儿童的游

戏互动较少、出现儿童与老人抢用设施的

现象、儿童将运动器材当作娱乐设施使用

不规范且不安全、影响老人活动、会带儿

童到室内的儿童娱乐场所玩耍、室内空间

较为安全、会给儿童买各种玩具在家玩。 

（1)、广场内没有设置儿童专属的娱乐空间，只

有少量功能模糊的娱乐设施，广场中的运动器材多为

提供给中老年人使用的，颜色单一，缺乏趣味性（图

3、图 4）。中老年人的运动器材被儿童当作娱乐设施

使用，既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也会影响到中老年人的使

用。景观设施小品被儿童当作游乐设施使用，不正当

的使用行为使其遭到损坏，儿童群体的自我保护意识

较弱，因此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 

（2)、广场周边设置了许多石凳、石桌供居民休

息闲聊，但有许多桌椅位置较隐蔽，使用的频率低，

因此使得该空间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图 5）；广场

属于露天状态，人们的活动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天

气不好时基本没有人去广场活动，晴天则较多家长带

着儿童出来活动（图 6、图 7）；广场设置了许多由鹅

卵石铺设的地面，许多家长反映石子路比较适合于成

年人和老年人的活动，由于石头的凹凸程度不同，儿

童在活动玩耍的过程中容易出现摔跤的意外（图 8）。 

（3)、下午时段，广场出现多元混杂的使用状况，

如儿童在溜冰、滑滑板、放风筝等，因此经常会出现

摔跤或撞到其他人的情况，存在着安全隐患。小商贩

也进入广场内售卖气球、风筝、滑板等物品，空间使

用状况较为混乱。 

   
图 3.广场中心 图 4.健身器材 图 5.半围合休闲

空间 

 
 

 

图 6.下雨天居

民活动状况 

图7.晴天居民活

动状况 

图 8.石子路 

问题总结：通过上述对空间的问题描述，主要问

题表现为缺乏儿童娱乐的空间、缺少儿童娱乐设施、

空间利用不足、空间使用混乱。因此，对空间的功能

进行划分尤为重要，可以提高空间的使用率，更符合

使用需求。 

4.2. 喜好度、满意度与使用需求分析 

4.2.1．基础信息与喜好度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问卷发放总

量为 100 份，分别为线下 30 份，线上 70 份，有效问

卷为 93 份。其中参与问卷调查的使用者当中，3—6

岁的儿童人数较多，占比 40%；在儿童到广场娱乐玩

耍的喜爱度调查中，86.7%的儿童喜欢到广场娱乐玩

耍，因此得知，广场中娱乐玩耍的儿童人数较多，儿

童对活动空间需求较大，是儿童进行户外活动的主要

场所。 

在对儿童的娱乐时间的调查中，儿童到广场娱乐

玩耍的时间以早晨和晚上较多。由于晚上广场中活动

人数较多，公共娱乐空间更应注重灯光和安全问题，

良好的照明设施可以在夜晚提高使用者的辨识能力，

避免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意外。80%儿童在广场中停留

的时间多为 1 个小时以内，并且更喜欢选择与朋友 1

到 3 人一起玩耍（表 3）。儿童集聚性、群体性的娱

乐方式容易造成活动人群的分布不均，在无目的组团

聚集的向群性需求的向心空间中，不同年龄阶段的儿

童和不同的活动内容，娱乐设施和器材不宜集中放置，

应预留足够的活动面积。 

表 3  儿童的娱乐时间、时长以及群体人数调查 

儿童活动时长 所占比例% 活动人

数 

所占比例% 

1 个小时内 80 1 人 40 

1-2 小时 40 1-3 人 83.3 

2 小时以上 6.7 4-6 人 10 

在对不同功能类别的公共娱乐设施喜好调查中，

60%以上儿童选择摆动式、滑动式、坐骑式功能的娱

乐设施。目前，公共娱乐设施设计偏于保守且雷同，

缺乏创新性、挑战性，在针对儿童的娱乐设施中融入

一定的冒险性设计，可以有利于儿童的活动技能发展

（表 4）。 

表 4  儿童对不同功能的娱乐设施喜好度调查 

按功能类划分，儿童喜欢哪

一类的娱乐设施 

所占比例% 

摆动式 73.3 

坐骑式 66.7 

滑动式 63.3 

走跳式 63.3 

爬缘式 56.7 

转动式 40 

竖攀式 13.3 

综合式 20 

其他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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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满意度分析 

在对公共娱乐空间和设施满意度调查中，只有极

少数人表示满意，而大多数人表示为一般（表 5）。

在对存在问题的调查中，多数人表示娱乐设施过于单

一、传统，所占比例为 83.3％；另外，空间的清洁

维护工作不到位，设施存在安全隐患和安全保护措施

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占 70％（表 6）。儿童对公

共娱乐空间以及设施的满意程度反映出该空间是否

拥有足够的空间、舒适的环境，提供多元的娱乐设施

满足儿童的使用需求，以及较为完善的应急防御设施。

因此，对儿童对公共娱乐空间以及设施满意度的调查

尤为重要。 

表 5  公共娱乐空间以及设施的满意度调查 

满意度调查 所占比例% 

不满意 16.7 

一般 83.3 

满意 3.3 

很满意 0 

表 6 公共娱乐空间以及设施的满意度调查 

存在哪些问题 所占比例% 

娱乐设施单一，过于传统 83.3 

娱乐空间过小 66.7 

设施存在安全隐患,保护措施不

完善 

70 

清洁维护工作不到位 80 

4.2.3．使用需求分析 

在对公共娱乐空间中需增加哪些儿童娱乐设施

设备的调查中，反映出保障儿童娱乐玩耍时的安全为

首要条件，儿童娱乐设施的设计以趣味性和教育性相

结合，寓教于乐，重视儿童娱乐设施色彩的搭配（表

7）。儿童娱乐空间的安全性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如

娱乐设施、小品、空间内植物的配置等都可能存在危

险性，因此安全性的设计以及文化教育引导也是非常

重要的。 

表 7  公共娱乐空间中需增加哪些儿童娱乐设施设备 

在公共娱乐空间中，需要增加哪些儿童

娱乐设施设备 
所占比例% 

加强安全监控系统 86.7 

增加儿童娱乐装置与小品 73.3 

增加含有自然元素的活动场地 70 

设置适合儿童安全玩耍的交通线路 60 

4.2.4．研究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儿童在公共娱乐空间中的行为分

析，了解到在不同时间段内儿童的使用行为及与其他

人群之间的使用差异；透过对广场内现存问题的分析，

进一步设计调查问卷，了解儿童对公共娱乐空间的喜

好度与满意度，从而得知其在公共娱乐空间中的使用

需求。综上所述，提出在未来城市公共娱乐空间设计

中的建议： 

（1）、提供不同功能的设施，满足使用者需求。

由于广场中有着不同的使用人群，为不同的使用人群

分别提供相应的设施，如老年人运动设施、儿童娱乐

设施等；根据儿童的使用行为特征，结合人体工程学

和儿童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进行设计，创造出符

合儿童需求的公共儿童娱乐空间。 

（2）、儿童娱乐空间的设计要以人性化的设计为

原则，其安全性、教育性、趣味性等应得到综合考虑，

在儿童获得快乐的同时，也能确保其人身安全；在儿

童娱乐设施中融入教育性功能，儿童在户外游戏玩耍

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学习知识，实现教育功能最大化，

同时促进家长与儿童、儿童与儿童之间的互动。 

（3）、营造一个安全可达的儿童娱乐空间，须配

备高度的安全保障设备，娱乐设施的布局合理，预防

踩踏、碰撞等隐患，增加安全提示和使用说明，通过

儿童娱乐空间的安全性设计可以有效地减少和预防

事故发生，提高儿童使用娱乐空间的安全性。材质和

材料的选择要健康环保，色彩可以根据儿童的心理活

动和审美进行搭配，舒适合理，亲近自然。 

（4）、儿童娱乐空间中的娱乐设施多样且较为集

中，使用的频率高，设施的边缘磨损或设备松动都会

对儿童造成伤害。因此儿童娱乐空间中的设施要常做

安全性的检查和维修，将设施的棱角进行软边包装，

以减小发生安全事故的机率。 

5. 结论 

公共娱乐空间应当是一个可持续、共享的、多功

能的空间，在儿童友好型城市发展理念下，儿童作为

其中重要的参与者，要从儿童利益角度出发，优先考

虑儿童的行为、生理以及心理需求。应充分了解公共

娱乐空间中的现存问题，重视儿童的使用行为与需求，

才能更进一步的设计出让儿童与家长喜爱和满意的

公共空间。在设计层面上，对于儿童娱乐空间的创造，

应从儿童的安全性、趣味性和文化教育角度出发，以

儿童作为主体对象，不仅需要考虑公共娱乐空间中儿

童活动空间大小与儿童数量之间的关系，在空间布局

设计上也要便于家长看护与互动，设施安全可达、材

料绿色环保、空间色彩搭配合理，根据不同年龄阶段

儿童的使用行为将空间进行划分，为儿童提供舒适友

好的娱乐空间，使儿童的创造、表达等能力得到展现

与提高，从而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城市公共娱乐空间作为城市建设重要部分之一，

应将儿童友好型城市的精神贯穿在其中。公共空间在

满足使用功能以及环境舒适度的基础上，最大化地考

虑儿童的受益，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核心理念

融入的城市空间与儿童的日常生活中。 

注：文章内图表为作者拍摄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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