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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幼儿园作为学前儿童生活和进行认知活动的主要场所，其声环境对学前儿童的健康成长十分重要。该
文首先以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为数据来源，综述幼儿园声环境对学前儿童健康的不利影响以及幼
儿园声环境现状。其次讨论不同国家幼儿园声学标准，指出其中不足。研究发现幼儿园声环境对学前儿童的
健康影响存在于生理、情绪及行为、认知表现方面。以学前儿童语言声与活动声为主的噪声问题在各国幼儿园
十分常见，噪声水平高、声压级波动性强且不可控为幼儿园声环境的显著特征。现有规范不足集中于声学指标
的选取与最佳标准限值的确定方面。最后依据现有研究结果，结合我国幼儿园现状提出幼儿园声环境设计指
导：幼儿园设计阶段建筑设计与声学设计的结合，使用阶段教育方法与使用人员的合理化均有助于塑造良好
的幼儿园声环境，为学前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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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nd environment of pre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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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und environment in preschools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healthy growth of preschool children,
for the preschool being one of the main locations where children spend time and engage in cognitive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studies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health eﬀects that the sound environment of preschools exerts on children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sound
environment in preschools. Then, the acoustic design criteria for preschools in diﬀerent countries are discussed
and the deﬁciency is pointed out. It is found that the sound environment of preschools impacts children’s
physiology, emotion, behavior and cognitive performance. The noise mainly generated by preschool children’s
talking and activities seems to be a common problem in preschools from diﬀerent countries. The high noise
level and the highly ﬂuctuant and uncontrollable sound pressure level could be seen as signiﬁc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oustic environment of preschools. The existing acoustic design criteria are insuﬃcient in terms of the
selection of acoustic indicator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optimal limited standards.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research achievements, the acoustic design guide for preschools is proposed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eschools in our country. Both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acoustical design in
the stage of preschool desig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pedagogical approaches and users in the usage stage
contribut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excellent sound environment in preschools. That is how the preschool sound
environment could be improved for healthier growth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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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儿童的成长发展与其所处的物理环境密切相
关

[1]

，长期接触噪声对儿童健康的不利影响证实了

作为物理环境组成部分之一的声环境对儿童成长
发展的重要性 [2−4] 。学前儿童特殊且敏感的听觉感
知与不成熟的认知能力使其极容易受到不良建筑
声环境的负面影响 [5−6] 。幼儿园是多数国家学前儿
童除家庭之外停留时间最长的场所，也是学前儿童
进行初步认知活动的场所。基于社会对学前儿童健
康的重视，幼儿园声环境持续受到国外研究人员的
关注，研究成果日益丰富。
近年来，我国学界也逐渐意识到教学建筑声环
境的重要性，教室声学领域成果不断涌现。但研究
对象多集中于小学至高校的教室声环境 [7−9] ，幼儿
园声环境并未得到相关人员的重视。幼儿园生活用
房的空间布局与承载活动类型的特殊性使其声环
境与传统教室声环境有显著差异，有必要给予特殊
关注。因此，为促进我国开展幼儿园声环境研究、
为我国幼儿园声环境设计与改进提供参考，本文以
Web of Science(以下简称 WOS) 核心合集数据库为
基础，对国外有关幼儿园声环境的研究成果进行
总结。设定检索词为 “(“Preschool*” OR “Kindergarten*”)AND (“Soundscape*” OR “Acoustic” OR
“Acoustic environment*” OR “Sound environment*” OR “Noise”)”，将时间跨度设置为 “所有
年份”，最终获取文献 342 篇 (数据下载日期为 2020
年 4 月 16 日)。基于摘要与全文阅读，保留与 “幼儿
园声环境” 相关的原创性研究文献 23 篇。在此基础
上，手动加入与主题高度相关的文献 14 篇。最终对
总计 37 篇核心文献深入分析，提出幼儿园生活用房
声环境设计指导，为健康幼儿园声环境的创建提供
理论支撑。

托中心的儿童的发声问题更为严峻 [13] 。处于幼儿
园长时间的高水平发声也使学前儿童在相对安静
的环境中保持高水平的发声状态，形成不良发声习
惯 [14] 。
幼儿园的高水平噪声也会引起学前儿童其他
身体部位的不适，
包括头痛、
身体疲劳、
心跳加速、
肚
[10−12,14]
子痛等
。此外，较高的外部噪声会对学前
儿童的午睡质量产生影响，使其入睡时间增长、唤
醒次数增加 [15] 。学前儿童的血压水平和心率与幼
儿园外界道路交通噪声的关系也得到学者的广泛
关注 [16−18] ，
但尚未得出决定性结论。
1.2

基于对教师与儿童的主观调查研究发现，幼儿
园声环境会影响学前儿童的情绪与行为。教师表
明，儿童在嘈杂的幼儿园环境中会表露出悲伤、担
心、不安等消极情绪 [14,19] 。在针对学前儿童的访问
中，部分学前儿童也表明自己会被噪声所打扰 [10] 。
瑞典一项研究表明，声音的心理声学特征与儿童对
声音的理解、信任、可控性共同决定了儿童是否感
觉被打扰：
儿童熟悉与信任的声音，
例如来自身边信
任的人的声音并不会引发儿童的消极情绪；而不知
来源的声音，例如教室中的某种背景声、已知声源
却无法控制的声音，
例如外界交通噪声，
会使儿童感
[11]
觉被打扰 。
幼儿园过多的噪声会使部分儿童为了使自己
被听见而大声喊叫 [10] ，
也会使部分儿童厌烦喊叫从
而放弃与他人的语言交流 [14,20] 。由噪声引发的消
极情绪会进一步通过儿童的其他行为所表现，具体
包括：在互动中产生冲突、参与游戏的积极性降低、
消极地退出活动等。较小的活动空间导致的 “拥挤”
也是产生噪声的原因之一，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儿童
的紧张情绪，同噪声一起引发儿童的 “回避” 应对机
制 [14] 。
1.3

1 幼儿园声环境的健康影响
1.1 生理影响
处于幼儿园中的学前儿童很少使用听力保护
设备。学前儿童表明幼儿园中的噪声使其双耳不适，
甚至疼痛 [10−11] 。部分儿童还表明经历一日的幼儿
园生活会出现嗓子痛、声音嘶哑、甚至失声的发声
症状 [10,12] 。瑞典一个针对来自 3 所日托中心的 10
名 5 岁儿童的发声质量分析发现，噪声水平高的日

情绪及行为影响

认知表现影响

幼儿园的背景噪声对学前儿童的语言信息感
知过程产生干扰。在一个针对冰岛的 18 名 5 ∼ 6 岁
儿童的访问中，有 12 ∼ 14 名儿童表明在倾听同伴或
者教师讲话时存在难度 [10] 。一项澳大利亚的研究
使 5 ∼ 6 岁儿童在分别在低强度与高强度侵扰噪声
干扰下的幼儿园房间进行 “听声 -图片选择” 语言感
知测试，高强度噪声干扰下儿童更低的正确率与更
长的反应时间证实了噪声对儿童语言信息感知的
负面影响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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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的幼儿园声环境对学前儿童的语言使用

信号声压级一定的情况下，需通过严格的噪声控制

能力产生影响。Maxwell 等使两组 4 ∼ 5 岁学前儿童

和混响控制来实现较高的语言清晰度，满足学前儿

群体先后在没有经过声学处理和安装吸声板中的

童对幼儿园声环境的基本需求。

教室中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通过纵向比较证明处
于混响时间短、背景噪声级稍低的教室的儿童语言
表达与理解能力更为出色，且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更
不容易产生无助感 [22]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在学前
阶段语言理解能力的不充分发展会影响其学龄阶
段阅读与写作能力的习得，具体的影响结果会滞后
显现 [23] 。
儿童的注意控制力有限 [24] ，突发的、偏离当
前听觉环境的声事件极容易引起儿童注意力的转
移 [25] 。也有研究表明在幼儿园中长期接触噪声会
使学前儿童屏蔽听觉刺激的能力增强 [26] 。尽管该
种能力的发展可以使学前儿童在嘈杂环境中忽视
其中的噪声刺激 [13,27] ，但会削弱学前儿童分离目
标语声信息与无关背景噪声的能力。学前儿童的认
知表现也会因为屏蔽听觉刺激的同时将重要的语
声信息筛除而受到不良影响 [27] 。

2.2

幼儿园噪声水平
高水平噪声与较长的混响时间是导致幼儿园

听闻环境不佳的主要原因。噪声已经逐渐成为教
室声环境的主要问题，但一项考察不同教育阶段
教室声环境的研究发现，幼儿园的噪声问题较小
学和初中更为严重 [38] 。表 1 总结了不同国家使用
静态固定设备对幼儿园噪声水平的客观测量结
果 [28−32,39−43] 。研究人员分别采用 “背景噪声级”
与 “活动噪声级” 描述空场状态下和学前儿童正常
活动状态下生活用房的噪声水平。研究建议，适合
学生学习的教室的噪声水平不应超过 50 dB(A) [44] ，
而多个国家幼儿园生活用房的背景噪声级与活动
噪声级处于较高水平。附着于教师身上的个体噪声
剂量计的测量结果往往高于静态固定设备测量结
果 [28,31,42] ，意味着幼儿园使用人员实际接收到更
多噪声。
幼儿园生活用房的噪声由外部侵入声与内部

2 幼儿园声环境需求及现状

噪声构成。外部侵入声构成与其他教学建筑相似，

幼儿园声环境对学前儿童健康的多种负面影

主要包括道路交通噪声、相邻生活用房的活动噪声、

响 反 映 出 学 前 儿 童 对 幼 儿 园 声 环 境 的 需 求，也

相邻设备房间的机械噪声等；内部噪声主要包括学

使 研 究 人 员 意 识 到 幼 儿 园 声 环 境 的 重 要 性。瑞

前儿童与教师的语言声与活动声、暖通等机械设备

典 [13,28−29] 、加拿大 [30−32] 等国家已经从多角度开

声、教学设备声等 [6,31,38] 。学前儿童的语言声与活

展幼儿园声环境研究工作。研究人员主要通过客

动声是导致幼儿园生活用房活动噪声级水平高的

观测量与观察考察幼儿园声环境现状，部分研究辅

主要原因 [10,39,45] 。与处于其他教育阶段的学生相

以访问幼儿园教师获得对幼儿园声环境更深入的

比，学前儿童于生活用房中的讲话与活动更加自由，

了解。

且其活动中包含更多的肢体动作与移动，因此无法
避免产生更多的语言声与活动声。此外，学前儿童

2.1 幼儿园声环境需求

的活动也需教师给予更多的语言指导，教师语言声

倾听与交流是学前儿童于幼儿园内进行语言

的增加也使幼儿园的噪声水平经常处于较高状态。

学习、开展认知活动、发展社会行为的基础，因此学

学前儿童难以约束自己的行为，经常通过喊

前儿童对幼儿园生活用房的语言清晰度提出一定

叫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导致幼儿园声环境表现出一

要求。信噪比是衡量教学环境语言清晰度的重要指

定程度的不可控性 [45] 。客观测量数据显示，幼儿

标，与听者耳边的语声信号声压级水平和背景噪声

园声环境还表现出声压级波动性强且幅度大的特

水平密切相关

。与成人相比，儿童需要更高的信

征 [28−29,38] 。教师的主观感知也证明该点：瑞典一

噪比 (至少 +15 dB(A)) 来满足其在嘈杂环境中理

项研究分别有 48% 和 17% 的幼儿园教师表明会在

解信息的需要

。而对于具有特殊需求的儿童，例

一天之内或一小时之内多次经历声环境的突然变

如听力受损、
非以第一语言学习的儿童，
更高的信噪

化 [28] 。学前儿童进行的活动类型会直接影响生活

比才能使其较好地理解语言内容 [35−36] 。此外，较

用房的声压级水平：学前儿童在进行无组织自由活

长的混响时间会加重前方音节对后方音节的掩蔽

动、出入生活用房、吃午饭时活动噪声级较高，听教

作用，从而导致语言清晰度的降低

师讲故事、画画时活动噪声级相对较低 [38−39,46] 。

[33]

[34]

[37]

。因此在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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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幼儿园噪声水平客观测量结果
Table 1 Ambient noise levels and activity noise levels in preschools
国家

年份

科威特 [39]

2016

中国香港 [40]

2015

希腊 [41]

2013

瑞典 [28]

2012

瑞典 [29]

2010

加拿大 [30]

2006

丹麦 [42]

2005

加拿大 [31]

2005

加拿大 [32]

2004

芬兰 [43]

2002

房间类型

背景噪声级/dB(A)

活动噪声级/dB(A)

31 ∼ 411)

M = 70.9, 71.31)

54 ∼ 592)

M = 66.9, 69.62)

幼儿园教室 (4 间，
来自新、旧 2 所幼儿园)
幼儿园教室 (23 间)

53.8 ∼ 79.13

_

M = 66.8

幼儿园教室 (18 间，

48.2 ∼ 59.6

71.6 ∼ 82.9

来自 10 所幼儿园)

M = 53.1

M = 75.8

幼儿园餐厅与游戏室
(来自 17 所幼儿园)
4 种不同功能房间
(24 间，
来自 6 所幼儿园)
日托中心教室
(40 个测量点，
来自 20 所日托中心)
幼儿园教室
(52 间，来自 52 所幼儿园)
幼儿园教室
(5 间，来自 1 所幼儿园)
日托中心房间 (24 间)
幼儿园教室
(51 间，来自 27 所日托中心)

_
_
_

单个房间测量时长
24 h
30 s
20 min

M =64.13)

36 h3)

64.14)

24 h4)

M =

61.4 ∼ 69.7
71.5 ∼ 77.6
M = 74

13 ∼ 19 周
2d

_

M = 80.3

1 工作周

39 ∼ 43,515)

67 ∼ 71

5h

29 ∼ 62

66 ∼ 94

M = 45.3

M = 79.4/75.3/75.96)

_

62 ∼ 73
M = 67

10 min
5.6 ∼ 7.7 h

1) 新幼儿园的两间幼儿园教室；2) 旧幼儿园的两间幼儿园教室；3) 幼儿园餐厅；4) 幼儿园游戏室；5) 4 间教室的背景噪声级在
39 ∼ 43 dB(A) 之间，
一间教室为 51 dB(A)；6) 分别对应：进行无组织活动、
有组织活动 (例如：
讲故事) 与午餐时间的活动噪声级。

2.3 幼儿园主要用房的混响时间
与噪声水平相比，混响时间较少被研究人员关
注与考察。首要原因为生活用房面积普遍不大，学
前儿童与教师均可以被视为吸声体控制房间的混
响时间 [47] 。其次为混响时间过长并没有成为多个
国家幼儿园声环境的公共问题。丹麦针对 52 个幼
儿园房间进行混响时间测量，测得均值为 0.41 s，其
中仅有 6 个房间的混响时间超过 0.6 s [42] ；加拿大一
项研究对 20 所日托中心的 40 个房间进行混响时间
测量，测得结果为 0.43 ∼ 0.99 s，均值为 0.67 s [30] 。
导致混响时间过长的主要原因为房间内部很少进
行吸声设计 ——据研究人员观察，房间内部吸声材
料仅局限于窗帘、地毯等普通家具 [19,31,48] 。有研究
还发现混响与噪声级有较强的相关性：
混响越强，
该
位置的噪声级越高，学前儿童越倾向于大声说话与
喊叫 [30] 。

3 幼儿园声环境质量标准
3.1 现有幼儿园声环境质量标准
为满足学前儿童对幼儿园声环境的需求，多个
国家已经建立包含幼儿园建筑的教学建筑声学规
范 [49−55] 。多数规范包含以下部分或全部的声学指

标：不同功能用房 (例如普通教室、音乐教室、图书
馆) 的允许背景噪声级与混响时间、学校建筑外墙、
不同功能用房隔墙、楼板的隔声标准。以上声学指
标中，最普遍且与学前儿童声环境需求最直接相关
的声学指标为允许背景噪声级与混响时间 [6,56] 。不
同国家规范中房间类型划分方式、声学指标的评价
参量及其标准限值有所不同 (表 2)。
我国幼儿园生活用房的允许背景噪声级为
45 dB(A) [52−53] ，特殊儿童如听力与语言障碍的儿
童使用的房间背景噪声级不得超过 40 dB(A) [57] ；
其他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规定的该类房间的允许背景噪声级限
值介于 30 ∼ 45 dB(A) 之间，
特殊儿童使用房间的背
[49,54−55]
景噪声级规定为 30 dB(A)
。
对 于 混 响 时 间， 不 同 国 家 考 察 的 频 率 范 围
与 计 算 方 式 也 有 所 差 异。 我 国 规 定： 空 场 状 态
下，体积小于 200 m3 的教室和大于 200 m3 的教
室的 500 ∼ 1000 Hz 的混响时间限值分别为 0.8 s 和
1.0 s [52] ；其他国家和 WHO 规定的幼儿园生活用房
的混响时间限值在 0.4 ∼ 0.8 s 之间。我国对具有听
力与语言障碍的儿童使用的房间的混响时间的规
定与普通教室相同，其他国家对该类房间混响时间
的标准限值为 0.4 s [49,54−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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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生活用房声学设计标准限值

Table 2 Limits of acoustics design standard for preschool living rooms
国家 (组织) 发布年份

规范名称

标准限值/dB(A)
BB93 [49]

英国

2015

WHO

1999

丹麦

2010

BR10 [51]

2010

GB 50118-2010 [52]

中国

2016

美国

2010

澳大利亚

2016

允许背景噪声级

房间类型
幼儿园房间

Guidelines for

幼儿园教室

community noise [50]

学校教室

JGJ

39-2016 [53]

351) ,402)

小学教室

幼儿园
小学教室
普通教室
生活单元

AS/NZS 2107:2016 [55]

范围

LAeq,30

mins

LAeq

303) ,334)

LAeq

35

小学教室

评价参量

35

45

ANSI/ASA S12.60-2010 [54] 核心学习空间

混响时间

A 声级
LAeq,1

h

标准限值/s 频率范围/Hz
0.61) ,0.82)

500 ∼ 2000

0.6

—

0.4

125 ∼ 4000

0.6

125 ∼ 4000

0.85) ,1.06)

500 ∼ 1000

—

—

0.67) , 0.78)

500 ∼ 2000

35 ∼ 45

LAeq,t

0.4 ∼ 0.5

500 ∼ 1000

30 ∼ 45

—

0.4 ∼ 1.0

—

1) 新建建筑；2) 既有建筑翻新；3) 噪声来源为设备噪声；4) 噪声来源为交通噪声；5) 房间体积 V 6 200 m3 ；6) 房间体积 V > 200 m3 ；
7) 房间体积 V 6 283 m3 ；8) 房间体积 283 m3 < V 6 566 m3 。

3.2 幼儿园声环境质量标准现存问题

仍较大 ——背景噪声级的差值高达 15 dB，混响时

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声学规范，结合幼儿园声

间的差值高达 0.6 s。宽松的声学标准无助于督促健

环境对学前儿童的健康影响，本研究发现现有规范

康幼儿园声环境的建立，过于严格的标准会导致实

在声学指标与标准限值方面有所不足：

际难以满足标准最终使标准无法执行，也会导致为

(1) 缺乏反映学前儿童听觉特性的计权形式

满足过高标准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因此需要继续进

已有研究表明学前儿童的听觉感知与成人有

行实际考察，依据大量测量结果的统计分析建立具

所差异 [58−59] ，而规范中允许背景噪声级的评价参

有实际意义可操作的标准限值。此外，尽管有国家

量采用的 A 计权形式是以成人听觉感知为基础的

规范已经将幼儿园生活用房视为一种独立的房间

计权形式 [60] 。幼儿园为以学前儿童为主要使用人

类型并单独规定其标准限值，但其尚未考虑学前儿

员的场所，应当进一步从学前儿童听觉感知出发对

童群体的特殊性，其标准限值与小学教室无异。相

幼儿园声环境进行规定。因此有必要开发反映学前

较于学龄儿童，学前儿童的听觉技能更不成熟 [58] ，

儿童听觉特性的计权形式并应用于幼儿园声学规

其对建筑声环境的需求更高。因此在确定最佳标准

范中。

限值时有必要进一步考虑两个群体的差异性。

(2) 缺乏详细描述幼儿园声环境的声学指标
首先，多数国家规范仍未给出活动噪声级和描

4 幼儿园声环境设计指导

述语言清晰度声学指标 (例如语言传输指数 STI、信
噪比 SNR) 的标准限值。其次，
幼儿园中出现的声音
类型、声音的存在形式 (即长时间出现或突然出现)、
声环境的波动情况均会影响学前儿童在幼儿园的
正常生活。因此描述声压级水平的背景噪声级与活
动噪声级并不能完全反映幼儿园声环境特征。如何
在现行质量标准中增加更能详细定量描述幼儿园
声环境的声学指标值得深入研究。

声音的产生是学前儿童习得语言、发展社会行
为和进行认知活动的重要部分，命令学前儿童保持
安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解决办法。各国研究人员经
过实证研究已经提出诸多幼儿园声环境改善策略，
结合我国幼儿园现状，本文提出以下幼儿园生活用
房声环境的设计指导：
4.1

建筑设计阶段

(3) 已有声学指标的最佳标准限值尚不明确

(1) 合理配置功能

幼儿园建筑形式、日常活动的差异可能会导致

合理配置功能可以在无需使用高性能隔声墙

不同国家声学指标标准限值的差异，但不同国家规

的情况下有效减少多种外部侵入声。在已经确定幼

范对背景噪声级与混响时间规定的标准限值差值

儿园选址的前提下，将对噪声敏感的生活用房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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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远离噪声源的一侧，将对噪声不敏感的区域，例

该项策略一方面有助于减少物体之间的撞击

如储藏室、走廊用做缓冲区布置于噪声源与生活用

声，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坚硬表面导致的反射声。可

房之间可有效减少外界噪声对生活用房声环境的

以考虑使用阻尼材质制作的桌椅，或为桌椅增加橡

影响。

胶保护装置等 [64] 。此外，有研究建议通过铺设地毯

(2) 控制生活用房的体积

控制脚步声和部分撞击声 [31,39,65] 。然而地毯因不

为 满 足 学 前 儿 童 的 多 种 游 戏 活 动， JGJ

易清理、容易对学前儿童健康产生影响而并不适用

39–2016《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给出幼

于幼儿园。因此，在建筑设计阶段，幼儿园工作人

儿园生活单元使用面积的最低限值，而未给出最高

员、建筑设计人员与声学设计人员之间建立良好的

限值 [53] 。过度的使用面积及过高的天花高度不仅

沟通十分必要，避免为塑造良好的声环境而在其他

远离学前儿童的空间感知尺度，更会导致混响时间

方面影响学前儿童的发展，对学前儿童的健康造成

的增加。因此在设计阶段应结合实际需求，根据学

损害。

前儿童的数量和活动情况确定生活用房的体积。
(3) 控制生活用房的开敞程度
如今，教育理念的变革使学前儿童活动的灵活
性与自主性被广为提倡。幼儿园设计人员为顺应与
推进 “开放式” 幼儿教育活动，逐渐将开敞式空间布
局融入幼儿园设计 [61] 。已有研究证明开敞程度高
的房间更易受到远处噪声的干扰 [19,49] ，因此与封
闭式用房相比，开敞式空间布局并不适用于学前儿
童进行认知活动 [49] 。如果无法避免大面积的开敞
式布局，
应在以下部分改进：
首先应与该空间的功能
相协调，
避免经常开展高听力需求的认知活动，
并在
使用中控制学前儿童的数量；其次可考虑设计可移
动隔板阻断声音的传播，并在移动隔板上安装玻璃
面板保证教师可以时刻关注学前儿童的行为；最后
在后续的声学设计方面进行更加严格的吸声处理。
(4) 进行吸声处理
作为已有研究中提及频率最高的声环境改善
策略，安装吸声材料已经被证实可有效改善幼儿园
声环境 [22,30] 。幼儿园教师表明，安装吸声板之后
的教室回声显著减少，有助于语言交流。该研究也
发现混响时间降低的同时，房间噪声级也显著降低
5 dB(A) [22] 。吸声材料的铺设位置也会影响其对室
内声环境的改善作用 [62] 。针对幼儿园生活用房，除
了房间顶部安装吸声天花板，于房间角落 (包括游
戏角)、学前儿童头部高度处安装吸声材料也可以有

4.2

建筑使用阶段
当幼儿园已经被建成投入使用时，应当注意定

期修理损坏的教学设备和供暖、通风、照明系统等
机械设备，避免其产生的噪声令学前儿童感觉不安。
同时在对生活用房进行二次装饰时避免例如玩教
具遮挡吸声材料、对吸声材料进行喷涂等降低声学
处理有效性的行为。
在使用阶段，教育方法与使用人员的合理化也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噪声问题。教育方法方面，冰岛
的学者通过比较公立幼儿园和私立幼儿园的噪声
水平与教育方法发现，严格控制纪律、在活动中为
学前儿童提供更多的语言指导与视觉提示有助于
控制房间内部的活动噪声级 [46] 。控制学前儿童数
量有助于控制房间的噪声水平。噪声级的降低不仅
与声源数量的减少有关，也可能与学前儿童的行为
相关：
随着儿童数量的减少，
每名儿童产生的噪声也
随之减少 [30] 。适当延长户外活动时间也可以减少
学前儿童暴露于不良幼儿园声环境的时长。使用人
员方面则主要是通过减少学前儿童产生的噪声从
而控制生活用房的声压级，包括为学前儿童提供充
足的休息时间 [11] 、通过噪声教育提高学前儿童的
噪声意识 [12,66−67] 等。

5 结论

效减少声音的反射。对于拥有平行墙壁的小型活动

幼儿园声环境与学前儿童的生理、情绪及行为、

室，为避免颤振回声，至少有一面墙壁需做吸声处

认知表现关系密切，而多国幼儿园声环境不容乐观，

理

噪声问题十分严峻。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幼儿园多

[63]

。目前多个国内幼儿园将走廊扩大设计为可

容纳学前儿童进行社交活动的公共空间

，
为避免

由其他建筑改扩建而成，没有或很少考虑声环境状

其中噪声对附近生活用房产生干扰，应当同样进行

况；人口密度大也导致我国幼儿园班级儿童数量较

吸声处理。

多，噪声问题可能更加严峻。现有幼儿园声环境可

[61]

(5) 避免使用材质坚硬的装修材料与家具

能已经对我国学前儿童的健康造成损害，却尚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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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建筑空间设计理念的转变也为
健康幼儿园声环境的塑造提出挑战。因此有必要尽
快开展我国幼儿园声环境研究工作，关注学前儿童
对幼儿园声环境的心理感知，促进教育工作者、建
筑设计人员、声学设计人员意识到幼儿园声环境的
重要性，从而促进已有幼儿园声环境质量的改善和
未来健康幼儿园声环境的建立，保证学前儿童身心
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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