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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立足于智慧校园公共空间的建设与规划，结合国内外校园公共空间的发展现状，提出了突出绿色、

健康与环保、强化安全建设标准以及满足多样化学习方式的需求的设计理念，构建了以绿色校园、平安校园、

健康校园、科技校园、人文校园、书香校园为核心的智慧校园公共空间体系。文章最后展望了智慧校园公共空

间的四大发展趋势，即凸显学校发展特色、延伸课堂教学空间、科技与人文相融合以及走向绿色化与智能化，

期望为智慧校园公共空间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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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人类已全面步入信息时代[1]，从数字教育转向智慧教育也已成

为全球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2]，智慧校园在此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2016 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

点》首次提到智慧校园的建设，使智慧校园成为教育部文件中出现的首个教育“智慧”工程。

随后，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掀起了智慧校园的建设热潮[3]，研究者也纷纷从不同视角对智慧校园的

内涵、特征等进行了分析，如黄荣怀等[4]认为智慧校园具有环境全面感知、网络无缝互通、海量

数据支撑、开放学习环境、师生个性服务等五个方面的特征。目前，围绕智慧校园的探讨主要

聚焦在平台构建[5]、发展模式[6]、理论研究[7]等方面，而关于智慧校园公共空间建设的研究较少。

校园公共空间在智慧校园的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深刻影响着校园文化的培育、教学质

量的提升以及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笔者曾参与南方某市普通中小学校教育装备标准化提升工作

服务项目，该项目充分调研了国内外教育装备标准和各地学校建设情况，编制形成了既注重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也能为学校特色化发展提供支持的《普通中小学校设备设施配置标准》。本研

究依托此标准和对国内外校园公共空间发展现状的比较分析，就智慧校园公共空间的设计理念、

体系架构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探讨，以期能为我国智慧校园公共空间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 校园公共空间建设新动态

校园公共空间是学校里或固定或灵活变化的师生学习、生活、交流、休息以及活动的场所，

包括建筑、公共设施、校园标识、绿化区域等场地[8]。

国外高度重视校园公共空间的建设，不仅将其视为学习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非常注

重校园公共空间的开放性[9]。如有些学校将教室和走廊之间的墙去掉，或改为活动墙而形成融合

型走廊，为师生之间、生生之间更好地进行交流创造了条件；有些学校秉着校园城市化、校园

生活化的理念，将公共空间对外开放[10]，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外校园

建设重视节能与环保，如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一所小学在校园公共空间配备了 3550 块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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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板，可以满足学校 60%～75%的能源需求；同时，又在地下 500 英尺处配备了 190 套地热

系统，能在夏季降低室温、在冬季提供热量，以节约能源。

国内校园建设重视教育设施设备的配置，而忽视了公共空间的建设，存在公共空间环境缺

失[11]、空间尺度不协调[12]、缺乏人性化交往场所[13]等问题。近年来，部分学校开始关注校园公

共空间的建设，强调以人为本，建设生气勃勃、能吸引人留住人、满足师生需求的人性化空间[14]。

如有些学校为学生专门开辟自修空间、讨论室，或在公共空间摆放桌椅、设置讨论区；有些学

校为满足学生动手实践的需求，创建了全开放、无障碍的实验室[15]，如在楼顶为学生建设天然

的植物园供其进行生物实验等。此外，国内校园建设也比较重视绿色节能，强调绿色、科技型

校园的建设以及对能源和资源的高效利用[16]，如绿色屋顶的铺设和太阳能路灯的安装等。

综上可见，国内外重视建设低碳、环保，建设绿色节能型的校园公共空间逐渐成为一种发

展趋势。国外开放式教育更为成熟，因此其校园公共空间的建设也更具开放性，为师生及社会

公众创设了一个开放互融的公共空间；而国内校园公共空间的建设以人为本，强调开发公共空

间的隐性教育功能，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方式的需求，打造更具人性化的学习空间。

二 智慧校园公共空间的设计理念

为了更好地满足智慧校园的建设需求，推动空间、课程与技术的融合创新，校园公共空间

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载体，其设计理念和空间呈现形式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对国内外校园公共

空间建设现状的比较分析，本研究提出了智慧校园公共空间的三大设计理念：

1 突出绿色、健康与环保

根据教育部于 2017 年发布的《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要求，校园建设的整体特征趋于节

能环保与绿化，校园公共空间应具备安全、防火、避难的功能，满足环保、节能、节水、节地、

节材的需求，降低建设成本。智慧校园在规划设计公共空间时应注重对原有校园生态环境的保

护，通过屋顶绿化、墙壁绿化等措施增加校园的绿化面积，保证校园的整体绿化率不低于国家

要求的 35%；同时在保证学生安全、健康的前提下，为学生提供实践锻炼的场所和运动设施。

2 强化安全建设标准

公共空间安全是校园安全的重要保障，而公共空间中的自然环境（如山、河、湖、旷地等）、

广场、道路、绿地、公共设施以及校园监控系统和校园门禁系统都应在校园安全建设中予以关

注。其中，校园监控系统和校园门禁系统是智慧校园公共空间在教育装备方面需要重点考虑的

内容：校园监控系统覆盖学校所有空间，任何地方一旦发生意外事故，管理人员应能够及时发

现并处理，将危险与伤害降到 低；校园门禁系统实现对校内外人员的识别，严格控制校外人

员进出校园，为师生创造一个安全、和谐的校园空间。

3 满足多样化学习方式的需求

21 世纪的教育越来越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强调平等的交流、独立人格的培养以及个

性化的发展。学习场所将不再局限于教室，而是拓展到整个校园公共空间；知识来源也不再仅

仅是老师和教材，而是延伸到各个方面；学习方式也将变得更加多样化与个性化。智慧校园公

共空间的设计需要打破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的界限，能够进行集体授课、小组讨论、个性化

学习、动手实践等教学活动，为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创建多元、个性的学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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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智慧校园公共空间体系的设计

依据智慧校园公共空间的三大设计理念，本研究设计了以绿色校园、平安校园、健康校园、

科技校园、人文校园、书香校园等六大校园为核心的智慧校园公共空间体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智慧校园公共空间体系

1 绿色校园

2016年初，国务院将“绿色”纳入新时代的建设方针，同年全国教育工作会也明确提出“以

绿色发展引领教育风尚”[17]，建设绿色校园成为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智慧校园通过校园空间的

绿色化，实现现代文化与生态环境的有机融合，从而创建美丽和谐的校园环境。

绿色校园的建设将融入海绵校园理念：①在教学楼、行政楼的顶层与侧面种植绿色植物，

形成绿色屋顶和植物墙，既可以增加校园的绿化面积、美化校园环境，又能够保证教学楼等建

筑冬暖夏凉、节约能源；②透水地面可以增强校园的蓄水能力，为学校的绿色植物提供充足的

水源和优质的土壤；③生物园、地理园的建设在美化校园的同时，能够延伸课堂教学空间，为

学生提供动手实践的户外场所，培养学生的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④垃圾分类的主要作用是分

类存放校园垃圾并对学生的衣物、学习用品及书籍等进行分类回收，培养学生的垃圾分类意识；

⑤校园绿化带是绿色校园的基本组成部分，要结合当地的气候条件来选择适合的植物种类。

2 平安校园

建设平安校园是推进和谐社会、平安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安校园的建设既为师生

创设了健康、安全的学习环境，又能有效预防违法犯罪事件的发生。智慧校园在校园公共空间

建设方面需要重点关注安全问题，以有效遏制各类重大事故的发生，为师生营造一个安全、稳

定的校园环境。

平安校园的建设主要包括：①门禁系统，包括车辆门禁系统（支持车牌识别或蓝牙识别）

和学生出入门禁系统（支持平安短信或人脸识别），既能防止外来人员随意进出校园，又能将学

生的进出信息及时发送给家长，让家长在第一时间掌握孩子的动态；②监控系统，需对视频存

储规格、传输方式和存储时间进行明确规定，并与公安系统建立联动机制，保证校园公共空间

的安全；③紧急求助机，应配置在教学楼、图书馆、运动场等学生密集区域，通过物联网技术

与学校监控系统的结合，使学生发生意外时能方便地通过紧急求助机进行求救，而值班老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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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校园监控系统于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

3 健康校园

健康校园的建设关系到广大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国务院于2016年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提出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计划到2030年，学校体育场地设施与器材配

置达标率达到100%[18]。智慧校园在校园公共空间方面需要为学生提供陶冶情操、放松身心的活

动场所和设备设施，将课堂教育与课外实践相结合，培养青少年对体育运动的兴趣。

健康校园的建设主要包括：①公共休息区，应配置在校园中的空余场地或空间较大的楼道

内，提供杂志书刊、报纸等课外阅读材料；同时，可在校园内适当增设一些凉亭、遮阳棚并配

备座椅、石桌等配套设施，以调节师生情绪、营造温馨的校园环境；②便捷医药箱，应配置在

教学楼和宿舍楼区域，配备止血带、创可贴、绷带、止疼药等常用医疗药品，供学生应对突发

状况；③室外运动设备，主要包括足球场、篮球场、单双杠等运动设施，用于学生课间休息、

娱乐及锻炼，增强学生体质——除了传统的体育设施，健康校园还可以酌情增加一些新兴体育

运动设施，如跳舞机、VR体育、攀岩墙等，如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在校园内建设了攀岩

墙，极大地激发了学生进行体育锻炼的热情，同时提升了学生的户外生存能力。

4 科技校园

科技校园是现阶段智慧校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发展的新趋势[19]。科技校园的建

设着眼于科技教育，注重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培养，引领学生关注科学、热爱科学、探

究科学，让每一位学生都能体验到研究的乐趣，并在未来生活中能合理应对与科学有关的问题。

科技校园的建设依托物联网技术，打造物联、智能、高效的校园公共空间，促进学校管理

信息化、自动化，主要包括：①校园路灯，通过光线传感器与控制器，使路灯可以根据天气情

况自动控制开关，避免电能浪费；②电子班牌，服务于走班教学，提供签到、信息查询、课程

设置及教师选择等功能；③智能手环，用于记录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的锻炼、睡眠等数据，并将

这些数据与手机、平板进行同步，便于老师、家长即时了解学生的身体状况和学习状态；④校

园气象站，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建设气象监测系统，为学生提供一个观察、探究气象的重

要平台，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与研究能力；⑤智能灌溉系统，依托物联网技术，将传感器和互

联网结合起来，实现对校园植物的自动化护理。

5 人文校园

人文校园的建设对树立“以人为本”的核心发展理念、确立“人的发展”的主导地位、建

设师生共同成长的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智慧校园在校园公共空间方面应创设良好的校园物

质文化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服务于学生的终身教育与终身发展。

人文校园的建设主要包括：①意见箱，通过扫描二维码或纸质投递，收集学生、家长、教

师对学校发展的建议；②文化走廊，应配置在教室走廊、楼宇大厅等场所，展示学校当前开展

的重要活动和学校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校园文化、校园风尚、校园使命等内容，既对学生

的审美和价值观进行教育和培养，又为师生创造优美的人文环境；③校园雕塑，作为一种文化

载体，既能营造多彩的校园文化氛围，又能彰显学校的发展特色，弘扬校园精神；④路标指示

牌，作为导航性标识物，应与学校整体建筑风格相融合，既能引导师生位置方向，又能美化校

园环境；⑤学生作品展示墙，主要用来展示优秀的学生作品，如书法绘画、手工作品、3D 打印

作品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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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书香校园

创建书香校园是“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需要，是当前中小学校围绕“推进素质教育、深化

课程改革”这一主题而开展的一项生动活泼的教育实践活动。智慧校园需为学生营造一种可随

时随地阅读的学习环境，让学生读书与思考的身影成为校园公共空间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书香校园的建设主要包括：①移动图书馆，应配置在较为宽阔的楼道、大厅等场所，为学

生提供书籍、杂志、报刊以及数字化学习资源等综合性服务；②图书交流站，旨在为学生提供

好书分享和借阅平台，增强图书的流动性，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分享精神；③自主学习坊，

利用教学楼的公共空间为学生提供舒适、宽敞、绿色的读书学习空间，并提供科普类课外书籍

供学生阅读，如南京市龙江小学充分发挥校园公共空间的作用，通过图书“出馆”、新书“漂流”

等活动，让学生在教室里、走廊内、草坪上阅读、交流、分享，实现了“处处有图书，处处可

读书”；④简易储物柜，应配置在教室走廊，用于存放学生的书籍、文具等学习用品。

四 智慧校园公共空间的发展趋势

现代教育理念与技术的不断更新对中小学校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校园公共空间作为开展

非正式交流与个性化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将成为建设智慧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基于

对智慧校园公共空间设计理念与体系架构的分析，提出了智慧校园公共空间的四大发展趋势：

1 凸显学校发展特色

建筑风格与文化传统、办学宗旨相融合以凸显学校的发展特色，将成为智慧校园公共空间

的一大发展趋势。智慧校园公共空间的设计将更加贴合周边建筑，不刻意追求高端、大气，不

给周围的环境带来压迫感。公共空间中的文化走廊、校园雕塑将成为学校特色与办学宗旨完美

融合的代表，是展示学校发展与校园文化的名片。如北京运河中学在建筑造型与风格上独具特

色，该校结合当地历史，将教学楼设计成船头造型，以彰显运河中学与大运河漕运文化的关联，

体现了学校文化特色；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结合当地特色和校园文化，充分利用了原有的四

合院建筑，其雕楼画阁、楹联石刻既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又传承了优秀的传统文化，该

学校也因此被评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示范校。

2 延伸课堂教学空间

合理利用校园公共空间开展教学活动，是教室、实验室、图书馆、体育场馆等室内场所教

学功能的延伸，将成为智慧校园公共空间的重要发展趋势。随着教育理念的发展，有些学科的

教学已不能局限于教室内，而需要走进自然，将自然环境作为教育素材，让学生在自然环境中

开展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绿色屋顶、植物墙、生物园、地理园、校园气象站等将课堂教学

延伸到了公共空间，为学生提供了露天课堂和实验室，既便于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活动，又

通过实践丰富、完善了学生的知识体系。如北京四中房山校区在楼顶开辟了一个有机农场，为

学生提供了 36 块试验田，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开拓精神；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将学

校的雨水收集系统在地面和墙面上绘制出来，将科学知识延伸到校园公共空间，让学生可以随

时随地学习环保与科学方面的知识。

3 科技与人文相融合

智慧校园公共空间将更加注重科技因素与人文素养的融合，打通科技校园与人文校园的壁

垒。基于学校信息化、智能化空间的搭建，智慧校园利用科技手段，来实现学生个体与空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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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紧密融合。如校园公共空间中的电子班牌、校园电子大屏、学校展览一体机等都是校园文

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而校园气象站在增加校园公共空间科技元素的同时，也为学生探索新知提

供了实践场所。有些学校为课程教学专门配备了影院和戏剧排练厅，并将 VR 眼镜、3D 投影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其中，既为建筑空间带来了更多科技感，也为学生提供了全新的视听体验，

促进了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培养了学生的人文素养。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为智慧校园公共空

间的建设营造了科学的氛围，体现了教育求真、求实的本质要求。

4 走向绿色化与智能化

绿色生态、智慧科技是智慧校园公共空间的发展方向。一方面，遵循绿色、节能、环保的

理念，智慧校园公共空间将结合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手段，打造工作、学习与生活的一体化

环境。其中，校园绿化带是绿色校园的基本要素，在保证绿化面积的同时应重点考虑植物种类，

避免有毒、有害气体的释放；绿色屋顶、植物墙等依据海绵校园的理念，增加校园绿化面积并

与智能灌溉系统相结合，实现对校园植物的自动化护理。如上海市新中高级中学与节能企业合

作，在校园中建成了绿色屋顶，既为教学楼提供了天然的遮阳板，又在外观上给师生带来了一

种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感觉，营造了清新、绿色的校园环境。另一方面，智慧校园公共空间

可以利用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智能化地实现校园中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互联

互通，并通过光线、影像、温度、湿度、红外、触摸、重力等感应技术实时监测各种信息，为

师生提供便捷化、个性化的服务[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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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Public Space System in Smart Campus

LI Xin1 YANG Xian-min1[CorrespondingAuthor] LIU Yong-qian2 DU Qin-yi1

(1. Research Center of Wisdom Educatio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China 221116;

2. China Association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eijing, China 100031)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of public space in smart campus and combine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ampus public space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proposed a design concept that emphasized green,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engthened safety construction standards and satisfied the needs of diverse learning

styles. In addition, the public space system in smart campus with the cores of green campus, safe campus, healthy

camp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mpus, humanistic campus and scholarly campus was constructed. Finally, the four

development trends of public space in smart campus that highligh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hool development,

extended classroom teaching space, integrated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 stepped into green and intelligence were

prospected, expecting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ace in smart campus.

Keywords: smart campus; campus public space; campus construction; design concepts; development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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