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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中国幼儿园建筑的模式趋向于一体化,特色较少。本论文将从几个优秀的幼儿园案例中,
探讨一下中国未来的幼儿园可发展方向。未来中国的新型幼儿园可以从建筑外形设计和内部设计入手,
希望本论文能够给予未来中国的幼儿园建筑设计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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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mode of Chinese kindergarten architecture tends to be integrated, with few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kindergartens in China from several
excellent kindergarten cases. In the future, the new kindergartens in China can start with the architectural
appearance design and internal design. Hope this paper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value to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Chinese kindergarten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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