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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居住区正在蓬勃发展,却忽略了儿童群体的需求,不少居住区出现儿童在户外活动时意外
受伤甚至走失等情况；与此同时,儿童心理失衡、儿童肥胖等问题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居住区的儿
童活动空间是儿童最常接触、使用最频繁的场所,因而也最能影响到儿童户外活动的质量以及其身心的
健康成长。现代居住区中存在许多儿童活动的潜在危险因素,儿童户外活动需求问题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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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residential areas are booming, but they ignore the needs of children. Many residential areas
have children accidentally injured or even lost during outdoor activities. At the same time,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imbalance and childhood obesity are also gradually causing people s concern. The children's
activity space in the residential area is the place most frequently contacted and used by children, and therefore it
can most affect the quality of children's outdoor activities and the healthy growth of their minds and bodies.
There are many potential risk factors for children's activities in modern residential areas, and the problem of
children's needs for outdoor activities is worthy of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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