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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3.1 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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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3.2 综合经济技术指标

踪合经济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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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九曲幼儿园工程设计说明 

（一）建筑专业设计说明 

一．设计依据 

 本工程根据下列文件和建设单位的任务书的具体要求以及国家规范编制初步设计。 

（1）  国家关于城市规划、建筑、安防、消防、水电、交通、环保、园林绿化、

人防、抗震、防雷、文物保护等部门各项规范和法规的要求。 

（2）  方案设计任务书，地形图（电子版） 

（3） 《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1）》 

（4） 《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苏州市实施细则之一“指标核定规则”

（2018年版）》 

（5）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范及相关标准。 

（6） 《办公设计规范》                              JGJ611-2006 

（7）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GB50352-2019 

（8）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              GB50016-2014 

（9） 《苏州市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 

二．工程及场地概况 

     本项目位于太仓市浮桥镇九曲社区新九路 13号。总用地面积约 4667.50平方米，规划设计

总建筑面积约 3983.58平方米。地块内拟新建九曲幼儿园。 

规划控制指标为：容积率 0.7-1.0，建筑密度 20%-40%，绿地率≥35%。基地现状为九曲幼儿

园与金浪卫生院，本项目为原址新建项目，南侧新九路改造完毕，给项目带来便利，但同时地块

形状不规则，也给设计带来不少挑战。 

三、设计构思 

项目总体构思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幼儿园是儿童家庭之外接触最为多的空间，设计因地制宜，

在用地较小且形状不规则的情况下，以集中式的布局合理解决用地条件带来的挑战，以此为出发点，

建立一个多样、合理、高效、有序的空间结构。 

 

四、总体布局设计 

    方案将地块东侧原有支路拓宽开设主要出入口，并在出入口处预留充足的临时停车位和家长等

候区域，以减少幼儿园对南侧新九路的交通压力。 

    本项目幼儿园拟建设 3轨 9个班级，建筑由南北两片区域和中庭走廊组成，构成一个集合的空

间。南侧区域内主要是各个班级的生活用房，在班级之间留有空间作为中庭连廊的采光及对外交通

联系，北侧为多功能教室及服务管理用房。中庭走廊通过挑空空间及屋顶采光提升空间环境质量，

是儿童每天在进入这幢建筑之后，第一眼就看到的场所。 

    建筑的整体性和入口形象的强烈体块感形成了良好的城市沿街与街角景观。整体分区明确，易

于集中利用，交通组织流线简洁。 

A、 教学生活区                                                                                                              

教学生活区主要包括幼儿活动单元。幼儿活动单元设置在南侧，共三层，他们互相独立，又彼

此联系。活动单元采光通风良好，周围绿化丰富，教学环境质量优良。 

B、 辅助教学区 

辅助教学区主要包括幼儿的专用教室。他们被统一设置在北侧二层，集中化的设置便于幼儿的

使用。 

C、 后勤服务区 

后勤服务区主要包括厨房、教师餐厅和仓库等，他们主要设置在北侧一层的角落里，尽量避免 

了对幼儿活动空间的干扰。 

D、 办公区 

办公区主要包括教师办公室、园长室、会议室以及晨检和医疗保健室等用房。教师办公室每层

设置在幼儿活动室附近，园长室、会议室等位于北侧三层，晨检和医疗保健室设置在东侧门厅旁。

他们都依据各自需要分布在合适的位置。 

E、   室外活动场地 

室外活动场地主要分为集中活动场地、分班活动场地等。集中活动场地设置建筑西侧与南

侧，包括有 30m跑道、玩沙池、戏水池、大型游乐器械等区域。分班活动场地位于集中活动场地

两侧，可达性高，阳光充足，利于儿童的游玩成长。 

http://www.baidu.com/s?wd=%E5%BB%BA%E7%AD%91%E8%AE%BE%E8%AE%A1%E8%A7%84%E8%8C%83&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八．保障设计工期及质量 

为保障设计工期和质量，我们对设计控制为 7个程序： 

1、设计策划：为确保设计人员的配备、合同承诺之质量要求和工作进度的实现。 

2、设计输入：为保证设计输入满足合同的承诺的质量要求，设计输入文件可随设计阶段

的进程而逐步完善、细化。 

3、设计评审：对一阶段的设计成果进行评审，以检查设计是否满足规定的质量要求，对

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4、设计输出：确保设计输出的文件内容、格式以及设计文件深度，满足设计合同和有关

法规要求，能够对照设计输入要求进行设计验证和确认，满足设计文件可追溯性的要求。 

5、设计验证：确保设计输出满足该阶段设计输入的要求 

6、设计确认：通过设计确认，以确保设计输出文件符合规定或已知的预期使用要求。 

7、设计更改：对公司已正式交付的设计文件的更改实时控制。 

通过以上几点，我们来确保设计质量及开工建设周期。 

 

 

 

 

 

 

 

 

 

 

 

 

 

 

 

（二）结构专业设计说明 

一、设计依据 

1、主体结构使用年限，50年。 

2、自然条件： 

（1） 风荷载：基本风压： w0 =0.45 kN/m
2（50年一遇） 

（2） 地面粗糙度：B类 

（3） 雪荷载：基本雪压：0.40 kN/m2（50年一遇） 

（4） 地震作用：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10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

组；本工程抗震设防类别为重点设防类。 

3、建设单位提出的与结构有关的符合相关法规、标准的书面要求。 

4、地质勘查报告（暂缺）。 

5、本工程设计执行以下现行国家规范、规程及标准： 

（1）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18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9-2012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2015年版)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年版)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12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2008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JGJ106-2014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2008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11 

《建筑结构制图标准》GB/T50105-2010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55-2011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107-2010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50037-2013 

《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基础技术规程》 DGJ32/TJ109-2010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JGJ 107-2010 

《建筑钢结构焊接技术规程》JGJ81-2002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 

《高层建筑箱形与筏形基础技术规程》JGJ6-2011 

（2） 标准图集 

《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则和构造详图》（16G101-1）

（16G101-2）（16G101-3） 

《建筑物抗震构造详图》（11G329-1）（11G329-2）（11G329-3） 

《砌体填充墙结构构造》06SG614-1 

《预应力混凝土管桩》苏 G03-2012 

 

二、建筑分类等级 

（1） 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二级； 

（2） 建筑抗震设防类别：重点设防类别； 

（3）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抗震等级：二级； 

（4） 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丙级； 

（5） 工程耐火等级：二级。 

 

三、结构方案 

本项目所有单体均属于标重点防类别，抗震等级二级。 

 

四、地基及基础 

1、基础情况根据本工程地质勘察报告确定基础的类型。 

 

 

五、主要结构材料 

1.混凝土： 

主要结构构件(柱、墙、梁、板)：C30； 

其它构件：圈梁、过梁、构造柱等构件采用 C25； 

基础垫层：C15素混凝土。 

2.钢材： 

钢筋：φ—HPB300Ⅰ级钢（fy=270N/mm
2），—HRB335Ⅱ级钢（fy=300N/mm

2）； 

      —HRB400Ⅲ级钢（fy=360N/mm
2） 

型钢、钢板、螺栓等采用 Q345钢； 

焊条：焊条 E50XX。 

3.砌体及砂浆： 

为减轻结构自重，减少造价，本工程框架结构填充墙将因地制宜尽量采用加气混凝土 

砌块等轻质材料，Mb5混合砂浆砌筑。 

 

 

 

 

 

 

 

 

 

 

 

 

 

 

 



（三）电气方案设计说明 

一．设计依据和设计内容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51348-2019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4-2011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0052-2009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34-2013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          JGJ 39-2016(2019版)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057-2010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版）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50116-2013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GB50981-2014 

以及业主有关要求、资料及建筑专业提供的图纸资料。 

二．设计内容 

1.本工程设计包括红线内的以下电气系统：低压配电系统、照明系统、建筑物防雷、接地系

统及安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2.与其他专业设计的分工 

3.室外照明系统，有后期景观设计，本设计仅预留电源。 

4.需二次装修设计的场所，有室内装修设计负责进行照明平面的设计。本设计将电源引至配

电箱。 

5.智能化系统，有后期智能化单位设计，本次只做进户管线及电源预留。 

三．负荷级别  

1.本工程室外消防用水量为 25L/S，所有消防负荷为三级负荷，走道照明和厨房主要设备用

电为二级负荷，其余负荷为三级负荷。 

2.本工程采用两路高压供电，在室外设置两个箱变，从附近开闭所引来两路高压，接入箱变，

满足二级负荷的要求。 

四．低压配电系统 

1.低压配电系统采用~220V/380V放射式与树干式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单台容量较大的负荷或

者重要负荷采用放射式供电；对于照明及一般负荷采用树干式与放射式相结合的供电方式。 

2.总负荷容量估算：幼儿园按 70W/㎡，总用电量约为 280KW。 

3.电源引自室外箱变。箱变由专业厂家设计。消防负荷由两回路电源供电，并且在末端设置

自动切换。其他负荷由低压开关柜专用回路引入。 

4.电缆敷设：普通负荷采用低烟无卤阻燃铜芯线缆，消防负荷采用低烟无卤阻燃耐火铜芯线

缆。  

五．照明系统 

1.照明种类及照度标准 

1）照明种类：照明分正常照明、应急照明。 

2）照度标准：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34-2013执行。 

办公室    300LX       活动室        300LX 

2.光源灯具选择，照明灯具的安装及控制方式 

1）楼梯间及卫生间采用 LED灯，办公室、活动室采用节能荧光灯或 LED灯，其照度应符合相

关要求。用于应急照明的光源采用能快速点燃的光源。 

2）照明、插座分别由不同的支路供电，除注明者外。 

3、应急照明 

1）本项目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采用集中电源集中控制型系统，系统由应急照明控

制器、应急照明集中电源装置和集中电源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灯具等组成。 

2）本工程均采用 A 型消防应急照明灯及标志灯，采用 LED 光源，带独立地址、不自带电

池。 

3）疏散走道，消防电梯间及其前室，合用前室的疏散照明的照度值不低于 1lx，疏散楼梯

照度不低于 5lx，人员密集场所不低于 10lx，应急时间大于 30 分钟。消防工作区域的照度不

低于正常照度值，持续时间不低于 180分钟，如消防控制室、变电所、消防水泵房。 

4）疏散指示标志：安全出口、人员密集场所疏散门正上方采用“安全出口”作为指示标志；

沿疏散走道距地高度不大于 1 米的墙上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标志灯间距不大于 10 米，转

角处不大于 1米。 

5）消防疏散指示标志和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应符合国家标准《消防安全标志》GB13495和《消



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17945 的有关规定。应急照明平时采用就地控制或由建筑设备

监控系统统一管理，火灾时由消防控制室自动控制强制点亮全部应急照明灯。 

4、照明安装 

1）有吊顶的场所，选用嵌入式格栅荧光灯。 

2）无吊顶场所选用控照室（或盒式）荧光灯，吸顶安装或者链吊式安装。 

3）采用智能照明系统，分区、定时控制，调节照度，人体感应，节能省电；其他建筑的公

共走道、楼梯采用智能照明系统，集中控制。 

六．建筑物防雷、接地及安全 

1.防雷、接地 

1）本工程防雷等级为二类。建筑物的防雷装置应满足防直击雷、侧击雷、防雷电感应及闪电

电泳的侵入，并设置总等电位联结。 

2）利用热浸镀锌φ10 圆钢屋面明敷作接闪器，利用建筑物结构柱子内的主筋作引下线，利

用结构基础内钢筋网作接地体。 

3）防雷接地、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等合用联合接地体，接地电阻不大于 1欧姆。 

4）电缆进出线在进出端应将电缆的金属外皮、钢管等与电气设备接地相连。 

2.安全措施 

1）本工程低压配电系统接地形式采用 TN-S系统。 

2）本工程设置总等电位联结。 

七．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在一层设置消防控制中心，内设火灾自动报警主机和联动装置。在办公室、实验室、走道等

处设感烟探测器，在公共部位、走道等设置手动报警按钮和警铃。火灾发生后，消防控制室

可联动和手动开启消防泵、喷淋泵、防排烟风机、防火卷帘、应急照明等。火灾扬声器作 n+1

层控制，变电所，消防泵房，排烟机房，电梯房等均设消防电话分机。 

2.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系统主机设于消防控制室；探测漏电电流、过电流发热等信号，发出声光信号报警，准确报

出故障线路地址，监视故障点的变化。显示系统电源状态。储存各种故障和操作试验信号，

信号储存时间不小于 12个月。 

3.防火门监控系统 

防火门监控系统对防火门的开启、关闭及故障状态等动态信息进行监控，对防火门处于非正

常打开的状态或非正常关闭的状态给出报警提示，使其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确保各种防火

门状态正常；能保持防火门常开，也可现场手动推动防火门，实现手动关闭和复位防火门。 

4.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 

当消防电源发生过压、欠压、缺相、过流、中断供电等故障时，消防设备电源监控器进行声

光报警、记录，并实时显示被监测电源的电压、电流值及故障点位置。故障声信号应能手动

消除，再有故障信号输入时，应能再启动；故障光信号应保持至故障排除。 

5.系统配线：采用 WDZN-BYJ-2X2.5 和 WDZN-RVS-2X1.5 铜芯绝缘线。由消防中心至弱电竖井

部分采用桥架敷设，其余部分穿钢管敷设。 

 

 

 

 

 

 

 

 

 

 

 

 

 

 

 

 

 

 

 

 

 

 



（四）暖通方案设计说明 

一．设计依据 

1.本工程采用的现行国家规范及标准：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暖通空调动力） （2009）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节能专篇》（暖通空调动力） （2007） 

《公共建筑节能标准》                    DGJ32/J 96-2014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50189－2015） 

《多联机空调系统工程技术规程》          JGJ174-2010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14）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50736-201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版））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43-2016）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GB51251-2017）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         （JGJ 39-2016） 

2.建筑结构专业提供的条件图。 

3.业主提供的有关空调通风方面的要求。 

 

二．设计范围 

全楼通风系统设计 

全楼防排烟系统设计 

全楼空调系统设计 

三．设计参数 

1.室外设计计算参数（苏州）： 

夏季：室外干球温度：34.4°C         冬季：室外干球温度：-2.5°C 

室外湿球温度：28.3°C               相对湿度：77% 

室外通风温度：31.3°C               室外通风温度：3.7°C 

大气压力：1003.7hPa                大气压力：1024.1hPa 

 

2.室内设计参数： 

房间功能 

夏季 冬季 新风量 

温度（℃） 
相 对 湿 度

（%） 
温度（℃） 

相 对 湿 度

（%） 
m3/h·p 

活动室 26±2 <65 20±2 — 30 

办公室 25±2 <65 22±2 — 20 

 

四．空调系统 

1.本工程办公用房及活动室等考虑采用多联变频中央空调系统，空调室外机组设在各楼房屋

顶或室外平台上，室内采用四面出风型嵌入式或卧式暗藏空调形式，室外机组与室内机组

通过空调专用铜管连接。 

2.室外新风由吊顶式新风机组处理后经加压风机箱送至室内空气调节机组的出风口，排风由

门窗自然渗透。 

五．通风及防排烟系统 

1.卫生间设置机械排风系统，换气次数 10次/h，补风由外窗自然渗透。 

2.厨房置机械排风系统，换气次数不小于 50次/h，补风外窗自然渗透。 

2.在泵房和配电室等设备用房设置机械通风，换气次数不小于 4次/h，补风由外窗自然渗透。 

3.建筑高度不大于 50m 的公共建筑，防烟楼梯间每五层可开启外窗面积不小于 2m2，可采用

可开启外窗自然排烟，当不能满足自然排烟时需设机械防烟系统，余压值为 40Pa 至 50Pa；

前室自然排烟的开窗面积不应小于 2m2，当不能满足自然排烟时需设机械防烟系统，余压值

为 25Pa至 30Pa。 

4.建筑面积大于 100m2 且经常有人停留的地上房间、建筑面积大于 300m2 且可燃物较多的地

上房间需考虑排烟措施，可开启外窗的面积不小于该房间面积的 2%时，可自然排烟；当不

能满足自然排烟时需设机械排烟系统。 

5.超过 20m的内走道需考虑排烟措施，当不能满足自然排烟时需设机械排烟系统。 

6.中庭、门厅需考虑排烟措施，可开启外窗的面积不小于该房间面积的 5%时，可自然排烟；



当不能满足自然排烟时需设机械排烟系统。 

六．节能优化控制措施 

1.本工程空调风管保温材料均采用离心玻璃棉板材，导热系数不大于 0.033W/mC，最小厚度

为 25mm，最小热阻为 0.758㎡·KW。 

2.为更多的节省能源，空调及通风系统均选用高性能、低材耗、耐久性好的新型材料并积极

使用和推广节能新技术、新工艺。 

3.本项目拟采用的变频控制冷媒流量的超级多联“VRV”空调系统的智能化管理系统

(intelligent manager), 能对能量与效率进行更为精确的控制。能对每一房间的每一个空

调室内机进行监控， 同时提供运转指示及故障分析， 能对每一房间的每一个空调室内机

进行独立计费，提供打印记录(包括历史记录)。 

 

七．消防及环保 

1.风管采用镀锌钢板咬制，法兰连接处垫密封材料，冷媒管采用铜管，保温材料采用难燃 B1

级材料。 

2.当风管穿越防火分区、重要的或火灾危险性大的房间隔墙以及垂直风管与每层水平风管交

接处的水平管上均设防火阀。 

3.空调及通风系统均选用先进的低噪声设备，设备的安装均采用减震、隔震措施。空调机进

出风管均采用柔性软接头。 

4.所有空调、通风系统平面上均按防火分区设置。 

5.风管穿越变形缝隔墙处的两侧风管上设置防火阀。 

6.空调风管、水管的保温材料，均采用不燃型材料。 

7.管道穿墙、穿楼板的安装间隙均用不燃型材料填实。 

 

 

 

 

 

（五）给排水方案设计说明 

一．设计依据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50015-2019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版)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   JGJ 39-2016（2019版）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50084-2017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50140-2005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                     GB50013-2018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4-2006(2016版) 

二．给水设计 

1.水源：由城市给水管网供给。 

2.给水方式：本建筑生活给水由市政直供。 

三．排水设计 

排水分为污水和雨水两部分，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放体制。 

1.污水部分 

生活污水量：污水量按给水量的 90%计(不包含绿地、道路浇灌用水) 。 

本工程排水地上部分采用重力流排放。 

2.雨水部分 

设计重现期为 5年，与建筑及景观营造，制定合理的雨水利用工程。 

地面雨水经道路雨水口与雨水管汇集后，就近排放至市政雨水管网。 

四．消防设计 

1.本工程按规范要求进行消防给水设计。 

2.室外消防用水量 25L/s,室内消防用水量 15L/s。自喷流量 25L/s，本工程为一路进水，消防水

池容量需 378m³。 

3.在地下室设置消防水池，有效容积 378m³（消防水池一座、室内消火栓给水泵和喷淋泵各两台。

在屋顶设 18m³消防水箱一座,消防水箱位于水箱间内。 



4.按规范要求在项目沿道路边设置地上式消火栓，消火栓间距≤120M。 

5.本工程需按《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的要求设置一定数量手提式干粉灭火

器。 

五．管材选用及连接方式 

1．室内生活给水管：采用钢塑复合管。室外生活给水管采用给水球墨铸铁管。 

2．室内消防给水管采用内外热浸镀锌钢管。室外消防给水管采用球墨铸铁管。 

3．建筑室内排水管采用 UPVC塑料管。室外排水管采用 UPVC直壁管。 

六．节水节能 

为了创造优美的城市环境，除了考虑建筑造型，室外广场铺地、草坪绿化、对噪声等污染源的

控制和处理作进一步的考虑，以确保环保的“三同时”中的第一个环节，主要措施为： 

1.雨、污分流。 

2.设计选用低噪音、无污染设备。 

3.动力设备采取减、隔震措施。 

4.充分利用太阳能热源满足热水需求。 

5.采用节水型卫生洁具及其配件：如坐便器采用小于 6升冲洗水箱；陶瓷片密封水龙头公共卫生

间洗脸盆采用感应水嘴，小便器采用感应式冲洗阀。 

 


	0
	02
	02-1
	03
	04
	05
	06
	07
	08
	09
	010
	011
	012
	012-0-总图
	012-1
	012-2
	012-3
	012-4
	012-5
	012-6
	012-7
	012-8
	020
	020-0-B1
	020-1-1F
	020-2-2F
	020-3-3F
	020-4-RF
	020-5-Facade
	020-6-Section
	021
	021-1
	方案将地块东侧原有支路拓宽开设主要出入口，并在出入口处预留充足的临时停车位和家长等候区域，以减少幼儿园对南侧新九路的交通压力。
	本项目幼儿园拟建设3轨9个班级，建筑由南北两片区域和中庭走廊组成，构成一个集合的空间。南侧区域内主要是各个班级的生活用房，在班级之间留有空间作为中庭连廊的采光及对外交通联系，北侧为多功能教室及服务管理用房。中庭走廊通过挑空空间及屋顶采光提升空间环境质量，是儿童每天在进入这幢建筑之后，第一眼就看到的场所。     建筑的整体性和入口形象的强烈体块感形成了良好的城市沿街与街角景观。整体分区明确，易于集中利用，交通组织流线简洁。
	教学生活区主要包括幼儿活动单元。幼儿活动单元设置在南侧，共三层，他们互相独立，又彼此联系。活动单元采光通风良好，周围绿化丰富，教学环境质量优良。
	辅助教学区主要包括幼儿的专用教室。他们被统一设置在北侧二层，集中化的设置便于幼儿的使用。
	后勤服务区主要包括厨房、教师餐厅和仓库等，他们主要设置在北侧一层的角落里，尽量避免
	了对幼儿活动空间的干扰。
	办公区主要包括教师办公室、园长室、会议室以及晨检和医疗保健室等用房。教师办公室每层设置在幼儿活动室附近，园长室、会议室等位于北侧三层，晨检和医疗保健室设置在东侧门厅旁。他们都依据各自需要分布在合适的位置。
	室外活动场地主要分为集中活动场地、分班活动场地等。集中活动场地设置建筑西侧与南侧，包括有30m跑道、玩沙池、戏水池、大型游乐器械等区域。分班活动场地位于集中活动场地两侧，可达性高，阳光充足，利于儿童的游玩成长。
	九曲幼儿园建筑，共三层，层高均为4.5米。设计运用现代主义的设计语言，创造一个具有鲜明的特色的新建筑。建筑形态灵活多变，体现无限的童趣，符合幼儿天真活泼的心理特征。
	1、形体上讲求简洁的处理手法和纯净的体型，简单的立方体，屋顶女儿墙设计为斜面，增加立面的趣味性。
	2、立面遵循点线面结合的建筑美学原则，南侧开窗以点为主，错落布置各种大小的方窗，窗户四面的侧墙上设有不同的色彩，入口处以竖向线条的聚酯板和横向线条的木饰板为主要元素，在建筑山墙面上则大量留白或纯色处理；
	3、整体色调：幼儿园建筑自身的特殊性决定建筑在与周边建筑相协调得基础上，应该存在自身得建筑语言和表达方式。我们主体选用米白色，以活泼的橙色与神秘的蓝色为主题色，同时以暖色调的木纹饰面点缀，既保留了传统建筑的白色，又突出了幼儿园建筑应有的亮丽色彩。
	4、无障碍设计：根据《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本项目无障碍设计范围有：入口及门，水平和垂直交通，公共卫生间等。单体主要入口设置了坡度1:12的坡道出入口，在一层公共卫生间设置无障碍专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