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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幼儿园布局的现状、问题
与优化路径
———基于 ＧＩＳ 的分析

　 　 　 洪秀敏　 马　 群　 钟秉林

摘　 要:　 面对新形势下的“入园难”问题ꎬ构建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成

为当务之急ꎮ 文章采用 ＧＩＳ 技术ꎬ以北京市为例ꎬ分析幼儿园的空间布局情况ꎬ包括幼

儿园分布与人口的关系、幼儿园的密度等级和幼儿园的服务范围ꎬ结果发现:当前北京

市幼儿园与学前人口分布不完全匹配ꎬ区域之间分布不均ꎬ未能形成连片的覆盖网络ꎬ
服务压力大ꎬ如果不及时调整ꎬ便会加剧学前教育的供需矛盾ꎮ 据此文章提出了合理规

划资源布局、均衡区域资源配置的优化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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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主要是指幼儿园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ꎮ 面对学前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的现

状ꎬ«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强调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

系”ꎻ«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ꎬ要“建立健全与常住人口变化趋势和空间布局相适应的

城乡学校布局建设机制ꎬ合理规划学校服务半径”ꎻ«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

划的意见»把“充分考虑人口政策调整和城镇化进程的需要ꎬ优化幼儿园布局”作为实施第三期学前教

育行动计划的基本原则ꎬ凸显合理进行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性ꎮ 当前ꎬ面对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形

势下学前教育的“入园难”问题ꎬ即幼儿园供给不足、“全面二孩”政策后新增的入园压力和幼儿就近入

园的需求ꎬ原教育部长袁贵仁将合理布局规划放在第一位ꎬ指出应将人口变化和教育相结合ꎬ做好学前

教育规划ꎬ合理布局学前教育机构ꎮ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ꎬ教育资源分布与学龄人口不匹配的现象日

益明显ꎮ①选取城镇化率 ８６ ２％、幼儿园和人口空间分布存在错位现象和区域幼儿园配置不均的北京市

作为个案ꎬ研究高度城镇化进程中幼儿园的布局具有典型意义ꎬ尤其是在人口政策调整背景下ꎬ清楚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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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当前幼儿园布局是未来学前教育资源合理规划首先要考虑的实际问题ꎮ 为了增强幼儿园布局分析的

科学性ꎬ本文采用跨学科视角ꎬ引入 ＧＩＳ 技术ꎬ对幼儿园的地理分布、与人口的关系、密度等级和服务范

围进行空间分析ꎬ探讨优化幼儿园空间布局的可行路径ꎮ

一、 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分析北京市幼儿园布局及其合理性ꎬ具体关注幼儿园的分布、幼儿园和人口布局的相对关系、幼儿

园的核密度和点密度、幼儿园的服务范围等ꎮ
(二)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软件ꎬ借助其强大的空间表达和分析功能ꎬ以
地图形式呈现北京市幼儿园的分布情况ꎮ 首先ꎬ基于现有底图ꎬ借助各种经纬度提取系统ꎬ参照北京市

行政区划图ꎬ使用提取坐标的工具ꎬ确定区县边界的控制点ꎬ以便绘制带有经纬度坐标的区划边界ꎬ并进

行空间校正和图层合并ꎬ最终形成布局分析的基础图层ꎮ 其次ꎬ收集北京市各区县的人口和学前教育资

源的统计数据ꎬ包括 ２０１０ 年中国公里网格人口分布数据①、北京市常住人口、育龄妇女、学龄前人口、在
园生规模、幼儿园数量和班额等ꎮ 同时ꎬ根据北京市教委和相关网站公布的幼儿园名单ꎬ整理全市各区

县的幼儿园名单(２０１６ 年官方发布信息)ꎬ并借助谷歌和百度地图搜索园址ꎬ确定经纬度信息ꎮ 最后ꎬ通
过 Ｊｅｎｋｓ 自然段点分级法(保证组内差异最小ꎬ组间差异最大)划分人口和学前教育资源分布ꎬ并使用地

图呈现ꎮ
在对全市幼儿园进行空间分析时ꎬ为探讨幼儿园分布与人口分布的匹配程度ꎬ应用 ２０１０ 年公里网

格人口分布数据、街道育龄妇女数据和 ０－５ 岁幼儿分布数据ꎬ参照幼儿园分布ꎬ进行对比分析ꎮ 在参考

已有研究的基础上ꎬ考察幼儿园分布的密度等级ꎬ主要通过核密度和点密度进行分析ꎮ 其中ꎬ核密度可

以给幼儿园所在的位置赋最高权重ꎬ依次向四周扩散ꎬ在搜索范围内逐渐缩减至零ꎬ据此可以划分出据

核心向外不同的密度等级ꎻ而点密度则是计算一定范围内幼儿园分布的密度ꎬ以此可以发现园所密度集

中和重叠的地区ꎮ 随后ꎬ应用空间可达性中的直线距离工具ꎬ设置幼儿园服务半径基线为 ３００ 米ꎬ最大

可接受半径为 １０００ 米②ꎬ分析园所覆盖范围ꎮ 以上操作主要考察幼儿园布局的合理性ꎬ即是否与人口

分布相匹配、是否存在服务盲区、是否存在叠加区域、是否存在服务片区ꎬ以此考察不同区县间的幼儿园

布局差异情况ꎬ为分析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现状提供实证依据ꎮ

二、 北京市幼儿园空间布局现状及其问题

北京市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１５°２４′－１１７°３０′ꎬ北纬 ３９°２８′－４１°０５′ꎬ总面积 １６４１０ 平方千米ꎬ平原仅占

１ / ３ꎬ其余为山地ꎮ ２０１０ 年ꎬ北京市形成了 １４ 区 ２ 县的行政区划格局ꎮ③ 其中ꎬ东城区和西城区构成首

都核心功能区ꎬ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和海淀区构成城市功能拓展区ꎬ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

区和大兴区构成城市发展新区ꎬ门头沟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县和延庆县构成生态涵养发展区ꎮ 下面

将围绕北京市不同区县人口和幼儿园的分布情况进行比较分析ꎮ
(一)幼儿园分布:由市东南部的核心区和拓展区向外扩散

北京市 ２０１６ 年经教委发布的幼儿园共有 １４８９ 所ꎮ 从幼儿园在不同区县的分布数量来看ꎬ朝阳区

９５１

洪秀敏　 马群　 钟秉林　 北京市幼儿园布局的现状、问题与优化路径———基于 ＧＩＳ 的分析

①

②
③

付晶莹、江东、黄耀欢:«中国公里网格人口分布数据集»ꎬ全球变化科学数据注册与出版系统ꎬＤＯＩ:１０ ３９７４ /
ｇｅｏｄｂ.２０１４ ０１ ０６.Ｖ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ｅｏｄｏｉ.ａｃ.ｃｎ / ＷｅｂＣｎ / ｄｏｉ.ａｓｐｘ?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７４ / ｇｅｏｄｂ.２０１４ ０１ ０６.Ｖ１ꎮ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１８０－９３(２００２ 年版)»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ꎬ第 ７ 页ꎮ
段柄仁:«北京年鉴 ２０１４»ꎬ北京年鉴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８５ 页ꎮ



图注:由于北京市面积较大ꎬ以点要素形式存在的幼儿园在图中显示比例过小ꎬ图中点要素经过放大ꎬ故不同于实际比例ꎮ

图 １　 北京市幼儿园分布图(单位:所)

的幼儿园数量最多ꎬ落入第五等级ꎬ有 ２１４ 所ꎮ 其次是海淀区、通州区和丰台区ꎬ它们均落入第四等级

(１３８－１６０ 所)ꎮ 再次是昌平区、房山区和顺义区ꎬ它们均落入第三等级(９６－１１４ 所)ꎮ 落入第二等级

(６３－７７ 所)的区县最多ꎬ分别是大兴区、密云县、西城区、怀柔区和平谷区ꎮ 剩下的延庆县、东城区、石
景山区和门头沟区均落入第一等级(２９－５２ 所)ꎮ 可见ꎬ北京市的幼儿园主要分布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和

城市发展新区ꎬ即围绕市东南部向外扩散ꎬ越靠近首都功能核心区ꎬ幼儿园分布越密集ꎬ越向郊区发展ꎬ
幼儿园分布相对越分散(见图 １)ꎮ

(二)幼儿园与人口关系:人口多密处园所多ꎬ区县间匹配度差异大

表 １　 北京市分区县面积及人口分布情况(单位:平方公里、人)

区县 面积 常住人口 育龄妇女 ０－５ 岁人口 在园生

全市 １６４５４ ９１ １８８２７２６２ １２９１３２１９ ７９９０８９ ３６４９５４
东城区 ４１ ８４ ９１９２５３ ５４０３９６ ２９７１９ １３１９３
西城区 ５０ ７ １２４３３１５ ７３５３７８ ４０７４８ １６６９８
朝阳区 ４７０ ８ ３５４５１３７ ２４２１１９３ １３６９３８ ６２３２９
丰台区 ３０５ ８７ ２１１２１６２ １３５６５２４ ９２００７ ４０４０１

石景山区 ８４ ３８ ６１６０８３ ３８４５８７ ２６１３６ １３４０９
海淀区 ４３０ ７７ ３２８０６７０ ２３２８６９９ １１５００９ ５８０２８
房山区 ２０１９ ９４４８３２ ５６９３３４ ４４０５６ ２８８７８
通州区 ９０６ ２８ １１８４２５６ ７７０５３７ ５５３０６ ２５４５５
顺义区 １０２１ ８７６６２０ ５６７８６４ ３９２０８ １９１８４
昌平区 １３４３ ５ １６６０５０１ １１９２８３１ ７４０５４ ２３２９４
大兴区 １０３６ １３６５１１２ ９５８３３４ ６２５９２ ２４９６５

门头沟区 １４４８ ８４ ２９０４７６ １６４５８７ １２４４１ ５２４１
怀柔区 ２１２２ ６ ３７２８８７ ２２８２７７ １９０７３ ８６４２
平谷区 ９５０ １３ ４１５９５８ ２３７７６８ １７５２６ ８３９３
密云县 ２２２９ ４５ ４６７６８０ ２６７６３９ ２１９９４ １０３４３
延庆县 １９９３ ７５ ３１７４２６ １８９２７１ １２２８２ ６５０１

表注:人口数据一般为六普数据ꎮ 育龄妇女指 １５－４９ 岁的女性ꎮ 受制于数据可获得性ꎬ选用 ０－５ 岁人口数据最接近学前

适龄人口数据ꎮ 在园生数据则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学年统计的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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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人口分布情况是为了与学前教育资源的布局进行对比分析ꎮ 具体的人口指标包括从总体上把

握常住人口的分布ꎬ关注与政策相关的育龄妇女人口分布ꎬ使用可获取的分区县 ０－５ 岁人口①代替学前

适龄人口进行分析ꎬ同时基于可获取的在园生分布情况ꎬ为对比幼儿园和人口分布的匹配程度提供实证

依据ꎮ
北京市密云县的面积最大ꎬ有 ２０００ 多平方公里ꎬ占全市的 １３ ５５％ꎬ但是ꎬ在 ２０１０ 年ꎬ常住人口不足

５０ 万ꎬ仅占全市的 ２ ４８％ꎻ东城区面积最小ꎬ４０ 多平方公里ꎬ仅占全市的 ０ ２５％ꎬ但是常住人口超过 ９１
万ꎬ占全市的 ４ ８８％ꎬ比密云县多出将近一倍ꎮ 可见ꎬ区县面积和人口数量并不成正比ꎮ 首都核心功能

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的人口基数相对较大ꎬ尤其是海淀区和朝阳区ꎬ常住人口、育龄妇女、０－５ 岁幼儿和

在园生规模都是全市之最ꎬ两类辖区的常住人口数量占全市的 ６２ ２３％ꎬ但是两类辖区的面积仅占全市

的 ８ ４１％ꎮ 相较之下ꎬ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面积占全市的 ９０％以上ꎬ但是常住人口不到

全市的 ４０％ꎮ 在后两类辖区内ꎬ昌平区常住人口最多ꎬ占全市的 ８ ８２％ꎬ面积占全市的 ８ １６％ꎮ 育龄妇

女、０－５ 岁人口和在园生分布也基本和常住人口分布情况保持一致ꎬ但是又有所差异(见表 １)ꎮ

图注:图左显示人口数量ꎬ图右显示人口密度ꎬ下同ꎮ

图 ２　 北京市幼儿园、常住人口及其密度分布图(单位:所、人、人 /平方公里)

具体来看ꎬ常住人口数量最多的是朝阳区和海淀区ꎬ常住人口约 ３２８－３５５ 万人ꎬ落入第五等级ꎬ对
应的幼儿园在 １６０－２１４ 所之间ꎮ 落入第四等级的丰台区和昌平区有常住人口约 １６６－２１１ 万人ꎬ对应的

幼儿园数量在 １１４－１３９ 所之间ꎮ 首都核心功能区和其他城市发展新区常住人口数量则全部落在第三

等级(约 ８８－１３７ 万人)ꎬ对应的幼儿园数为 ５１－１３８ 所ꎮ 密云县和石景山区的常住人口则约为 ４７－６２ 万

人ꎬ落入第二等级ꎬ对应的幼儿园数为 ５０－７０ 所ꎮ 余下的生态涵养发展区(县)常住人口约为 ２９－４２ 万

人ꎬ均落入第一等级ꎬ对应的幼儿园数为 ２９－６３ 所ꎮ 可见ꎬ不同区县之间的幼儿园与人口匹配程度存在

巨大的差异ꎮ 从人口密度分布来看ꎬ幼儿园主要分布在人口密集的区域ꎬ最为明显的是首都功能核心区

和城市功能拓展区ꎮ 此外ꎬ房山区的东部、昌平区的中部、顺义区的中部、平谷区的西南部、密云县的西

南部、怀柔区的东南部和延庆县的西南部都是幼儿园和人口相对比较密集的地区ꎬ其他区域的幼儿园分

布较为分散(见图 ２)ꎮ
在常住人口中ꎬ育龄妇女人口最多的同样是朝阳区和海淀区ꎬ约 ２３３－２４２ 万人ꎬ落入第五等级ꎬ对

应的幼儿园数在 １６０－２１４ 所之间ꎬ两区之间园数差异较大ꎮ 其次是丰台区、昌平区和大兴区ꎬ育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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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０－５ 岁人口数＝总人口数－６ 岁及以上人口数ꎮ 采用北京市六普年龄数据验证推测 ０－５ 岁人口方法的有效性ꎬ
实际显示数据与 ２０１０ 年计算结果基本一致ꎮ



人数约为 ９６－１３６ 万人ꎬ落入第四等级ꎬ对应的幼儿园数在 ７７－１３９ 所之间ꎬ园数多寡基本与地区妇女人

数多寡趋势相匹配ꎮ 落入第三和第一等级的区县数量最多ꎮ 第三等级的育龄妇女约在 ５４－７７ 万人之

间ꎬ主要是首都核心功能区和其他城市发展新区ꎬ对应 ５１－１３８ 所幼儿园ꎬ区域之间幼儿园的数量、与育

龄妇女人口匹配程度差异明显ꎻ第一等级的育龄妇女约在 １６－２７ 万人之间ꎬ囊括了所有生态涵养发展

区ꎬ对应 ２９－７０ 所幼儿园ꎻ而石景山区被单独划入了第二等级ꎬ育龄妇女约 ３８ 万人ꎬ对应 ５０ 所幼儿园ꎮ
从育龄人口密度分布来看ꎬ幼儿园主要分布在育龄妇女高度集中的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ꎬ
并向外延伸ꎬ但是育龄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区县也有部分地区幼儿园分布较多ꎬ这与此前分析的人口分

布相对应(见图 ３)ꎮ

图 ３　 ２０１０ 年北京市幼儿园、育龄妇女及其密度分布图(单位:所、人、人 /平方公里)

总体上ꎬ常住人口和育龄妇女越多或越密集的地区ꎬ幼儿园的数量越多ꎬ也会越密集ꎮ 但是ꎬ人口数

量相似的区县之间存在幼儿园数量差异明显的现象ꎬ幼儿园分布并不能完全与人口分布相匹配ꎮ
(三)幼儿园与学前人口关系:园所供给失衡ꎬ总体和园班人数对应度低

与常住人口和育龄妇女人口分布相对应ꎬ朝阳区和海淀区的 ０－５ 岁人口最多ꎬ约 １１ ５－１３ ７ 万人ꎬ
落入第五等级ꎬ对应 １６０－２１４ 所幼儿园ꎮ 其次是丰台区和昌平区ꎬ０－５ 岁人口约为 ７ ４－９ ２ 万人ꎬ对应

幼儿园数为 １１４－１３９ 所ꎮ 落在第三等级(约 ３ ９－６ ３ 万人)的区县数量最多ꎬ包括西城区和其他城市发

展新区ꎬ对应 ６９－１３８ 所幼儿园ꎬ区域之间幼儿园与人口的匹配程度差异大ꎬ大兴区和西城区的园人匹

配度相对较低ꎮ 东城区、石景山区和密云县被划分到了第二等级ꎬ０－５ 岁人口约为 ２ ２－３ 万人ꎬ对应的

幼儿园数为 ５０－７０ 所ꎬ园人匹配度不高ꎮ 余下的生态涵养发展区均被划入第一等级(约 １ ２－１ ９ 万

人)ꎬ对应 ２９－６３ 所幼儿园ꎮ 从人口密度分布来看ꎬ０－５ 岁人口密度相对集中的首都核心功能区和城市

功能拓展区幼儿园分布相对集中ꎬ而 ０－５ 岁人口居中或相对较低的区域也存在幼儿园密集区ꎬ这可能

和聚居地的分布有关ꎬ但是同样存在幼儿园数量与 ０－５ 岁人口分布之间不匹配的情况ꎬ０－５ 岁人口数量

相似的区域之间幼儿园的布局存在较大的差异ꎮ 整体而言ꎬ虽然首都功能核心区幼儿园相对密集ꎬ但是

人多园少ꎬ城市功能拓展区人多园多ꎬ部分城市发展新区园人不匹配的现象比较明显ꎬ生态涵养发展区

人少园少(见图 ４)ꎮ
幼儿园在园幼儿①最多的区县依然是朝阳区和海淀区ꎬ落入第五等级(约 ５ ８－６ ２ 万人)ꎬ对应的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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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中幼儿园分布采用的是 ２０１６ 年初发布的幼儿园信息ꎬ共有 １４８９ 所ꎻ幼儿园在园人口采用的是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学
年学前教育的统计数据ꎬ当时有 １４２６ 所幼儿园ꎬ故对应的指标均按此时的幼儿园数量计算ꎮ 由于数据可得性、时间间隔
短和园数差异小ꎬ且基本上反映的是 ２０１５ 年的情况ꎬ所以可以作为互补性参考ꎮ



图 ４　 ２０１０ 年北京市幼儿园、０－５ 岁人口及其密度分布图(单位:所、人、人 /平方公里)

儿园最多ꎬ对应 １５５－２０３ 所幼儿园ꎮ 其次是丰台区ꎬ有在园生 ４ 万多人ꎬ共设置 １３２ 所幼儿园ꎮ 落入第

三等级(约 １ ９－２ ９ 万人)的区县最多ꎬ它们构成城市发展新区ꎬ设置的幼儿园数量在 ７１－１３６ 所之间不

等ꎬ区域之间差异明显ꎮ 首都核心功能区、石景山区和密云县落入第二等级(约 １－１ ７ 万人)ꎬ对应 ４８－
６８ 所幼儿园ꎮ 余下的生态涵养发展区落入第一等级(约 ０ ５－０ ９ 万人)ꎬ对应 ２８－６２ 所幼儿园ꎮ 具体

来看园均在园生规模ꎬ海淀区和大兴区的园均在园幼儿数最多ꎬ落入第五等级(３５２－３７４ 人之间)ꎬ属于

大规模办园ꎬ对应的幼儿园数在 ７１－１５５ 所ꎬ园人匹配度差异度大ꎮ 其他城市功能拓展区和房山区落入

了第四等级(２７９－３０７ 人之间)ꎬ属于中等偏上规模办园ꎬ对应的幼儿园最多达 ２０３ 所ꎬ最少有 １０３ 所ꎮ
首都功能核心区和顺义区落入第三等级(２３１－２６４ 人之间)ꎬ近似于中等规模办园ꎬ对应幼儿园数在 ５０－
８３ 所之间ꎮ 昌平区、通州区、门头沟区和怀柔区落入了第二等级(１６６－２１０ 人之间)ꎬ属于小规模办园ꎬ
对应的幼儿园数在 ２８－１３６ 所之间ꎮ 余下的生态涵养发展区均落在第一等级(１１６－１５２ 人之间)ꎬ属于

极小规模办园ꎬ对应的幼儿园数在 ５６－６８ 所之间(见图 ５)ꎮ

图注:图左显示在园生数量ꎬ图右显示园均在园生ꎮ

图 ５　 北京市幼儿园、在园生及园均在园生分布图(单位:所、人、人 /园)

进一步考察班级规模ꎬ即平均每班有多少名幼儿ꎮ 由图 ６ 可知ꎬ顺义区的幼儿园班额最大ꎬ达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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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ꎬ落入第五等级ꎬ对应幼儿园 ８３ 所ꎮ 东城区、海淀区、丰台区、大兴区和怀柔区班额在 ２９－３０ 人之间ꎬ
落入第四等级ꎬ对应幼儿园为 ５２－１５５ 所ꎮ 西城区、石景山区、通州区、门头沟区和延庆县的班额为 ２７－
２８ 人ꎬ落入第三等级ꎮ 朝阳区和昌平区的班额为 ２６ 人ꎬ落入第二等级ꎬ对应 １１１－２０３ 所幼儿园ꎮ 余下

的生态涵养发展区落入第一等级(２４－２５ 人 /班)ꎮ
由此可见ꎬ幼儿园与学龄前人口的匹配程度ꎬ不仅需要考察适龄人口ꎬ还需要综合考虑幼儿园与在

园生总体规模、园均和班均人数之间的关系ꎮ 在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幼儿园数量相对较少ꎬ在园生人数属

于中等偏下水平ꎬ园均容纳在园生属中等水平ꎬ班额较大ꎻ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幼儿园数量最多(石景山

区除外)ꎬ在园生规模最大ꎬ园均幼儿数也最多ꎬ但是班额多寡不一(如朝阳区园数和人数最多ꎬ但是班

额是城市功能拓展区中最小的)ꎻ城市发展新区中幼儿园数量较多ꎬ在园生规模属于中等水平ꎬ园均幼

儿多寡不一ꎬ有大规模办园ꎬ也有小规模办园ꎬ班额差异十分明显(如顺义区在园生规模在城市发展新

区中是最少的ꎬ幼儿园相对较少ꎬ近似中等规模办园ꎬ但是班额是最大的)ꎬ园人不完全匹配ꎻ生态涵养

发展区的幼儿园数量最少ꎬ在园幼儿也最少ꎬ园均规模基本属于(极)小规模办园ꎬ班额属于中等水平ꎮ

图 ６　 北京市幼儿园及班额分布图(单位:所、人 /班)

(四)幼儿园密度等级:高度密集于中部以南ꎬ分散设置于其他地域

图注:图左为原比例图ꎬ图右为放大图ꎬ下同ꎮ

图 ７　 北京市幼儿园核密度等级分布图

从图 ７ 可见ꎬ密度等级最高的地域每平方公里有近似 ２－５ 所幼儿园ꎬ它们主要集中在北京市中部

４６１

洪秀敏　 马群　 钟秉林　 北京市幼儿园布局的现状、问题与优化路径———基于 ＧＩＳ 的分析



以南ꎬ具体分布在石景山区的中部和西南部、丰台区的东北部、首都功能核心区的中部以外的地区、海淀

区靠近正中部的地区、朝阳区的西部(尤其是西北部)、通州区的西北部(靠近朝阳区的东南边缘)、大兴

区的北部(尤其是西北部)、房山区的东部ꎮ 此外ꎬ幼儿园高度密集区还包括昌平区靠近正中部的地区、
顺义区的西南部、平谷区的西南部、延庆县的西南部、怀柔区的东南部(靠近顺义区)、密云县的西南部

(靠近顺义区)ꎬ基本上呈现以首都核心功能区为中心向外发散的态势ꎬ越靠近老城区方向的幼儿园的

密集程度往往越高ꎬ这一现象在城市功能拓展区表现得尤为明显ꎮ 但是ꎬ大部分区县只有某几块区域的

幼儿园密度较高ꎬ其他大部分区域的幼儿园密度都较低ꎬ每平方公里可能设置的幼儿园不到 １ 所ꎬ分布

较为分散ꎬ这在城市功能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ꎮ

图 ８　 北京市幼儿园点密度等级分布图

与核密度分析相对应ꎬ北京市南部的首都核心功能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的点密度较高ꎬ幼儿园分布

的交叉程度最明显ꎬ每平方公里落在同一区域内的幼儿园最多近 ４ 所ꎬ最少不足 １ 所ꎮ 石景山区中部以

南ꎬ丰台区的东北部ꎬ朝阳区的西北部ꎬ丰台区的东北侧ꎬ海淀区的中部和东部ꎬ石景山区、丰台区、海淀

区和西城区的交界处ꎬ丰台区、朝阳区和东城区的交界处ꎬ海淀区和昌平区在东北部的交界处ꎬ通州区西

北部靠近与朝阳区接壤的地域都存在相当多的重叠ꎬ此外ꎬ其他区县的部分地区也存在相对明显的分布

重叠现象ꎮ 整体而言ꎬ由首都功能核心区越向外扩展ꎬ幼儿园密度等级越低ꎬ分布也越为分散ꎬ加之越向

外区县占地越大ꎬ幼儿园往往分散在区县内各处(见图 ８)ꎮ
(五)幼儿园服务范围:中部以南覆盖面大ꎬ越向周边扩展越分散稀疏

根据幼儿园服务的相关规定①ꎬ其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３００ 米ꎬ即其服务范围在以幼儿园为圆心半径

为 ３００ 米的范围内ꎮ 如果按照这一标准ꎬ那么幼儿园的数量明显不足ꎬ其覆盖范围较小ꎮ 除了首都功能

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能形成一定的服务网络之外ꎬ其他区域幼儿园的覆盖面并没有形成较为明显

的连片服务区ꎬ且分散程度较高(见图 ９)ꎮ
若是将服务半径扩大至 １０００ 米ꎬ那么中部以南的服务面较为明显ꎬ以景山区和海淀区东南部为界

向南部和东南部扩展ꎬ形成较为密集的服务网点ꎬ但是服务面存在较多的重叠ꎮ 由城市功能拓展区向周

边延伸ꎬ城市发展新区靠近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地域形成了一定的服务网络ꎬ大部分生态涵养发展区靠近

城市发展新区的地域服务网点也较为密集ꎬ相较之下ꎬ北京市的外围地区ꎬ尤其是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

的外围地区(当然也需要考虑山区和半山区的情况)ꎬ其幼儿园的成片服务区相对少很多ꎬ且幼儿园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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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北京市幼儿园服务范围分布图(一)

盖辐散范围小而零碎ꎮ 虽然扩大服务半径能有效扩大幼儿园服务面ꎬ但是这无形中将加重家庭的交通

成本ꎬ进而使家庭就近入园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见图 １０)ꎮ

图 １０　 北京市幼儿园服务范围分布图(二)

三、 北京市幼儿园布局优化建议

北京市幼儿园的布局分析结果显示ꎬ虽然幼儿园的设置与人口分布相对匹配ꎬ但是幼儿园数量和服

务覆盖面并不能满足幼儿的实际需求ꎬ并且区域之间的学前教育资源分布差异明显ꎮ① 为了应对未来

(尤其是“全面二孩”政策下)可能的人口变化ꎬ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人口分布之间的

联系ꎬ建立起对未来人口变化的预测机制和当前人口分布的监测系统ꎻ同时注意均衡学前教育资源的分

布ꎬ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ꎬ在规模效益与就近入学之间取得平衡②ꎻ设立幼儿园空间布局信息系统ꎬ分析

园所可达性和探讨布局优化规划ꎬ通过调整人口疏密地区的幼儿园空间布局ꎬ形成连片的服务网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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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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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人口预测和实时监测系统ꎬ及时调整资源布局匹配人口变化

当前ꎬ我国正处于人口政策调整阶段ꎬ一方面ꎬ准确把握学前适龄人口的变动趋势将成为幼儿园布

局调整的必要前提ꎮ① 另一方面ꎬ实时监测当前人口和园所数量及分布情况ꎬ不仅是学前教育发展规划

的基础ꎬ同时也是科学预测未来人口变化和园所布局调整的依据ꎮ 在“全面二孩”政策下ꎬ未来五年的

新增出生人口在 ２３０－４３０ 万左右ꎬ②其中ꎬ北京市比常年多 ４－５ 万ꎬ③如果扩展至常住出生人口ꎬ那么这

一数字会提高 ６－７ 万ꎬ④这势必对幼儿园数量和空间布局提出新的要求ꎮ 正是考虑到人口因素和相关

人口政策调整所起的关键性作用ꎬ⑤政府应分区县、乡镇街道建立二孩政策目标人群和新生人口的电子

档案ꎬ形成完善的人口监测系统ꎬ统一记录在全市人口统计与管理数据库中ꎬ并定期进行身份和数量核

查ꎬ结合人口科学预测结果ꎬ与配套学前教育服务相绑定(如入园登记)ꎬ方便相关部门根据市内适龄人

口的分布变动情况及其学前教育需求动态配置学前教育资源ꎬ进而ꎬ在人口地图的基础上形成配套的教

育地图ꎬ健全和完善覆盖城乡的学前教育服务的公共信息网ꎮ
(二)平衡区域间学前教育资源配置ꎬ兼顾幼儿就近入园和资源使用效率

虽然园所分布会受到人口变化的影响ꎬ但是不同区域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ꎬ如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的不同ꎬ这使得各区县之间幼儿园分布并不均衡ꎮ 排除地域广度的影响ꎬ仍有不少区域的园所分布过

于稀疏ꎬ甚至不足ꎬ尤其是近、远郊的区域ꎬ而靠近中心的地区园所分布相对过于密集ꎮ 学校的布局调整

通常需要考虑服务覆盖人群数量和入学距离ꎮ 在园所密集的地区ꎬ如中心城区ꎬ覆盖人群往往较大ꎬ但
是可能存在服务区交叉ꎬ造成资源的浪费ꎬ对于这类园所可进行合并或拆除ꎬ优化资源布局ꎻ但是也不排

除学前教育资源相对较多、却仍然供求紧张的区域ꎬ此时也没有较合适的土地资源ꎬ往往会考虑改建闲

置校舍、扩建园所或增大班额ꎬ不过ꎬ这可能造成巨型幼儿园或低师幼比ꎬ规模经济效益受到抑制ꎻ⑥在

人口较少的山区或半山区ꎬ家长却很难找到满足幼儿就近入园的幼儿园ꎬ为此ꎬ应该至少在区域内保留

或新建一所幼儿园ꎬ确保适龄幼儿不因园所布局问题而失去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ꎬ在教育公平和资源使

用效率上求得动态的平衡ꎮ⑦ 同时ꎬ对于教育资源丰富的区域ꎬ应考虑加强其与其他区域的幼儿园之间

的联系ꎬ如当前北京市正在着手努力促进幼儿园之间通过相互挂职、培训会、座谈会、观摩研讨会、经验

交流会等方式确立手拉手帮扶结对交流协作关系ꎻ⑧再如以优秀园长带头设立工作室ꎬ并进入不同区域

的幼儿园进行交流指导和研讨ꎬ促进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向外辐散ꎬ推动不同区域学前教育的和谐

发展ꎮ⑨

(三)构建幼儿园空间分布信息系统ꎬ合理确定服务半径并探讨空间布局优化

从北京市园所分布来看ꎬ在地图上难以形成连片的服务网络ꎬ尤其是发展新区和涵养发展区ꎮ 这涉

及到教育资源分布的空间公平性ꎬ而具体的服务半径需要兼顾国家规定、当地政府行为和居民意愿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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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ꎮ① 有调查表明ꎬ当步行超过 １５ 分钟时ꎬ大部分家长会产生不便感ꎬ②一般的园所服务半径不宜

超过 ３００ 米ꎬ但是实际情况并不乐观ꎮ 对于交通不便的地区ꎬ从空间距离入手确定服务半径较为合适ꎻ
而对于交通较为方便的地区ꎬ合理的服务半径应该根据时间距离而非空间距离计算ꎮ③ 为了更科学、直
观地分析幼儿园的布局ꎬ通过 ＧＩＳ 配套的开发组件ꎬ构建幼儿园空间分部信息系统ꎬ通过此系统可以模

拟住所到园所的最近路径选择ꎬ同时可以综合考虑地形、经济、交通区位等对教育资源的影响ꎬ计算学前

适龄人口与学前教育资源的协调度ꎬ评价幼儿园的可达性ꎬ为政府确定幼儿园的服务半径和空间布局优

化提供定量分析和决策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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