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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是建筑行业设计行为的

主要出发点之一。作为面向患者提供治疗和康复的

医疗建筑，其以人为本的设计模式，就是通过科学

的方法，从使用者的视角出发，打造一个良好的康

复环境，使患者在该环境内最大效率地康复。20 世

纪 80 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循证设计”原理，即通过

对医疗环境各物理元素的设计，强调环境对患者康

复、安全以及医护人员工作效率的影响，成为上述

人文主义精神在医疗环境设计中的重要体现。

一、循证设计的原理、发展历史和三要素

循证设计中“循证”二字源自医学界的“循证

医学”理论——“遵循证据的医学”，循证医学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进入医疗实践领域。建筑界将“循

证医学”原理与“基于性能的建筑设计”理论结合

并应用于医疗建筑设计，形成早期的“循证设计”

概念，解释为“遵循证据的建筑设计”。

与循证设计理论相关的文字记录最早出现于

1984年，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建筑学院的罗杰·乌

利齐教授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窗

外景观可影响术后患者恢复》的论文。这篇论文不

仅首次通过严谨的科学方法证明了建筑环境对患者

治疗和康复情况有直接的影响，还阐明了循证设计

原理在医疗建筑环境设计过程中的重要指导意义。

2007 年，美国注册建筑师、德克萨斯 A&M 大

学的汉密尔顿教授经过修正，在《各类型建筑的循

证设计》一书中，给出了目前对“循证设计”较为

完整的定义：“当（建筑师）做每一个决定时，慎重、

准确和明智地应用在当前研究和实际操作中所能找

到的最佳研究依据，并据此与业主（用户）进行有

建设性的沟通，去设计独一无二的建筑”。基于对该

定义的理解，循证设计“三要素”可表述为：研究

依据、用户期望和策略决定（图 1）。

其中，“研究依据”可以看作是循证设计过程的

基础与核心，是众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和研究人

员通过在实验和调研中收集和整理相关数据而取得

循证设计策略在医疗建筑环境领域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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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以及这些数据和成果所对应的设计策

略背后的深层含义。这些研究依据将建筑设计过程

中所包含的双方——“建筑师”与“用户”——纳

入同一平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以往参与

式设计过程中，由于双方存在着行业知识障碍，经

常产生矛盾和争执；而研究依据的使用，不仅凭借

可以量化的结果使一部分分歧得以有效化解，还鼓

励了双方在设计过程中对于那些容易产生矛盾的问

题进行进一步探索，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设计质

量，体现了建筑设计中的多方参与思想和更高层次

以人为本的宗旨。

 

二、循证设计策略收集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在全世界范围内（主要欧美

地区）收集以循证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文献，并整理

归纳形成数据库，提供给英国国家卫生部，用于优

化英国的医疗建筑设计和管理规范，并最终应用到

实践中。基于该数据库以及循证设计模式（图 2），

可将循证元素归纳为 4 大类：自然元素、空间环境、

功能设备以及医患行为（表 1），四者相互覆盖，

相互关联。

这四类元素之间相互依存，无法单独进行讨论。

但可以按照“客观存在”——“操作手法”——“行

为心理”的逻辑进行分类，由最初针对客观存在元

素的思考，到最终通过设计方法对患者的康复速度、

用药量、满意度和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换岗率等

因素产生影响（图 3）。

（一）自然元素

1. 阳光 / 自然采光

医院的“室内采光”、“自然光”在环境设计

中拥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阳光不仅是一种洁净的

可再生能源，还可以帮助患者在就诊、住院过程中

保持良好的心情，同时在杀菌方面起到极其有效的

作用。因此，合理地利用阳光可以为患者提供良好

的治疗方案。

例如，季节性情绪失调和抑郁症患者，在充满

阳光的病房内康复时间为平均16.9天，而在阴暗房间，

住院天数为平均 19.5 天；在心脏病 ICU 中，良好的

采光可以降低心肌梗塞情况，从而降低死亡率。

直射阳光以及通过被动式采光设施的折射光线，

都有利于提高室内用户的放松程度。

2. 噪声 / 音乐

医院环境中的噪音，主要来自于患者、医生的

活动，会影响患者的休息质量。良好的噪音控制以

及舒缓的音乐，可以在患者康复过程中缓解其不良

情绪。如何通过设计控制室内噪音程度，成为循证

设计的关注点。

[A] CADEMIC
FORUM
学术论坛

自然元素 阳光/自然采光，噪音/音乐，通风/空气质量/细菌，温度及湿度，

自然景观/植物

空间环境 病房类型，窗户设计，灯光/光照强度，室内颜色，走廊/护士站

距离，候诊区/等待区设计

功能设备 病床围布设置，扶手/安全措施，艺术品装饰，洗手洁净装置，

地板/家具材质，室内导航（寻路）

患者/医护人员行为 患者隐私保护，睡眠质量/休息，压力/焦虑，心理需求，疲劳

感，注意力分散，满意度，探访/社交；工作效率，出错率，换

岗频率，工作满意度

表 1 循证设计元素分类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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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证明，室内声音超过 55 分贝，将影响患者

的康复速率；在精神病病房、普通病房、急症病房

中的噪音值约为 49 分贝、68 分贝和 66 分贝，夜间

噪音主要产生于医护人员的交谈及脚步声；重症监

护室不宜选择开放式设计，轻微的噪音也将不利于

患者休息；病房内噪音正常值为 50~60 分贝，医护

人员行为、患者行为（哭笑、呻吟、酣睡）或电话

铃声会将噪音提高到 60~70 分贝，而高跟鞋走路会

提高到 80+ 的分贝声，噪音分贝的增高，会增加患

者止痛药的服用量。

噪音环境中，患者咳嗽占了 72%、打鼾 57%、

呻吟 48% 以及医生与患者交流 47%；夜间，常见的

发出噪音的设施有发出咯吱声的病床、手推车以及

滴水的水龙头。

音乐治疗对大部分患者有缓解焦躁、减少压力

的作用，从而降低血压，提高康复效率；精神病病

房中，舒缓的音乐有利于减少患者就餐过程中的攻

击性和破坏性行为；在焦躁测试中，接受音乐治疗

的患者焦躁感为 10.1，低于对照组 16.2；新生儿获

得音乐刺激，可有效减少婴儿体重流失，增加婴儿

食物及热量摄入。

3. 空气质量 / 温度及湿度

通风的意义，主要在于新风输入、改善室内空

气质量以及室内温度和湿度，提高空气中的含氧量

和降低空气中细菌含量，减少交叉传染。

髋关节和膝关节术后患者，使用带有空气过滤

的水平单向通风系统后，髋关节术后患者的感染率

从 1.4% 下降到 0.8%，然而膝关节术后患者的感染

率却从 1.4% 上升到 3.9%。

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不会通过空气传染，

因此，外界通风设施，不会造成因此类病菌而出现

的传染情况。

相对于 30%~60% 相对湿度，婴儿在 80%~90% 相

对湿度的环境下，即便没有任何加湿辅助设备，仍可

以获得更快的成长速度和更低的死亡率。

早产儿需要在相对湿度超过 70% 的环境中，才

能保证其呼吸系统的通畅。

4. 自然景观

自然景观主要是指树木、花草、植被等元素，

为患者和医护人员带来良好的视觉感受，缓解焦躁

3

1. 循证设计三要

素及相互关系

2. 循证设计模式

的设计流程举例

3. 循证研究分类

逻辑及元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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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降低病痛，缓解工作压力。

自然景观作用具体包括 4 种：美学观赏、压力

缓解、生理影响以及健康收益；自然景观有强烈的

分散注意力的作用，这将极大缓解患者康复过程中

的痛苦。

办公室窗外具有良好的自然景观，对医护人员

而言，可以降低工作压力，提高幸福感，降低辞职冲动。

（二）空间环境

1. 病房类型

病房，作为患者术后到康复出院期间的主要生

活场所，其环境质量将对患者康复产生极大影响。

病房的分类，主要有单人病房、双人病房和多人混

合病房。以往相关证据显示：

眼科患者和年轻人大多希望使用双人或者多人

病房；儿童病房在设计单人房间时，房间内部应安

排陪伴床，单人病房跟双人病房应保存数目 1:1；术

前患者大多数希望有 1 个室友，进行相关交流，有

利于降低术前患者的焦躁感。

研究发现，外科整形患者如需取得相同的医疗

效果，居住在私人病房中所需要的肌肉注射麻醉剂

是居住在双人病房中患者的两倍；单人病房的最大

益处，在于减少了患者间的接触，从而降低了患者

直接感染；综合医院中，80% 双人房间和 20% 的单

人房间，是较好的病房分布比例。

2. 窗户设计

窗户的设计可以有效改变和促进各类自然元素

进入建筑室内，窗户是患者在治疗和康复过程中与

外界接触的主要途径。

窗户外有可视景观，将提高患者住院的满意度；

无窗办公室直接影响了医护人员的行为（工作绩效、

眼睛运动、休息行为模式、心理活动等）。

3. 灯光 / 光照强度

室内光照强度，对于使用者（包括患者和工作

人员），有着直接的影响，选择合适的照明设施，

将有效促进医院的整体工作效率。

对于出生体重低于 1kg 的婴儿，高强度光线容

易诱发早产儿的高氧诱导的视网膜病变（OIR）。室

内光照强度太大，会造成更多的噪音产生；走廊灯

的高度在 0.76m，既保证夜间采光，又可以减少对

患者睡眠的打扰；146 呎烛光下，医护人员工作失

误率是 2.6%，而 45 和 102 呎烛光下分别是 3.8% 和

3.39%；每天保证 1 小时明亮的白光照射治疗，将有

效改善患者抑郁症状。

4. 室内颜色

室内空间颜色，既包括室内装饰颜色主要基调，

也包括使用物品和药物的颜色。

例如，蓝色和绿色有镇定作用，而红色和橙色

有兴奋作用；药丸也同样遵循这个规律；相对于红色

调为主的办公室，蓝色调为主的办公室能更有效地降

低工作失误，而红色调还易引发患者的焦躁情绪。

5. 走廊 / 护士站距离

走廊距离主要会影响患者的疲劳度以及护士的

工作强度和效率。

护士站设计主要是考虑内部交通和工作效率，

需要护士直接参与设计过程，提前制定好设计标准。

6. 候诊区设计

候诊区的设计，需要考虑环境与候诊人员心理

之间的关系。

候诊区以及等待区，需要有清晰的信息指示，

使用户了解等候时间和排队人数；家属等待区的设计，

应注重增加交流方式，降低等待过程中的不良情绪。

（三）功能设备

1. 病床围布设置

病床围布，主要作用是防止病菌扩散以及由此

引发的交叉感染。

烧伤患者的 ICU 多人病房中，使用病床围布

可使感染发病率从 58.1% 降低到 30.4%；菌血症从

20.1% 降低到 9.4%。

2. 扶手 / 安全措施

扶手及监控安全措施，可防止患者意外摔倒，

同时对患者的行动和安全进行记录。

使用监控设施记录患者（尤其是老人）的起居

情况，有助于提高患者的自理能力，而缩短病床与

卫生间的距离，将有效降低患者意外摔倒的情况发

生；患者是否有易摔倒倾向，可以通过前期的调查

进行预测，一旦检测出患者属于易摔倒人群，则医

护人员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3. 艺术品装饰

室内摆放艺术品装饰，可分散患者对于自身疾

病、疼痛的关注度，提高室内品质。

[A] CADEMIC
FORUM

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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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窗的空间，需要两倍的视觉装饰材料去装饰

办公室。

4. 洗手洁净装置

病房中的洗手设施，有助于提高患者洗手频率，

从而有效降低因接触而产生的感染问题。

使用护手霜会增加手部细菌数，而流水和肥皂

是最为有效的洁净手段。

增加洗手池数量并不意味会促进患者和医护人

员的洗手频率，当洗手池数量足够时，可以考虑提

供酒精类洗手液，替代洗手池。

5. 地板 / 家具材质

地板材质主要分地毯和光滑地面两种，两者在

医疗建筑中各有优势。

老人在地毯上步行速度，相比在光滑地面上大

约提高 30%；医院中铺设地毯会导致细菌的增多；

医院应考虑采用乙烯基等无孔材料作为患者的

座椅材料，这将有利于降低病原体和细菌滋生。

6. 室内导航

建筑内部良好的导航系统，一方面可提高建筑

的空间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可降低使用者因为寻路而

产生的不良情绪，而且由于提高了患者的空间认知能

力，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医护人员的工作强度。

即使是存在严重认知障碍的患者，也可以通过

有效的环境信息进行引导，最终找到目的地。缺少

变化的设计会给用户带来找路的麻烦，而良好的视

觉辅助寻路系统将提高用户对建筑的使用频率；导

航地图最好涵盖办公室、商店和各建筑名称。

老年痴呆症患者无法有效依据指示牌进行寻路，但

是可以凭借变化的自然环境提高患者的空间辨识能力。

根据对上述循证研究成果的展示可以发现，循

证元素的研究以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健康和安全作为

设计产出和研究基点，依据科学的临床统计进行元

素与产出关系的论证，最终通过对建筑设计元素的

塑造，完成整个循证设计体系。

三、循证设计的建立模式和在我国的发展

相比欧美等国，我国在循证设计理念方面的探

索起步较晚，时至今日，循证设计理念在我国仍缺

少相应的关注，循证设计理念在实践中的理解和应

用尚有待提高（图 4~5）。

4.“医疗环境设

计可对患者哪些

康复因素产生影

响”调研结果

5. 循证设计在国

外的发展历程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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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设计原理，从狭义上讲，是通过实验和统

计的方法，为医疗环境设计提供更为科学的研究依

据；而广义上，是强调建立一种“研究指导设计”

的思维模式。文中所列出的循证设计研究，均来自

于欧美发达地区，虽然这些信息的理解和应用将为

我国建筑师带来创新的设计思路和方法，但以上研

究均基于欧美国情，因此，这些信息是否会对我国

医疗环境用户产生同样的效果仍有待验证。我国需

要在各领域研究人员的共同配合下，建立符合我国

国情的循证设计策略和循证数据库。美国健康设计

中心所总结了循证设计策略的开发方法，按照这一

循环模式，循证元素将得到有效的论证，从而投入

到实践中使用（图 6）。

在开发循证设计策略的同时，专门用于信息收

集和分享的“循证数据库”也是循证思维推广和建

筑设计行业综合水平提高的重要部分。而循证设计

原理的应用，也与当前社会所倡导的“大数据”有

很强的相似性和关联性。通过与“互联网 +”技术

的结合形成“循证大数据”，打造出一个在线的循

证信息数据库，进行信息分享与传播，使建筑从业

人员可以便捷地获取先进的建筑循证设计知识，形

成严谨的思维模式和学习态度，最终达到强化建筑

功能，提升建筑整体设计品质，从而有效推动我国

建筑市场发展。

四、结束语

广义的循证设计强调的是一种“研究指导设计”

方法，这一方法要求改变以往以经验主义为主的设

计模式，而在设计过程中鼓励多方参与，打造基于

我国国情的设计策略的研究，并配合我国政策要求

和建筑市场的实际操作能力，最终将研究成果落实

到我国医疗建筑设计上，实现学术、政策、实践三

者的有效结合。而与“互联网 +”创新技术的结合，

将会加速这些研究成果的推广进程，推进循证设计

策略在实践中的应用，并及时评估这些策略的实际

表现情况，这也符合广义上“循证”原理的宗旨。

最终“循证大数据”的建立和循证信息数据库的

研发，将有效应用于政策规范的优化和从业人员

的再教育中，从而提高设计行业的产出品质，达

到我国“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对医疗建筑工程行

业的具体要求，并伴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

步伐，为医疗建筑、养老建筑市场提供更广阔的发

展思路。             （编辑  辜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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