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ll 带你
健康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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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学习需要活动
需要动态激发，为青少年满足人体工程学的要求。

学习场所的设计和布局要比选择合适的家具更重要。
孩子尤其需要活动空间，以增长知识跟阅历。良好的学
习场所能激发动态，为健康学习创造条件。

如今孩子们的身体活动已越来越少。孩子好动的天性
越来越受到静态学习和僵硬姿势的束缚，完全不适合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发育。

“健康学习”手册告诉您如何从小培养良好的行为和习
惯，从而配合有益于健康的生活与学习环境。

为此，需要把孩子的房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成功的
学习空间需要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在人体工程学方面，
这一点也会带来观念的变化。一件家具仅仅能满足 “正
确”坐姿是不够的。有益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家具要能

够激发动态，能让孩子们活动。就是说，书桌和座椅这
类学习用家具必须与使用者的身体状况完美地匹配。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正确健康的使用。同时，健康的学习
场所需要提供尽可能方便又频繁的坐姿变换，需要让
孩子坐下来，更需要激发使用者各种不同的位置变换
和活动。

为此，moll提供伴随成长，灵活使用并且满足人体工程
学的家具产品，打造优良的学习场所。而优化学习场所
的前提是，能够正确调整桌椅，其激发动态的潜力得到
充分地利用。

本手册的目的就是唤醒家长，老师和教育者的注意， 
为青少年提供健康学习的环境。

好动让孩子 
更聪明
孩子越小，静坐不动的时间就越短。从前教育人
士和家长认为动得多了不好，而如今好动已变得
有益。这种健康的坐卧不安属于自然，下意识的
活动，能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发展，而长时间静坐
却是有害的。好的座椅会支持孩子好动的天性，
而且椅子不会翻倒。

青少年学生的平均静坐时间有多长呢？
6 - 10 岁:5 分钟
11 - 15 岁:15 分钟
16 - 20 岁:2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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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在家庭环境方面应该注意什么呢？比
如孩子房间的布局，以避免孩子总是坐着。

原则上讲坐着并无坏处。问题出在坐的时间
太长，而且静坐不动。孩子本来就不能保持
几分钟静坐不动，平均只有约3分钟。在椅子
上孩子们凭直觉而自发不断地变换坐姿，他
们最喜欢蹲着或者躺在地上。我们将其称为
自然的 “身体智能型”位置变换，父母应允许
他们这样做，而不是禁止。原则上应当是: 尽
可能少的静坐不动，尽可能多的活动并且变
换姿势!为了更好地满足孩子们活动的需求，
也可给房间配备一个小蹦床或者立式桌子。

那么家长该怎样帮助孩子多活动呢？

首先家长的表率作用十分重要。家长还应该
关注孩子的健康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活动以及
活动质量。原则上家长需要为孩子创造活动
的条件，因为健康发展的前提是动态的生活
和学习。有些活动尽管强度不大，但对于身心
发展来说也很重要，比如骑自行车，爬楼梯，
帮助家里或者在园子里做些事。当然爬高，
蹦跳，跑步，玩球或者平衡运动强度更大，
对身体更具挑战性。这类运动让身体出汗，
气喘吁吁。作为补充，学龄儿童如果能参加
学校或者俱乐部的一些体育运动当然更好，
这样孩子们的天性跟喜好能充分得到发挥。

Dr. Dieter Breithecker 博士
德国联邦坐姿与活动促进协会会长，
www.haltungbewegung.de

活动与聪明和创造力
Dr. Dieter Breithecker 博士的对话采访

德国联邦坐姿与活动促进协会明确指出，活动，健康与教育之间有着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
与该会会长 Dr. Dieter Breithecker 博士的对话帮助读者了解这种相互关联对孩子们的影响

动态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您为什么把活动视
为身心健康发展的根本？

孩子们的天性实际上满足动态生活的最佳
条件。活动是孩子们成长的发动机，也是身
心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小学毕业以前正是
发育过程的重要阶段。在可能的情况下，这一
过程会激发孩子们本能的，多样的，乐意而
且自发的活动。活动需要成为“自然”。首先在
玩中了解，发现并驾驱周边环境，这期间比
体育运动更为重要。这一过程的主要特征是
孩子的自发行为。往往孩子们凭直觉感受，
哪些互动对他们是有益的。不过孩子们需要
较长时间和相应的空间来尝试，实践，表现
勇敢，做错了也没关系。这就是学习的过程。

从前孩子们能够尽情地展现好动的天性，可
惜这已成为过去。这个造成了什么影响呢？

如今，孩子们在没有大人监督的情况下尽情
地玩耍已很少见。他们在房间内的时间过
长。而房间往往不能满足身体活动的需要。
人们尽管会安排体育运动和其他活动来试图
弥补，然而这类体育活动的意义很有限，
无法替代孩子们成长所需的，跟伙伴们互动
的自主性游戏和活动。缺少运动很快地成为
人们当今生活的明显标志。这个不仅影响到
身体健康的方方面面，也阻碍了人们核心能
力的正常发展，比如社交能力。

我们的孩子如今常常被认为已掉入“懒坐”的
陷阱。请您具体说一下？

“懒坐”是指如今的孩子每天要坐上许多个小
时。相关研究表明，上小学的孩子平均每天
要坐着长达9个小时。这个不仅仅是因为在
课堂上课或者是做作业，无限制的打游戏
机，玩手机，看电视等往往被忽视。当然这
些东西对孩子有极大的吸引力，需要发现，
体验，但要注意节制。因为被动的使用那些
多媒体设备无法满足身心发展的需要，不如
跟伙伴们自由自在的互动。数字媒体多花1
个小时等于失去1小时的健康学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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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与人体工程学
对青少年“工作场所”的人体工程学要求

空间设计和布局需要符合孩子的需要。除实际和功能要求以外，孩子的房间应该为活动与创造力的培养提供空间。
就是说，房间的布局对于孩子健康成长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孩子坐着时，合适的桌椅意义重大，需要能为孩子成长
提供最佳的帮助。这样就要求桌椅家具能伴随孩子成长，一方面能够调整并完全适合孩子的身高，一方面需要支持
不同变换的姿势和动态。

“书桌和椅子作为和谐的整体才能保证健康的坐姿。就是说，两者需要具备简易可行，尽可能无级调高的功能。
而座椅的意义更重要。座椅需要在整个过程中配合孩子自发随机的姿势变换。”
Dr. Dieter Breithecker

睡眠也跟人体工
程学分不开
如果睡眠不好，孩子会显得烦躁不安。这样也会
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而睡眠不好所产生的负面
影响往往被忽视。换个床垫在很多情况下就能
够得到解决。床垫要软硬适中，这样就能确保睡
眠的质量。最好向一位专业人士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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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桌椅始终为一整体。正确的坐姿需要两者能灵活自如地跟孩子不
同年龄段的身体变化相匹配。为此，需要调整功能，该功能考虑
到各个方面，比如也要考虑座深。座椅还有一项任务， 就是支持
符合生理要求的坐姿。除了考虑身体发育条件以外，座椅还要满
足使用者的活动需求。

02  书桌需要双向调整: 即高度和倾斜。只有这样书桌才能随身体条
件的变化而变化，又支持正确的坐姿。而且桌高及桌板倾斜度应
当由孩子自己来调整。为此需要智能化的机械和电动装置。桌板
需要足够深，或者提供扩展的可能，以便有足够的地方摆放屏幕。

坐角倾斜使得坐
姿挺直
椅面向前倾斜能支持挺直的坐姿，保证学习的时
候注意力集中。这时，盆骨轻微前倾，背部挺直。
如果椅面前倾而又能活动的话，则不仅支持挺直
的坐姿，还能使坐姿更健康，充满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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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需要给房间配备足够的照明，这样眼睛不
会过于疲劳。还要加装灵活可移动的台
灯，为需要的地方有针对地提供照明。 
良好的照明能帮助孩子长时间集中精力，
预防头疼。

04  身体需要变换。最理想的是，为孩子创造
条件，能坐立变换。为此，书桌需要能够
调高，或者增加一个站立工作台，比如加

一个立式桌子。

05  房间的整体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与健康学
习有关。书桌应该靠近窗子，这样孩子能
随时看到室外，确保调剂和休息。室内应
提供放松和活动的可能。



13

01  椅子的高度应该是：座位前缘的高度相当
于下膝盖点的高度。正确的坐下高度是：
大腿和躯干之间略微张开（张开角度大
于90°），脚能完全接触地面。

05  为保证眼手间的正确距离，避免出现背部和颈部疼痛，
也应当注意桌板倾斜的调整符合不同的学习和工作任务。

建议最佳姿势角度:
绘画和类似活动时的角度为 0 – 5°
写字角度为 8 – 12°
阅读角度为 15 – 20°

02  座椅前后进行调整，使大腿部分免受座
椅前缘的压力而留有多余空间。座椅前
缘和小腿之间的距离应相当于四个手指
的宽度。这样可以更好地促进腿部的血
液循环。

03  第三步是调整靠背的高度。调整靠背应注
意肩部以下受靠背支撑。这样能减少背
部的负担，背部向后靠时受到整体支撑。

04  书桌高度的调整通过把手臂放到桌子上来检查。正确的设置是：
手臂的弯度稍微大于 90°。这样能减轻身体负荷，以便颈部肌肉
得到放松。

重在调整
桌椅与身体条件的完美结合

人体工程学的意义在于，把身体负荷减少到最低程度，不强迫身体采取哪种姿势。
当书桌完全符合孩子身体条件时，某种姿势的害处以及背疼头疼会得到有效的预防。
这样才能集中注意力，身体放松地学习。调整先从椅子做起。接下来调整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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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尽的介绍
更多信息请查阅 www.gesundes-lernen.info

为健康学习提供最佳的支持，长期以来一直是moll所关
注的。为了改善学习跟学习环境，我们通过互联网博客
www.gesundes-lernen.info 发布许多有益的信息， 
最新科学认知以及各种建议。 
博客 www.gesundes-lernen.info 为那些有学龄孩子的
父母提供切实的帮助。该信息平台对于从事教育，关注青
少年健康学习的人士也是十分有益的。无论是家长，幼儿
园阿姨还是老师，都能得到关于健康学习的有益信息。

书包太重，坐着不动，活动太少都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健
康发展。而由于孩子们往往自己不会察觉，父母积极为
孩子改善学习和阅历场所就变得尤其重要。博客里的多
项栏目遵循“活动而不是静坐”这一原则，培养人体工程
学意识并促进孩子的健康发展，栏目比如 “眼睛”，“背部”

，“活动”，“健康”，“学习”，“游戏”和 “你试过吗?”等。

好的活动培养从幼儿园和入学年龄开始。轻松有益的
博客 www.gesundes-lernen.info 为您解答以下问题：
“孩子每天至少需要多少活动?” “什么样的家具适合我的
孩子?” “学习环境的照明需要注意什么?”，还有 “哪种姿
势对哪些工作学习更有益?”。博客即帮助学习又提供实
用的建议和信息。同时还表明，健康学习乐趣无穷，更加
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

健康学习是 moll Funktionsmöbel GmbH 功能家具有
限公司的首创。moll 倡议的目地是，阐述良好学习，卓
越成长和实现人体工程学的前提。同时，moll身体力行，
通过学习家具的研发和生产实际上为健康学习创造条
件：伴随成长的儿童书桌配有调整倾斜的功能，活动并
根据身体条件可调高的座椅，柔和防刺眼的照明。moll 
努力打造健康优异的学习和增长阅历的场所 - 传播有益
的信息，实用的建议，为孩子提供最合适的家具。

使用屏幕时 
离眼睛的距离 
十分重要

屏幕离孩子座位距离小于胳膊长度时，会造成眼
睛过度紧张。这时，孩子的注意力会下降。另外，
屏幕在水平线上不应与眼睛在同一高度，甚至更
高，因为这样的话孩子的眼睛会持续望远。理想
的办法是，书桌配备可下降式电脑加扩件。由此
能对与屏幕的距离和视角正确地设置。另外，这
样还能获得更大的空间，足以把下手臂放在桌面
上，减轻肩膀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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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与学习
了解什么是良好的光线

良好的光线对于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学习场所具有决定
性作用。人们往往忽视孩子房间照明的重要性，尤其需
要注意力集中的时候。

原则上讲，自然光线比人工采光更优越。书桌最理想的
位置是靠近窗户。不是要孩子直视窗外，重要的是给孩
子创造条件，能不时地将目光投向远方。对于右手写字
的孩子，窗口最好位于书桌的左边。而对于左撇子来说，
光线最好来自右边。当傍晚或在室内日光不足的情况下，

一定要在屋顶安装照明，保证足够的室内光亮。屋顶照

明保证整个房间的恒定亮度，作为补充，应为每台书桌
配备台灯。夹紧式台灯有好处，能随着桌板倾斜而移动。
书桌台灯必须能够灵活安装。这里也同样：右手写字的
孩子需要来自左边的光源，而左手写字时，台灯要装在
右边。为完美地配备照明，避免孩子受灯光刺眼，要注
意台灯应配有关节接合，以便能最佳地调整灯泡和反光
罩的角度。书桌台灯应尽可能采用暖色无闪烁的灯光，
台灯安装应注意学习用具不在背光处。为了优化书桌阅
读，建议采用 500 至 1000 勒克司的灯光亮度。所有灯
具包装都会标出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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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妥协
学习和工作场所与健康，乐趣和成就息息相关。

在可操作性和安全性方面不要打折扣，高要求总是好的。这一点尤其适用学习场所的设计和布局。简单地说， 
首先是桌椅应使用方便。使用简便也包括调高，调倾斜，还有加装扩展的可能。

让孩子远离危险源也同样重要。青少年使用的家具应避免尖利的棱角和被夹住的危险。请注意通过检测的安全性
标识，如 GS 或者 TÜV，还有证明符合人体工程学和使用安全的产品认证印章。

未来的家具大有前途高质量是可持续性发展的保证。它决定保值，也保证桌椅家具带来长久的使用乐趣。 
采用优质材料，无危害性挥发对青少年家具来说是必须的。选购时请您也注意产品荣获的奖项，如蓝色天使称号。
该奖项是绿色环保的最好证明。

环保测试杂志就正确选择孩子书桌座椅写道：“售价便宜的产品在本次评审中表现糟糕，建议您宁可多花点钱选购
较贵的型号，请您关注能 “伴随孩子成长”的家具，这样才物有所值。建议通过专业销售渠道购买，而不是网购。 
至少应让孩子在专卖店先坐着椅子亲身感受，把全部调整功能都试一遍。”

GS 标识
moll 产品通过受认可的检测 
机构针对安全标准的检测。

Blauer Engel 蓝色天使
moll 产品通过环保和健康 
产品的综合认证。

AGR 背部健康运动
moll 产品荣获背部健康称号。

专利
moll 研发实力雄厚。 
多项创新成果受专利保护。

独立评审机构能
提供客观的评估：
中立客观的评价。选购儿童家具时请您注意产品
认证和印章，如 GS-标识（安全），蓝色天使（环
保和健康产品，以及 AGR-腰背健康认证（符合
人体工程学）。还有一些著名的媒体也定期评审 

“儿童家具”，比如环保测试，商品检验基金会等。

检查清单
购买选择和决定 ...

   ... 常规选择

    家具的安全性如何(需带有GS-标识)？

    生产商提供多种表面材料？

    是否提供加扩配件保证？

    产品是否符合人体工程学要求， 
是否通过独立机构检验(如AGR背部健康)？

    产品组装是否便捷？

    从哪里可以查询到产品的原产地？

   ... 座椅选择

    座椅能至少承重90公斤？

    座椅调高范围足够吗(30厘米至最少52厘米)？

    能把靠背尽可能无级推到肩膀以下吗？

    座深能否调整？

    所有设置能否单独进行调整并完成？

    靠背是否能跟脊椎骨形状相匹配？

    座椅是否配有足够大的脚座，以避免翻倒？

    坐垫是否能更换，坐垫罩能清洗吗？

    座椅是否可移动并支持动态，即便是变换不同的坐姿？

   ... 书桌选择

    调高范围足够吗(至少55厘米至80厘米)？

    调高是否能由孩子便捷独立地完成？

    桌板学习面积是否足够大(至少60厘米深，115厘米宽)？

    书桌桌面可调倾斜度至少能达到16°？

    是否能使用加装桌板将桌面扩展？

    操作装置是否简易可行？

    危险源是否被有效排除(无棱角，无夹住危险)？

    书桌是否提供足够的可能用来放置笔和文具等？

    书桌生产商是否能提供补充性并且适合的存储空间家具？

    书桌有其它特殊装置吗(书挡，书包挂钩等)？

    书桌在室内能否轻松移动？

    书桌是否能根据地面凸凹进行调整，而不会晃动？

   ... 台灯选择

    台灯能任意安装在书桌上并能转动吗？

    台灯适合右撇子还是左撇子使用？

    灯头可以旋转并且灯臂可以往不同方向移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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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moll的使命:我们为孩子们好好
学习，快乐健康地生活创造条件。未
来属于健康成长的孩子们。最理想
的房间应能全面激发孩子们的感官: 
眼睛需要自然的光线，耳朵需要较好
的静音效果，孩子能闻到畅通的新
鲜空气，感官能触摸到自然物质，房
间为孩子提供达到平衡及动态，姿势
变换的空间。孩子房间还应该为轻松

阅读，玩耍，听音乐提供一小片快乐的空间。应激发孩子们变换
姿势和位置：坐着，乱爬，躺下，任意变换。也应开展孩子们自主
的身体活动和锻炼。孩子房间应备有一些活动器械，比如健康平
衡板，固定在门边的横杠等等。而学习场所是房间里最为重要的：
孩子年龄在增长，需求也随之变化，所以学习家具需要随着孩子
们的成长而灵活变化。我们首先开发出伴随孩子成长的学习家具
系统，moll将该系统视为己任和使命。我们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孩
子们能够健康地学习成长。

致以诚挚问候
Martin Moll

购买选择和决定的检查清单
请您自己做对比调查

为了帮助您为孩子选择最佳的学习环境和家具，在此为您准备了一份检查清单。
您可取出这份清单，用来直接对比市场上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