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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architectural style

陈宅村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临街主街道86户农户房屋墙体统一按照徽派建筑风格进行因势改造；铺设自来水管网和污水管网，引入陈
宅河水打造3000米活水景观渠；村内空闲宅基地、空地全部清理整治，并见缝插针地进行了绿化美化，建成了小花园、小绿地、小广场。
打造“水韵陈宅”，带动乡村旅游。



Local architectural style
以召伯文化为抓手，把甘棠村打造成市级美丽乡
村示范村。
一期工程就是提升改造农村人居环境,主要包括
厕所改造、污水治理、垃圾分类、墙体美化、村
庄绿化、街景小品等村容村貌建设。行走在甘棠
村，处处能感受到召伯文化的印记。路两侧房子
的外墙上，描绘着讲述召伯廉政为民的故事画。
在村子东侧，有一座文化广场，这里矗立着一块
刻有“召伯听政处”的清朝石碑，文化意味十足。
广场上新建了召伯文化墙和塑像，对面建设了廉
政教育展厅。



Natural and humanistic environment

宜阳县地处豫西浅山丘陵区，地貌特征为“三山六陵一分川，南山北岭中为滩，洛河东西全境穿”。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温、
夏热、秋凉、冬寒，年均气温14.8℃，地温平均12.8℃，年降水量500毫米～800毫米。宜阳县户籍人口70.67万人，常住人口60.83万
人。其中，城镇化率39.84%；人口出生率10.94‰；人口死亡率6.02‰；人口自然增长率4.92‰。

灵山寺风貌 洛河锦龙大桥



Natural and humanistic environment

秦王村历史悠久，干部群众集思广益，一条“品厚重历史文化、
享林下绿色采摘”的发展思路应势而生。村里深入挖掘珍珠泉等
历史遗迹，流转土地打造红心猕猴桃、甜柿子等特色产业基地。

秦王村 养马村

养马村以豫西民居建筑风格为引领，突出灰、白色调，在农户改
造中利用好旧砖旧瓦、老椽子、旧时农耕用具等材料，突出传统
元素，门楼改造增加砖雕镶嵌，打造出了原汁原味的豫西农村风
貌。



Use of homestead

宜阳县农村分布以组团状为主，沿城市主干道或河流条带状分布，宅基地联排布局较多，独立布局的较少，使用率较高。
常见尺寸167㎡，2分半地。   ◼ 10MX17M，面宽适中

宜阳农村现状

甘棠村

龙王村



Use of homestead

宜阳县农村分布以组团状为主，沿城市主干道或河流条带状分布，宅基地联排布局较多，独立布局的较少，使用率较高,
常见尺寸167㎡，2分半地。   ◼ 10MX17M，面宽适中

宜阳农村现状

陈宅村 礼曲村



Instructions for use of atlas

图集使用说明

       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文件《河南省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试行）》、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河南
省农村住房设计图集编制导则（试行）》的精神和要求，为规范和加强宜阳县农村宅基地和下辖村庄内原址翻建、新建的农村住
房；特制定此图集用于指导宜阳县农村住房建设工作。 

       本图集选取两种不同的典型宅基地类型，面积为二分半亩地，约167平方米， 面宽控制在9~10米， 每种宅基地类型编制三
套户型设计方案；所有户型设计包含各层平面图、屋顶平面图、剖面图，门窗位置，并标示构造柱、圈梁位置及构造做法。能够
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指导施工。

 编制原则： 
1.政府引导、农民自愿                                               2.节约用地、整治空心村。
3.因地制宜、体现特色。                                            4.统筹安排、循序渐进。
5.分类指导、建新修旧                                               6.依据规划、合理设计
7.保障安全、结构合理                                               8.节约能源、保护环境





Architectural style



Architectural style
一层住宅（方案一）新中式风格 ·沿街透视



Architectural style
·鸟瞰图一层住宅（方案一）新中式风格



Architectural style
·鸟瞰图一层住宅（方案二）现代风格



Architectural style
·鸟瞰图一层住宅（方案三）坡屋顶

结合防水和隔热等设计坡屋顶，材料
为树脂瓦/彩钢瓦和钢结构受力。结合
太阳能，采用被动式建筑，绿色建筑



Architectural style
一层住宅（方案四）



Architectural style
二层住宅（方案一）新中式风格 ·沿街透视



Architectural style
二层住宅（方案一）新中式风格 ·鸟瞰图



Architectural style
二层住宅（方案二）现代风格 ·鸟瞰图



Architectural style
·鸟瞰图二层住宅（方案三）坡屋顶



Architectural style
·鸟瞰图二层住宅（方案四）



Architectural style
·鸟瞰图二层住宅（方案五）新中式风格



Architectural style
三层住宅（方案一）新中式风格 ·沿街透视



Architectural style
三层住宅（方案一）新中式风格 ·鸟瞰图



Architectural style
三层住宅（方案二）现代风格 ·鸟瞰图



Architectural style
·鸟瞰图三层住宅（方案三）坡屋顶



Architectural style
·鸟瞰图三层住宅（方案四）



Architectural style
·鸟瞰图三层住宅（方案五）新中式风格



Architectural style

屋顶样式

结合宜阳县农村建筑风貌，设计四种
屋顶形式；斜屋檐屋顶，灰色压边屋
顶，真石漆平屋顶，坡屋檐屋顶。

斜屋檐屋顶，灰色压边屋顶造型简洁，
易于施工，成本较低。
真石漆平屋顶，线脚相对较多，施工
较为复杂，成本较高
坡屋檐屋顶，施工难度大，成本高。



Architectural style

门窗、围墙样式

门窗选用普通铝合金门窗和中式雕花门窗。

围墙采用实体围墙、局部格栅围墙和中式雕
花围墙三种形式。



Architectural style

大门样式

大门造型选用四种不同风格的，既有造型简
单的坡屋顶门头，又有相对简洁的平屋顶门
头。





Apartment layout design

一层住宅（方案一）
三居室
三口之家

一层住宅（方案三）
两居室
留守老人



Apartment layout design

·西立面

一层住宅（方案一）新中式风格

·南立面

·东立面·北立面

白色真石漆或乳胶漆

深灰色树脂瓦或小青瓦

白色真石漆或乳胶漆

深灰色树脂瓦或小青瓦

白色真石漆或乳胶漆

深灰色树脂瓦或小青瓦

白色真石漆或乳胶漆

深灰色树脂瓦或小青瓦

5+9+5塑钢玻璃窗

檐口结合古典风格设计



Apartment layout design

1-1剖面图



Apartment layout design

二层住宅（方案一）
六居室
两世同堂



Apartment layout design

二层住宅（方案二）
五居室
两世同堂



Apartment layout design

·西立面

二层住宅（方案一）新中式风格

·南立面

·东立面·北立面

白色真石漆或乳胶漆

5+9+5塑钢玻璃窗

浅灰色金属铝板

深灰色树脂瓦或小青瓦

灰色金属格栅

白色真石漆或乳胶漆

深灰色树脂瓦或小青瓦

灰色金属格栅

白色真石漆或乳胶漆

5+9+5塑钢玻璃窗

深灰色树脂瓦或小青瓦

灰色金属格栅

白色真石漆或乳胶漆

深灰色树脂瓦或小青瓦

灰色金属格栅



Apartment layout design



Apartment layout design
三层住宅（方案一）     六居室   三世同堂



Apartment layout design
三层住宅（方案二）     五居室   三世同堂



Apartment layout design

·西立面

三层住宅（方案一）新中式风格

·南立面

·东立面·北立面

白色真石漆或乳胶漆

5+9+5塑钢玻璃窗

浅灰色金属铝板

深灰色树脂瓦或小青瓦

灰色金属格栅

白色真石漆或乳胶漆

深灰色树脂瓦或小青瓦

灰色金属格栅

白色真石漆或乳胶漆

深灰色树脂瓦或小青瓦

灰色金属格栅

白色真石漆或乳胶漆

5+9+5塑钢玻璃窗

深灰色树脂瓦或小青瓦

灰色金属格栅



Apartment layout design



Apartment layout design

根据村庄内部道路实际情况，在宽度
大于五米的道路上，单侧设置停车区
域；
沿主干道双侧设置停车位；
在村庄空闲地块，设置集中停车区域，
规划充足充电桩车位;
新建住宅统一配置停车库

村庄内单侧停车

沿主干道双向停车

村庄空地规划集中停车区域

集中停车



Apartment layout design

村庄合理规划各种配套设施，满足村民
日常生活，丰富村民日常活动，过节增
设各种文体活动。

游园

垃圾中转站

停车场

乡村服务中心

党群服务中心



Apartment layout design

各住户门前设置花池，用以点缀街道；
主道路两侧设置绿化带，提升村庄形象；
在空地规划游园，方便村民日常休闲活
动；

门前花池

主干道绿化带

乡村游园

沿街绿化



Apartment layout design

沿街设置太阳能路灯，节约用电，减少
碳排放；
屋顶增设太阳能板，采用清洁能源，满
足日常照明使用，符合碳中和的发展理
念需求

太阳能屋顶

屋顶太阳能





building structure



building structure



building structure



建筑结构形式优缺点

结构形式 使用年限 优点 缺点

砌体结构 50年

1.取材简单、价格低廉。砖主要用粘土烧制；石材的原料是天然石
砌体结构；
2.砖、石或砌块砌体具有良好的耐火性和较好的耐久性；
3.施工便捷，砌体砌筑时不需要模板和特殊的施工设备；
4.施工进度快。

1.与钢和混凝土相比，砌体的强度较低，因而构件的截面尺
寸较大，材料用量多，自重大；
2.砌体的砌筑基本上是手工方式，施工劳动量大；
3.砌体的抗拉、抗剪强度都很低，因而抗震较差，在使用上
受到一定限制；

框架结构 50年

1、具有可以较灵活地配合建筑平面布置的优点，利于安排需要较大
空间的建筑结构，框架结构的梁、柱构件易于标准化、定型化，便
于采用装配整体式结构，以缩短施工工期。
2、采用现浇混凝土框架时，结构的整体性、刚度较好，设计处理好
也能达到较好的抗震效果，而且可以把梁或柱浇注成各种需要的截
面形状。

1、框架节点应力集中显著，框架结构的侧向刚度小，属柔
性结构框架，在强烈地震作用下，结构所产生水平位移较
大，易造成严重的非结构性破坏。
2、吊装次数多，接头工作量大，工序多，浪费人力，施工
受季节、环境影响较大；不适宜建造高层建筑， 框架是由
梁柱构成的杆系结构，其承载力和刚度都较低。

钢结构 60年

1.钢材强度高，塑性韧性好；
2.结构自重轻；
3.材质均匀，与力学模型较吻合；
4.制作简便，施工工期短。

1.耐腐蚀性差；
2.耐热但不耐火（摄氏600度以上失去承载能力）；
3.在低温等条件下，可能发生脆性断裂；
4.造价相对于砌体结构和框架结构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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