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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编制说明

一、编制目标及依据概况

1.1、编制目标

为全面贯彻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从全区整体塑造乡村风貌，规范农村住房

建设技术，继承和发展当地传统建筑，达到相对统一，各具特色效果，改善农村生活

条件，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而制定本图册。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的重大部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全市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大力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提

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

显增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但与城镇相比，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

共服务仍有差距。为进一步加快我市乡村建设，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制定本设计方案。

1.2、编制依据

本图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村庄整治技

术标准》GB/T50445-2019《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编制农村住房设计图集的通

知》（豫建村【2020】251 号，《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深入推进村民自建住

房管理工作的通知》（豫建村【2021】53 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农

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豫政【2021】4号，《河南省

农村住房设计图集编制导则（试行）》2020 年 7月，国家现行的有关建筑设计规范

及行业标准等。

1.3、编制思想

1.3.1、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省委、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位置，以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发展目标，科学

编制乡村规划，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完善、人居环境改善，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加速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3.2、编制方向

整体提升村容村貌。突出乡土特色和地域特点，积极开展“四美乡村”“美丽小

镇”“五美庭院”建设，有序推进农房及院落风貌整治。2025 年年底前 30％以上的

行政村达到“四美乡村”建设标准，50％以上的乡镇政府所在地达到“美丽小镇”建

设标准，50%以上的农户庭院达到“五美庭院”建设标准。努力实现乡村游成为农村

快速发展新的有效形式，形成乡村游与美丽乡村建设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良好局面。

二、图册适用范围

本图册适用于平顶山市新华区农村住房的新建、改建、扩建及建筑立面装饰。



各村可根据自己村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因地制宜，结合本图则，编制镇域或村农村住

房建筑风貌导则。对于文化历史名镇（村），传统村落，应编制保护规划、建筑风貌

管控导则。

农村住房选址应符合新华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村庄分类规划、实用性村庄规划

要求，选择自然环境优良，有合适的地形与工程地质条件的地方，避开易受洪水、地

震灾害、滑坡、采煤塌陷区、溶洞、风口等不利地段，新华区存在采煤塌陷区、溶洞

等不利地段，当不可避免采煤塌陷区、溶洞等不利地段作为农村住房建设用地时，应

委托具有专业资质公司进行地灾地稳等地质条件评估，根据评估报告才能进行农村住

房设计和建设。

三、当地建筑风貌

3.1、当地建筑风貌及存在问题

新华区辖区内现有农村住房建筑风貌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归纳和总结。调查结果显示：现有大部分房屋结构为砖混结构，以一层平房和二层楼

房居多。存在以下问题：

一、设计落后，结构不合理；

二、设施不配套，布局不合理，杂乱无章；

三、风格样式不统一，差异较大；

四、厨房较为简陋，布局不合理，使用不方便；

五、厕所简陋，大部分为屋外单独设置，卫生状况较差；

六、部分老旧房屋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

现状照片：

图 1 现状照片 图 2 现状照片

图 3 现状照片 图 4 现状照片

图 5 现状照片 图 6 现状照片

3.2、当地建筑风貌形式分类

新华区辖区内现有农村住房建筑风貌分为三种：

第一种:传统农村建筑



清水砖墙采用青砖墙、红砖墙或石头墙，坡屋面采用小灰瓦，具有传统建筑元素，

如图 7、图 8；

图 7 清水砖墙建筑 图 8 石头墙面建筑

第二种:现代风格农村建筑

外墙采用水泥墙或涂料墙，屋面采用平屋面，如图 9；

图 9 水泥墙或涂料墙

第三种:现代风格与传统风格农村建筑

外墙采用瓷砖墙面或涂料墙，屋面采用平屋面，屋顶和围墙顶部加设坡型挑檐，

如图 10：

图 10 瓷砖面墙

四、自然人文化境

新华区位于平顶山市，辖区总面积约为 157 平方千米，总人口约为 33.6 万人，

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暖、夏热、秋凉、冬寒，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照

充足。辖区内地形大多为平原地区，西部局部有山区，辖区内有白鹭洲国家湿地公园、

千手观音证道祖庭香山寺等。

五、宅基地情况

由于早期没有统一规划和各村实际情况不同，新华区辖区内现有农村宅基地面积

各不相同，有 3 个开间、4 个开间、5个开间，进深也不同，大多超过 200 平方米。

如图 11、图 12、图 13。

图 11 三开间建筑 图 12 四开间建筑



图 13 五开间建筑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豫政【2021】4号要求，并结合各办事处和各村提供各村人均耕

地面积的数据，新华区农村宅基地可分为 134 平方米、167 平方米和 200 平方米（山

区）三种类型。

第二章 建筑风貌

一、建筑风貌控制原则

1.1、传统特色原则

继承河南中原历史文化，遵循平顶山当地传统民居建筑风貌，强化本地建筑色彩

和特征，运用当地传统建筑材料和构造做法，提取当地建筑文化元素。

1、协调统一原则

建筑风格、样式和颜色协调统一，朴素大方、与当地建筑、自然环境相协调，禁

止大面积使用高饱和度的颜色（如红、橙、绿、蓝等），有特殊颜色要求的建筑除外。

2、可实施性原则

各村应因地制宜，根据各村实际情况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建筑风格、建筑材料、

施工工艺等，实现建筑可实施性。

3、整体规划原则

应遵循先规划，后实施的原则，各村整体统一规划、对于面积超标、闲置、不具

备居住条件宅基地与村民协商后，按照国家相关政策统一规划。

1.2、建筑风貌选定

根据新华区辖区内现有农村住房建筑风貌进行了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并对调

查建筑风貌进行分析、归纳、分类和总结，确定建筑风貌类型，提供建筑风貌和户型

设计方案，与各级主管部门和村民代表开会商讨，最终确定建筑风貌和户型。

选定三种建筑风格如下：

第一种:传统建筑风格：

造型采用中国传统的屋顶形式-硬山，将以前古老的建筑形式灰墙灰瓦，根据现

代审美进行适当改进。运用白墙、灰瓦，局部仿木质构件的建造手法使整个建筑更加

增添了一丝古韵，如图 14、图 15。

图 14 传统风貌建筑 图 15 传统风貌围墙



第二种:现代建筑风格：

造型采用现代农村住房建设中，运用最多的平屋顶形式，简单流畅的灰色线条使

整个住宅造型简洁大方。白色墙体利用墙体分隔缝，打造出类似墙砖的效果，灰色的

墙裙使整个建筑色彩层次分明如图 16、图 17。

图 16 现代风貌建筑 图 17 现代风貌围墙

第三种:传统与现代建筑相结合的风格：

屋顶女儿墙、围墙顶造型采用仿古坡屋顶形式，利用树脂波形瓦来塑造屋顶造型，

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元素相结合，塑造现代农村建筑的新风格如图 18、图 19。

图 18 传统与现代建筑相结合风貌建筑 图 19 统与现代建筑相结合风貌院落

第三章 户型设计及设计成果

一、户型设计

1.1、建筑风貌控制原则

1.1.1、根据宅基地面积大小分为三个层级：

1、不超过 134 平方米的宅基地，设计三种户型设计方案，主楼建筑层数 1层或

2 层；

2、不超过 167 平方米的宅基地，设计二种户型方案，主楼建筑层数 2 层；

3、不超过 200 平方米的宅基地，设计三种户型，主楼建筑层数 2层。

1.1.2 根据建筑外形非为三个风格

三种风格分别为传统建筑风格、现代建筑风格和传统与现代建筑相结合的风格。

1.2、总平面规划

1、在宅基地北部布置主房，南部布置院落及配房，主房的主朝向均为南向；

2、宅基地南侧为村道，作为消防通道，主大门均朝南开向村道。

3、宅基地布置均预留了联拼及独立两种形式的可能性。

4、由于各个宅基地实际情况不同，本次总平面仅起示意作用，农户可根据需要

合理选择。

1.3、结构设计

1. 概述



本工程砌体结构（1-2 层），建筑安全等级为二级,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地区，

建筑结构设计年限为 50年，砌体部分施工质量控制等级为 B 级。

2.基础

本工程采用墙下素混凝土条形基础，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丙级，本工程因甲方未

提供地质勘察报告，本工程适用于天然地基，持力层为稳定老土层，其下无软弱土、

液化土、湿陷性黄土、洞穴、坟墓、孤石、膨胀土等不良地质情况。严禁在采空塌陷

区、溶洞、地裂、泥石流、新近填土、可能发生滑坡等危险地段建造。

1.4、给排水设计

1.4.1、给水：

1.水源情况：本建筑给水由市政供水，所需供水压力 0.20MPa。

2.用水计量：本工程在建筑室外设集中水表组，采用普通旋翼式冷水表分户计量。

3.生活给水管采用 S5系列优质 PPR 管材及管件，热熔连接。

4.洁具选用符合现行的有关产品标准规定的节水型，采用陶瓷或不锈钢制品。

1.4.2、排水：

1.生活污水集中排放至室外化粪池，经处理后排至市政污水管网。

2.生活污废水采用硬聚氯乙烯 U-PVC 管，粘接。

3.空调凝结水排水：在空调室外机旁设置凝结水排水立管，采用 DN25UPVC 塑料

给水管。

4.屋面雨水采用重力流排水系统，以最短的距离排至室外雨水管。

1.5、电气设计

1、电力、照明配电系统;防雷及接地系统;电视、电话、网络系统。

2、村民住宅用电为三级负荷，无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灯;在总进线处装设电度表

计量;室内各房间或场所要求照度 50~150Lx 详情见电气说明附表;在低压进线处设

MEB 总等电位接地端子箱，采用 TN-S 接地形式。

3、本设计建筑物为农村住宅，从实际出发统一按照三类防雷设计，利用建筑物

基础做自然接地极。所有进出建筑物的金属管道及电缆金属外皮在入户处均与建筑物

做总等电位联结。电视、电话、网络系统均按工作位需要设置末端点，详见电施相关

图纸。



附件：1.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深入推进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工作的通知（豫

建村〔2021〕53 号）(2)。





附件：2.豫建村〔2020〕251 号：河南省农村住房设计图集编制导则(3)。



附件：3.豫政〔2021〕4号 省府关于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



附件：4.平顶《平顶山市新华区农村住房设计图册》评审会会议纪要。



附件：5.平顶《平顶山市新华区农村住房设计图册》评审会会议纪要回复。

《平顶山市新华区农村住房设计图册》评审会

会议纪要回复

根据评审会领导及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回复如下:

1.图册应按照《河南省农村住房设计图集编制导则》要求内容及格式编制。

回复：已按照《河南省农村住房设计图集编制导则》要求内容及格式修改。

2.补充新华区建筑风貌、自然人文环境、宅基地等情况、概述及图册使用说明。

回复：已补充新华区建筑风貌、自然人文环境、宅基地等情况、概述及图册使用

说明。

3.建筑风貌编制内容应包含图片及文字说明，补充整体鸟瞰图、透视图、院落布

置图、各朝向立面图集及实体照片。提供三种及以上建筑细部设计形式。

回复：已在编制内容中补充图片及文字说明、整体鸟瞰图、透视图、院落布置

图、各朝向立面图集及实体照片。并提供了三种及以上建筑细部设计形式。

4.建筑风貌管控分区，应与新华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村庄分类规划、实用性村

庄规划相衔接。

回复：以为参照新华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村庄分类规划、实用性村庄规划进行

修改。

5.补充建筑节能、防火、无障碍设计、太阳能利用等说明内容。

回复：已补充建筑节能、防火、无障碍设计、太阳能利用等说明内容。

6.修改完善户型设计，优化效果图表现，补充细节构造节点设计内容。

回复：已修改完善户型设计，优化效果图表现及补充细节构造节点设计内容。

农房地基基础应按照《河南省农村住房设计图集编制导则》5.2.1 要求设计，避

开踩空塌陷区、溶洞等不利地段。

回复：该问题已在总说明和建筑结构设计说明中加以论述。

结合当地基础设施现状，补充房屋给取暖、燃气等管线布置方案和设备的安装位

置。

回复:经现场调查，并于当地有关部门沟通，燃气、自来水由专业公司进行设计

施工（大部分村落已施工并投入使用。）；取暖采用空调、电暖器等取暖设施（图纸

已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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