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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目的与指导方针]

        为提高农村住房建设水平，改善农村住房的整体风貌，为农

村住房建设提供引导，特制订本图册。

        本图集适用于平顶山市石龙区农村住宅的新建、改建、扩建

及周边环境治理。

        本图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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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关于编制农村住房设计图集的通知》（豫建村〔2020〕251号）、

《平顶山市石龙区总体规划（2017-2035）》编制。

        平顶山市石龙区各村庄应根据各自村庄风貌定位选择本图册

中的建筑风格，并应结合上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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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依据]

工作内容：根据文件内容要求设计为3*3+3（三种宅基地类型，每种宅基地类型分别设计三种户型方案，加建筑

细部的三种设计形式）



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农村住房设计图册

河南省城乡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三种宅基地类型 167㎡ 

200㎡ 

134㎡  

[编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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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背景]

p地理位置——河南省中部偏西
平顶山市石龙区位于河南省中部偏西、平顶山市市区西部的宝丰县和鲁山县之间，东与宝丰县张八桥镇交界，西、

西南与鲁山县仓头乡和张店乡毗邻，南与鲁山县梁洼镇相接，北与宝丰县大营镇接壤。

p气候条件——冬冷夏热，四季分明
境内气候为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冷夏热，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4.5℃，年均无霜期213天，年均降水量

632.6毫米。

p行政区划及人口
石龙区辖区面积37.9平方公里，人口10万人，辖4个办事处、11个行政村，实行办事处带村体制。

p地形地貌——地势东高西低
石龙区地处伏牛山系浅山丘陵地带韩梁煤田腹地。境区地势西高东低，整个地形呈“川”字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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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文环境]
p自然资源——矿产资源丰富

石龙区是平顶山市4个市辖区之一，是20世纪50年代后兴起的平顶山西部远郊以煤炭产业为基础的工业区。石龙
区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经勘探已发现有能源矿产、建筑材料、冶金辅助材料、有色金属等4大类12个矿种。其中储量
最大并正在开发利用的是原煤和水泥灰岩。

p历史文化——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
石龙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区内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7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

民国时期爱国将领“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钟秀就出生、成长在这里，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义军领袖白朗故居及墓地均
在石龙区，唐代节度使元次山之墓也安葬于此，这些历史名人及文化资源为石龙区增添了浓厚的历史文化色彩。

历史人文景点

名胜风景区

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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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建筑风貌]

当地的传统建筑风格较为统一，多为坡屋顶，建筑材料为小青瓦、青砖和木材，砖是建筑的承重以及维护体系，

瓦多出现在屋顶，以及局部的建筑装饰部分，木材出现在门、窗、檐下等部位，整体具有多种建筑符号，有很鲜明的

建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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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特色]

1、建筑以坡屋顶为主，厢

房为平屋顶。

2、山墙面开拱形花窗，搭

配简洁白色山花。

3、檐口为砖和青瓦拼接而

成，层次丰富。

4、建筑外墙窗户一般为传

统木窗，且设置木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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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特色]

山墙顺应屋

顶自然交接，

无过多强调

与装饰。

屋顶为硬山顶

式，一条正脊

四条垂脊。正

脊多用小青瓦

砌成各种图案，

成为花脊。

栏杆多为青

瓦拼接形成

的各式图案，

反映当地特

点。

传统民居的一大

特点是对门的重

视，特别是对门

楼细部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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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细部]

围栏 屋脊 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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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建筑用材]

毛石砌块

青砖 红砖

        传统民居的建造多因地制宜，发挥各自的地域材料优势，就地取材，方便、经济、使材料各尽所能，

以达到经济实用的目的和建筑美观的装饰效果，形成独特的景观特色。

青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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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民居现状]

近年来居民自主修建的民居建筑多为红砖、水泥抹面形式，建筑风貌参差不齐。建筑造型单调缺乏特色，部分传统

做法继续沿用，传统民居的建筑元素、建筑符号正在悄然消失，建筑风格缺少必要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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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册适用范围]
建筑规划方面：

本图册适用于平顶山市石龙区农民住房的新建、

改建、 扩建、立面装修及其周边环境治理。已

编制村庄分类规划、实用性村庄规划、乡镇国

土空间规划的地区应同时根据已批复的规划执

行。

地质结构方面：

平顶山市石龙区农民住房的建设选址应尽量选

择稳定基岩、坚硬土、开阔、平坦、密实、均

匀的中硬土等有利地段；避开软弱土，液化土，

湿陷性黄土，膨胀土，条状突出的山嘴，高耸

孤立的山丘，非岩质的陡坡，河岸和边坡的边

缘，平面上分布的成因、岩性、状态明显不均

匀的图层（如故河道、疏松的断层破碎带、暗

埋的塘浜沟谷和半填半挖地基）等不利地段。

基础应放置在原装天然土层上，地基承载力要

求及不利地基的处理方法详见单体结构设计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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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面积 户型编号 户型面积 层数 效果预览

134㎡

户型一 104.81㎡ 一层

户型二 155.42㎡ 二层

户型三 167.18㎡ 二层

167㎡

户型四 133.08㎡ 一层

户型五 195.92㎡ 二层

户型六 201.04㎡ 二层

200㎡

户型七
123.29㎡

一层

户型八 163.12㎡ 二层

户型九 204.46㎡ 二层

[户型设计一览表]



建筑风貌二

       本图册基于平顶山市石龙区基础建筑风貌，共设计了三种宅

基地面积共九个不同户型。立面用材及建筑风格贴近当地传统

建筑风格，并进行细部的演化提炼。

        本篇包含各个户型建筑效果图、各朝向立面图，以及鸟瞰

图。针对屋顶、门窗、院门、围墙等细部有多种设计形式。并

包括三种沿街商业及公共服务用房的建筑风貌意向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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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宅基地面积]

宅基地面积：134㎡

其中：一层一种，二层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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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展示] ——户型一

户型一
宅基地用地面积：134㎡
户型面积：104.81㎡
层数：一层

说明：基于平顶山市石龙区传统民居的特点，采用当地硬山顶坡屋面形式，白墙灰瓦，整体风格简洁明快。院落呈方形比较规整，客厅、

餐厅处于中间核心位置，整体南北通透，采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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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展示] ——户型一



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农村住房设计图册

河南省城乡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效果图展示] ——户型一

北立面图南立面图

东立面图西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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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展示] ——户型二

户型二

宅基地用地面积：134㎡
户型面积：155.42㎡
层数：两层

说明：基于平顶山市石龙区传统民居的特点，提取屋脊、山墙等建筑元素的同时整体建筑风格简化处理。户型设计动静分离、洁污分离明

显，设置农具间，便于使用，二层露台空间提供了较好的休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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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展示] ——户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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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展示] ——户型二

北立面图南立面图

东立面图西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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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展示] ——户型三

户型三

宅基地用地面积：134㎡
户型面积：167.18㎡
层数：二层

说明：基于平顶山市石龙区传统民居的特点，延续当地屋脊和吻兽的形式，围墙做镂空拼花处理。院落整体比较规整，客厅和主卧具有良

好的南向采光，动静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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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展示] ——户型三

北立面图南立面图

东立面图西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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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宅基地面积]

宅基地面积：167㎡

其中：

一层一种，二层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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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展示] ——户型四

户型四

宅基地用地面积：167㎡
户型面积：133.08㎡
层数：一层

说明：基于平顶山市石龙区传统民居的特点，沿用传统窗户形式，采用木质窗饰。整体布局紧凑，主卧设置独立卫生间，有较好的隐私性，

设置车库，便于农用车或者私家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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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展示] ——户型四

北立面图南立面图

东立面图西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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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型五

宅基地用地面积：167㎡
户型面积：195.92㎡
层数：二层

说明：基于传统民居的特点，采用当地硬山顶坡屋面形式，简化屋脊形式，围墙采用镂空拼花处理。平面功能分区明确，布局合理，房间

具有良好的采光性，院落规整。

[效果图展示] ——户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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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展示] ——户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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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展示] ——户型五

北立面图南立面图

东立面图西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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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型六

宅基地用地面积：167㎡
户型面积：201.04㎡
层数：二层

说明：基于平顶山市石龙区传统民居的特点，采用硬山顶坡屋面形式，沿用传统窗户形式，采用木质窗饰。院落整体比较规整，动静分离，

设置车库，二层家庭厅和露台提供休闲娱乐场地。

[效果图展示] ——户型六



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农村住房设计图册

河南省城乡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效果图展示] ——户型六

北立面图南立面图

东立面图西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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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宅基地面积]

宅基地面积：200㎡

其中：

一层一种，二层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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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型七

宅基地用地面积：200㎡
户型面积：123.29㎡
层数：一层

说明：基于平顶山市石龙区传统民居的特点，采用传统合院的建筑形式，中间高两边低，使整体错落有致，简化屋脊形式，采用镂空拼花

围墙。院落整体比较规整，采用传统院落布局，厨房和餐厅位于东侧，客厅位于中间，动静分明。

[效果图展示] ——户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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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展示] ——户型七

北立面图南立面图

东立面图西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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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型八

宅基地用地面积：200㎡
户型面积：163.12㎡
层数：二层

说明：基于平顶山市石龙区传统民居的特点，延续当地屋脊和吻兽的形式，围墙做镂空拼花处理。整体布局紧凑，功能分区合理，洁污分

区明显，南北通透，房间都具有良好的采光。

[效果图展示] ——户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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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展示] ——户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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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展示] ——户型八

北立面图南立面图

东立面图西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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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型九

宅基地用地面积：200㎡
户型面积：204.46㎡
层数：二层

说明：基于平顶山市石龙区传统民居的特点，建筑元素提炼升华，坡屋顶和平屋顶相结合，使整体高低错落有致，窗户采用木质格栅，延

续当地窗户窗饰特点。户型方正实用，功能分区明确，空间利用率高，动静分离，南北通透。

[效果图展示] ——户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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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展示] ——户型九

北立面图南立面图

东立面图西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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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细部设计形式] ——院落大门的提取演化

大门延续当地特点，在原有的基础上做简化处理。大门屋脊、

檐口多样化处理，使之有多样化的选择性，屋面瓦当的铺设

方式也各有不同。

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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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饰

——窗饰提取演化

窗饰多用木格栅和栗色的配色，沿用原本

窗户的压顶处理方法，既保留了原本窗户

的特点，又与原本的窗饰有所区分。

[建筑细部设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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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当地原有屋脊和吻兽，屋脊在原有基础上做简
化处理，采用多种屋脊样式。

——屋脊提取演化[建筑细部设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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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墙提取演化

围墙多为砖砌，墙头利用青砖砌出各种样式，新增加了砖花墙，整

体镂空，用瓦当砌出花纹图案。使整体空间更加通透，富有变化。

[建筑细部设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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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杆提取演化

栏杆

[建筑细部设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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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镂空拼花提取演化

镂空拼花

延续原有的镂空拼花形式，

运用到围墙当中。

[建筑细部设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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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墙元素提取演化

开窗形式

[建筑细部设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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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街商业建筑风貌控制] ——意向一

灰白色外墙涂料或仿石漆 仿青砖瓷砖或仿石漆 镂空砌筑或混凝土造型构件

小青瓦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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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街商业建筑风貌控制] ——意向二

栗色仿古门窗

小青瓦屋面

仿青砖瓷砖或仿石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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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建筑风貌控制]

小青瓦屋面

灰白色外墙涂料或仿石漆 仿青砖瓷砖或仿石漆 镂空砌筑或混凝土造型构件



户型及建筑结构、设备设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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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思路]

功能现代

      将现代大众的生
活起居习惯融入到
户型设计中，强调
“功能化”和“生
活化”，打造现代
化住宅的同时保留
农具间、储藏室、
内庭院等功能空间，
尊重当地居民的生
活习惯及日常需求。

风貌乡土

      地方民居应充分
保留当地原汁原味
的乡土特色，本设
计在建筑风格和节
点细部处理上延续
本土民居的特色风
貌，体现传统建筑
的文化内涵，延续
风俗民情，最大限
度地留住老百姓心
中的那一抹乡愁。

成本经济

      本次方案设计轴
网间距合理，平面
设计没有过多的凹
凸，立面不作过多
冗余装饰构件，采
用常规砖石砌块、
钢筋混凝土等建筑
用材。有不同梯度
建筑面积的设计方
案，建造成本经济
合理。

绿色环保

      所有户型设计坐
北朝南，主要房间
均南北向布置，所
有房间均有良好的
采光和通风，明厨
明卫。建筑外立面
规整，均设有方正
庭院，结合庭院景
观和绿化布置，打
造绿色优美的居住
环境。

结构安全

      本次方案设计采
用砖混的结构形式，
屋面形式多为坡屋
面或坡屋面、平屋
面相结合的处理方
法。楼板采用现浇
钢筋混凝土楼板，
所有结构设计均满
足现行国家规范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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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面积 户型编号 户型面积 层数 效果预览

134㎡

户型一 104.81㎡ 一层

户型二 155.42㎡ 二层

户型三 167.18㎡ 二层

167㎡

户型四 133.08㎡ 一层

户型五 195.92㎡ 二层

户型六 201.04㎡ 二层

200㎡

户型七
123.29㎡

一层

户型八 163.12㎡ 二层

户型九 204.46㎡ 二层

本篇包含各个户型建筑、结构、给排水、

电气专业的相关设计；燃气、热力设施由

燃气公司和热力公司对各村镇进行实地勘

察、测量后进行专业设计并敷设管网接入

每户。

户型设计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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