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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编制目的与编制依据

        1.1.1 编制目的

         本建筑立面图集体现福安市地域建筑特色，为我市农房设计、审批、日常巡查、竣工验收等阶段的

建筑风貌管控提供依据。

         1.1.2 编制依据

     1)《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闽政

〔2021〕2号

          2)关于印发农房建筑风貌和质量安全管控任务清单的通知(闽建村(2021) 1号)

          3)福建省农房屋顶平改坡设计建造一体化导则(闽建科(2019] 8号)

          4)福建省绿色农房建设技术细则(试行) (闽建村(2016] 8号)

          5)福建省绿色农房适宜技术和产品选用目录(闽建科(2016] 37号)

          6)福安市中心城区景观风貌专项规划、福安村镇建筑地域特色图集等

1.2  基本原则

        整体把控、多元协调、各具特色、经济适用、刚弹结合。

        1.2.1 整体设计应符合体量、面积、高度和基本抗震等要求。农村独栋式、并联式、联排式自建住宅       

        不得超过三层，每户宅基地面积一般在80-120平方米 ，建筑面积一般不超过300平方米。

        1.2.2 围绕“屋顶、 山墙、 墙体、门窗、勒脚、色彩、材质”等农房七要素的风貌管控要求,编制具

有地域特色的建筑立面图集，形成要素管控清单。

        1.2.3 平面设计应考虑农村生产生活习惯、农具及农产品储存空间要求，避免房间无直接采光通风、

卫生间布置不合理、功能不齐全、比例明显失当等错误导向。

1.3  适用范围

        主要适用新建、改建、扩建农房建筑风貌管控与指引，以及既有农房外立面整治提升也可参照本图

集执行。



1.4  政策要求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闽政〔2021〕2号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保障农村村民合理居住需求，有效改善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提出以下意

见：

         （1）坚持规划引领

     建立县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负责的乡村规划编制委员会，统筹推进“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工作，

科学安排农村宅基地布局。具体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报县级人民政府审批，力争2023年底前实现全省村庄规划管

控全覆盖。

　　 （2）强化用地保障

     合理安排农村宅基地用地，引导优先利用存量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农村宅基地占用农用地特别是耕地，不得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农村宅基地确需占用农用地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实行单列安排，专项保障、实报实销，当年保障不足的，

下一年度优先保障；涉及占用耕地的，由县级自然资源部门统一落实耕地占补平衡，不得收取耕地开垦费。具体按照《自然

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128号）规定办理。

         （3）优化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审批

     乡（镇）要建立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工作协调机制（以下简称协调机制），负责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

设管理工作，召集人由乡（镇）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兼任；要统筹组织农业服务中心、自然资源所、村建站、综合行政执法等

工作力量成立协调机制办公室，承担日常工作；要按照《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

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通知》（闽农综〔2020〕45号），全面落实“一窗收件、一站服务、一次审批”的审批机制，依

托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收件，由协调机制办公室具体审查，经协调机制集体研究后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批。

　　严格执行我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每户宅基地面积和人均住宅建筑面积限额标准；农村独栋式、并联式、联排式自建住宅

不得超过三层。

　　县级人民政府要按照“以成员认定、以户取得”原则，进一步完善“一户一宅”认定标准，细化以户为单位分配取得农

村宅基地的具体条件和实施办法。

　　



　  （4）加强村民住宅建设管理

     乡（镇）要加强对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申请、审批、建设、验收的全程监管，整合现行农村宅基地管理“三到

场”和农房建设安全管理“四到场”要求，实行村民住宅建设“四到场”制度，即农村宅基地申请审查到场、批准后丈量批

放到场、施工关键节点巡查到场、村民住宅竣工验收到场；建立村民住宅建设公示制度，村民住宅建设现场须悬挂施工公示 

牌，公示审批文件编号、建房村民姓名、宅基地面积和四至、建房层数、举报电话等信息，并张贴农村自建房（三层以下）

质量安全常识“一张图”，接受社会监督。

　　乡（镇）要加强村民住宅建设质量安全管理，夯实“一楼一档”，探索建立村民住宅质量安全“健康绿码”，纳入农村

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审批管理平台管理。对村民新建、翻建住宅的，在核发审批文件时，向申请人发放、宣讲农村自建房

（三层以下）质量安全常识“一张图”；严格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住建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切

实改进农房建设管理确保安全质量若干意见的通知》（闽政办〔2019〕6号），建立健全农房建设安全巡查制度，及时发现

问题，督促整改到位。

　　村民住宅建设一定规模以上（集中统建）的，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企业承接施工；村民自建住宅的，由建房村民自

行选择农村建筑工匠或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企业承接施工。集中统建的项目应办理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其质量安全管理纳入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体系；村民自建住宅质量安全管理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

    （5）加强建筑风貌管控

     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围绕“屋顶、山墙、墙体、门窗、勒脚、色彩、材质”等七要素，明确具有地域特色的农村住

宅建设风貌管控要求，编制农房建设建筑立面图集，免费提供农村村民使用，纳入村民住宅建设相关规划许可内容，作为建

房日常巡查、竣工验收的建筑风貌管控依据。不符合建筑风貌管控要求的，乡（镇）人民政府不得出具《农村宅基地用地和

建房验收意见》。

　　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要深化农房整治行动，建立以奖代补等正向激励机制，大力整治农村既有“半拉子房（裸

房）”和违反建设规划许可、影响村庄整体建筑风貌、造成安全隐患的彩钢板屋顶，严控屋顶水箱裸露，提升村庄整体建筑

风貌水平。奖补资金可从土地出让收入中列支，以奖代补具体办法由各地自行制定。

　　鼓励通过村规民约方式，在村集体内部探索建立农村村民个人信用体系，与旧宅翻建、新宅基地申请等挂钩，促进建筑

风貌管控和“建新拆旧”落实到位。引导农村村民选用住宅设计通用图，优化室内空间布局。



    （6）规范旧宅基地管理

    严格落实“一户一宅”，强化“建新拆旧”管理。易地新建住宅先拆后建的，优先安排宅基地；先建后拆的，村民应与

乡（镇）协调机制办公室、村级组织签订三方协议并作出承诺，新建住宅竣工后，须在6个月内将旧宅自行拆除或交村级组

织处理，旧宅基地退还村级组织；未按照协议约定拆除旧宅、退还旧宅基地的，乡（镇）协调机制办公室应督促村民自行拆

除，经催告仍不履行的，由乡（镇）协调机制办公室、村级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依法申请强制执行。拆除旧宅、退还

旧宅基地前，不予办理新建住宅的不动产登记手续。

    （7）坚决查处农村乱占耕地建房等违法违规行为

     严格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0〕24号），加强农村建设用

地审批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坚持农地农用，严守耕地红线。对农村新增违法占用耕地建房“零容忍”，严格执行《自

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127号），不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房，

不准强占多占耕地建房，不准买卖、流转耕地违法建房，不准在承包耕地上违法建房，不准巧立名目违法占用耕地建房，不

准违反“一户一宅”规定占用耕地建房，不准非法出售占用耕地建的房屋，不准违法审批占用耕地建房。

    （8）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省财政给予适当支持，县级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实际，将农村村民申请住宅建设涉及的测量、放线等费用纳入本级财政

预算。探索采用“政府+银行+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等模式，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加强对村民住宅建设的金融支持。各地

可在涉农等相关资金中安排部分资金用于贴息，支持村民住宅建设。

    （9）健全长效监管机制

    按照“省级指导、市县主导、乡镇主责、村级主体、村民参与”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长效

监管机制。

　　乡（镇）党委和政府对辖区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工作负总责，具体组织落实村庄规划编制、农村宅基地和村

民住宅建设审批、村民住宅建设质量安全和建筑风貌监管、制止和查处违法违规建房等工作，以及加强村级国土资源和规划

建设协管员队伍建设、农村建筑工匠培训等工作。

        充分调动农村村民的积极性，全程参与、全程配合、全程监督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相关工作，通过“村民事、

村民管”，为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营造良好氛围。



1.5    福安市中心城区景观风貌专项规划

1.5.1  建筑风貌地域分布



1.5.2  建筑风貌风格指引



1.5.3  建筑风貌色彩指引





福安市

         福安市（古属福宁府福安县）隶属于宁德市，

位于福建省东北部。地处鹫峰山脉东南坡，太姥

山脉西南部、洞宫山脉东南延伸部分；地理位置

介于北纬26°41′～27°24′、东经119°23′～
119°52′之间。行政区域面积1880.1平方公里。东

邻柘荣县，西连周宁县，北接寿宁县、南接宁德

市。

        福安市地处鹫峰山脉、太姥山脉和洞宫山脉

之间，这三大山脉控制着全市的地形骨架。山体

走向大致呈北东—南西展布，或呈北西—南东走

向。山岭延伸的方向与构造线基本一致。中部交

溪河岸两侧呈平原或丘陵，低山、中山三级或四

级阶梯状分布。地势从北向南倾斜，东、西部高，

中间低，全市地形成为南北走向的狭长谷地。 
        福安文化积淀，有历史名茶坦洋工夫茶韵，

还有瓜溪“活化石”刺桫椤、柏柱洋明清古民居、

溪塔葡萄沟、仙岫畲族风情等形成“红、茶、古、

畲、廉”的传统福安文化。 [3]  福安市境内有沈

海高速、宁上高速、福泰高速、温福铁路等公路

铁路穿境而过。                                 

2.1  地理位置

福安市



         福安传统民居，建筑布局严谨，主轴

贯穿，端正稳重。一般因地制宜，根据占

地情况展开平面布局，主轴讲究对称；在

一条纵向的主轴线上，布置一系列重要功

能空间，如门厅、主屋等。另按照地形左

右灵活布置侧屋，使得建筑整体平面不规

则，但依然主轴对称，厅堂突出，主次分

明。         
         福安传统民居屋顶大多用悬山式屋顶，

除了出檐较深外，山墙分层处设有腰檐，

从山墙面看，层层叠叠，空间层次立体感

强，构图丰富，极富山地民居的典型特色。     
福安传统民居最美之处是大屋顶的山墙面；

形如火焰的封火墙“观音兜”(形似古时女

性内衣肚兜)，四个锋利的尖角刺向天空；

形如马鞍式的封火墙“虾蛄墙”，给人生

动活泼、高昂跳跃的视觉冲击。另福安传

统民居还在悬山的正脊下悬挂悬鱼，其比

例修长，轮廓挺直，形象简洁，雕刻精致，

造型美观。   
                  

2.2  传统民居特色



屋顶、披檐
民居屋顶大多用悬山
式屋顶，除了出檐较
深外，山墙分层处都
设有腰檐，从山墙面
看，层层叠叠，空间
层次立体感强，构图
丰富，极富山地民居

的典型特色。   
                  

2.2  传统民居特色

墙体、山墙
民居常采用夯土墙或
青砖空斗砖墙；形如
火焰的封火墙“观音
兜”(形似古时女性内
衣肚兜)，四个锋利的
尖角刺向天空。形如
马鞍式的封火墙“虾
蛄墙”，给人生动活
泼、高昂跳跃的视觉
冲击。   

                  



门楼、窗饰
民居门楼通常做法:木
梁架挑出土墙，上复
青瓦小披檐;也有做砖
砌门框，上部砖挑并
粉饰门楣披檐。门窗
漏花采用镂空木雕，
工艺精细，精心布局，
构成丰富的拼字、人
物、花鸟、几何形等

图案花饰。 
                  

2.2  传统民居特色

台基、勒脚
民居常采用毛石或自
然河卵石砌筑，有利
于防潮排湿。   

                  





3.1  屋面元素提取

悬山人字坡屋顶，屋面出檐，下设披檐   

                  

门楼木梁架挑出墙，上复青瓦小披檐   

                  



3.2  山墙元素提取

形如火焰的封火墙“观音兜”(形似古时女性
内衣肚兜)，四个锋利的尖角刺向天空   

                  

形如马鞍式的封火墙“虾蛄墙”   

                  



3.3  台基元素提取

河卵石台基及青砖勒脚   

                  

毛石台基   

                  



3.4  门窗元素提取

精美木雕窗花套   

                  

通风漏窗   

                  

简化花样   

                  

简化花样   

                  



3.5  畲族元素提取

精美木雕窗花套   

                  

服饰纹路绣花   

                  

简化花样   

                  

简化花样   

                  



 

3.6  建筑材质色彩元素提取
屋面  

                  
青灰                  

主色                  

辅色                  
灰白                  

主材：青瓦、亚光琉璃瓦、砼

瓦等。                  

墙体  

                  

门窗  

                  
栏杆  

                  

主色                  

辅色                  

青砖灰                  

石灰白                

夯土黄                

毛石灰                  

主材：外墙砖、白石灰、涂料、

真石漆、毛石、卵石等。                  

主色                  
原木色                  

辅色                  
石灰白                

主材：原木、木色铝合金和塑

钢等。                  

木褐色                

主色                  
木褐色                

辅色                  

原木色                  

主材：木色铝合金和木塑等。                  



3.7    农房建筑管控要求

农房建筑管控要求指引

管控方式 刚性 弹性

管控要素 结构、屋顶、色彩、朝向、技术标准等 平面布局、七要素

适用对象 新建农房、改扩建农房 既有农房、新建农房、改扩建农房

适用范围 建筑整体 建筑整体

要素说明 结构：参见附件《农村自建房（三层以
下）质量安全常识“一张图”》；
屋顶：全坡屋面、平坡结合等，坡屋面
形式可人坡悬山式、硬山式等；
色彩：青瓦、白墙（或夯土墙）、石勒
脚等；
朝向：如未受地理位置影响，建筑宜朝
南、朝南偏东或偏西布置。新建建筑宜
后退村庄干路红线3米以上，后退村庄支
路红线1米以上；
技术标准：农村独栋式、并联式或联排
式自建住宅不得超过三层，层高控制一
般3米，每户宅基地面积限额为80-120平
方米，每户住宅建筑面积控制在300平方
米以内；

平面布局：
(1)室内部分除楼梯间外其他功能空间都直接
采光通风;
(2)卫生间宜设在西侧或东侧且上下层卫生间
对应设置或对应车库(不允许布置在厅堂、卧
室、餐厅或厨房上方);
(3)功能应齐全，含农具间、一楼老人房和库
房等; 
(4)尺寸比例应得当；
七要素：
“屋顶、山墙、墙体、门窗、勒脚、色彩、
材质”等要素鼓励以传统元素修饰，若经济
条件有限农户可适当简化处理；

未尽事宜参见：《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闽政〔2021〕2号、《福建省农村村民住
宅建设管理办法》（闽政办〔2011〕189号）

3.7.1  农房建筑管控要求指引



3.7.2  农房建筑风貌管控指引

新建农房管控指引

管控方式 管控要素 具体内容

刚性 屋顶 全坡屋面、平坡结合等，坡屋面形式可为悬山式、硬山式等，

弹性 山墙 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或传统建筑风貌保存较好的村庄，宜采用传统封火
山墙（观音兜、虾蛄背等）形式

刚性 墙体 采用白墙青瓦；对夯土墙风貌保存较好的聚居村，可采用夯土墙形式

刚性 门窗 采用木色、亚光灰色铝合金框材；经济条件较好的，可在格扇加传统窗花样
式格栅，体现传统风貌特征

刚性 勒脚 台阶、勒脚按青砖或石材饰面处理，也可采用仿石外墙砖或自然河卵石

弹性 色彩 主色：灰白、青灰、石灰白等（控制使用夯土黄）；辅色：木色、栗色、棕
褐色、深灰色、亚光灰等

弹性 材质 屋面：本地瓦、小青瓦、亚光灰琉璃瓦等；墙体：灰白涂料、灰白真石漆等；
勒脚：青砖、河卵石、片毛石、仿石外墙砖等；门窗：采用木质材料或栗壳
色、棕褐色、灰色系铝合金材料、亚光灰色塑钢框材、亚光木色铜皮门等



3.7.3  农房建筑风貌管控指引

既有农房管控指引

管控方式 管控要素 具体内容

刚性 屋顶 全坡屋面、平坡结合等，坡屋面形式可为悬山式、硬山式等，宜平屋顶采用
“平改坡的形式”

弹性 山墙 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或传统建筑风貌保存较好的村庄，宜采用传统封火
山墙（观音兜、虾蛄背等）形式

弹性 墙体 一般采用白墙青瓦；对夯土墙风貌保存较好的聚居村，可采用夯土墙形式

弹性 门窗 必须刷缝及补齐所有门窗，建议采用木色、亚光灰色系铝合金框材

刚性 勒脚 台阶勒脚按青砖或石材饰面处理，也可采用仿石外墙砖或自然河卵石

弹性 色彩 主色：灰白、青灰、石灰白等（控制性使用夯土黄）；辅色：木色、栗色、
棕褐色、深灰色、亚光灰等

弹性 材质 屋面：本地瓦、小青瓦、亚光灰琉璃瓦等；墙体：灰白涂料、灰白真石漆等；
勒脚：青砖、河卵石、片毛石、仿石外墙砖等；门窗：采用木质材料或栗壳
色、棕褐色、灰色系铝合金材料、亚光灰色塑钢框材、亚光木色铜皮门等





4  建筑立面方案适用村庄类型的说明

建筑立面方案适用村庄类型说明

方案分类 方案类型 适用村庄类型

方案一
方案三
方案六

传统版 1、适用于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规划划定的建设控制带范围内的新
建农房，并应符合保护规划的规定；建设控制带范围以外、或传统建筑风
貌保存较好的村庄也可采用。
2、在具体选用方案上，乡镇人民政府应根据本村庄民居的主要特点，指定
选用一种或三种任选。
3、部分乡镇的传统村落（如穆云乡桥溪村等），存在少量类似徽派台阶式
马头墙的民居，各乡镇政府对此类村庄的新建农房也可以选用这种类型的
马头墙方案。

方案四 传统版 适用于少数民族特色村赛、以及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的村庄。

方案二
方案五

简约版 适用于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规划划定的建设控制带范围以外，及
基本失去传统风貌的村庄、新建村庄。

 备注：各乡镇人民政府应根据辖区内各村庄建筑风貌，以文件形式明确各村庄新建农房所选建筑立面方
案。



4.1 建筑立面方案一（传统版）



4.1 方案一风貌管控要求

青瓦、
本地瓦

木色栏杆

灰白色外墙

仿青砖
文化砖

木色窗栅
涂料、真石漆

飞檐

管控内容
屋顶：悬山人字坡屋顶，
屋面采用本地青瓦或小
青瓦；
山墙：分户山墙采用马
鞍式的封火墙“虾蛄
背”；
墙体：灰白色外墙漆；
勒脚：仿青砖外墙砖；
门窗：采用木质材料或
栗壳色、棕褐色、灰色
系铝合金材料，仿木色
铜皮门等；
栏杆：仿木铝合金或木

塑栏杆。   

虾蛄背

仿木构架或
简化外墙涂
料体现

简化栏杆

简化窗栅



4.1 建筑立面方案二（简约版）



4.1 方案二风貌管控要求

青瓦、
亚光灰
琉璃瓦

亚光灰金
属栏杆

灰白色外墙涂
料、真石漆

仿青砖
文化砖

亚光灰色窗框

管控内容
屋顶：悬山人字坡屋顶，
屋面采用本地青瓦、亚
光灰琉璃瓦或小青瓦；
墙体：灰白色外墙漆；
勒脚：仿青砖外墙砖；
门窗：采用木质材料或
栗壳色、棕褐色、灰色
系铝合金材料，仿木色
铜皮门等；
栏杆：亚光灰铝合金或

木塑栏杆。   



二层平面图一层平面图

适用范围：联排新建

建议结构形式:钢筋砼框架结构

主要经济指标：主体三层建筑，

单栋占地约110平方米，单栋总

建筑面积约298平方米。

                                  

4.1 建筑平面方案一

注：住宅平面方案参照《福建省村镇住宅通用图设计方案集》。



屋面平面图三层平面图

4.1 建筑平面方案一

正立面图 侧立面图

注：住宅平面方案参照《福建省村镇住宅通用图设计方案集》。



4.2 建筑立面方案三（传统版）



青瓦、
本地
瓦

木色栏杆

灰白色外墙涂
料、真石漆

仿青砖
文化砖

木色窗栅

“观音兜”
山墙

4.2 方案三风貌管控要求

管控内容
屋顶：硬山人字坡屋顶，
屋面采用本地青瓦或小
青瓦；
山墙：采用形如火焰的
封火墙“观音兜”，四
个锋利的尖角刺向天空；
墙体：灰白色外墙漆；
勒脚：仿青砖外墙砖；
门窗：采用木质材料或
栗壳色、棕褐色、灰色
系铝合金材料，仿木色
铜皮门等；
栏杆：仿木铝合金或木

塑栏杆。   

防溅泛水详图



4.2 建筑立面方案四（传统版）



青瓦、本地瓦
木色栏杆

仿毛石
文化砖

木色窗栅

4.2 方案四风貌管控要求

管控内容
屋顶：悬山人字坡屋顶，
屋面采用本地青瓦或小
青瓦；
墙体：灰白色外墙漆；
勒脚：片状毛石外墙砖；
门窗：采用木质材料或
栗壳色、棕褐色、灰色
系铝合金材料，仿木色
铜皮门等；
栏杆：仿木铝合金或木

塑栏杆。   

简化畲飘带,
腰线设置仅
适用于畲族
村寨农房

灰白色外墙涂
料、真石漆

仿木构架或
简化外墙涂
料体现

防溅泛水详图



4.2 建筑立面方案五（简约版）



4.2 方案五风貌管控要求

青瓦、
亚光灰
琉璃瓦

亚光灰金
属栏杆

灰白色外墙涂
料、真石漆

仿青砖
文化砖

亚光灰色窗框

管控内容
屋顶：悬山人字坡屋顶，
屋面采用本地青瓦、亚
光灰琉璃瓦或小青瓦；
墙体：灰白色外墙漆；
勒脚：仿青砖外墙砖；
门窗：采用木质材料或
栗壳色、棕褐色、灰色
系铝合金材料，仿木色
铜皮门等；
栏杆：亚光灰铝合金或

木塑栏杆。   

防溅泛水详图



二层平面图一层平面图

适用范围：联排新建

建议结构形式:钢筋砼框架结构

主要经济指标：主体三层建筑，

单栋占地约95平方米，单栋总

建筑面积为266平方米。     

4.2 建筑平面方案二

注：住宅平面方案参照《福建省村镇住宅通用图设计方案集》。



屋面平面图三层平面图

4.2 建筑平面方案二

正立面图 侧立面图

注：住宅平面方案参照《福建省村镇住宅通用图设计方案集》。



4.3 建筑立面方案六（传统版）



4.3 方案六风貌管控要求

青瓦、
本地瓦

木色栏杆

灰白色外墙
仿青砖
文化砖

木色窗栅

涂料、真石漆

管控内容
屋顶：硬山人字坡屋顶，
屋面采用本地青瓦或青
色水泥瓦；
山墙：分户山墙采用马
鞍式的封火墙“虾蛄
墙”；
墙体：灰白色外墙漆；
勒脚：仿青砖外墙砖；
门窗：采用木质材料或
栗壳色、棕褐色、灰色
系铝合金材料，仿木色
铜皮门等；
栏杆：仿木铝合金或木

塑栏杆。   

“虾姑背”
山墙



二层平面图一层平面图

适用范围：单户新建

建议结构形式:钢筋砼框架结构

主要经济指标：主体三层建筑，

单栋占地约86平方米，单栋总

建筑面积约226平方米。

                                  

4.3 建筑平面方案三

注：住宅平面方案参照《福建省村镇住宅通用图设计方案集》。



屋面平面图三层平面图

4.3 建筑平面方案三

正立面图 侧立面图

注：住宅平面方案参照《福建省村镇住宅通用图设计方案集》。





 

5.1  负面建筑

                  

屋
顶

墙
体

禁用材质 禁用色彩

屋顶禁用材质：彩钢瓦、高亮面琉璃瓦、塑

料瓦、石棉瓦等。                                  
屋顶禁用色彩：红色、紫色、绿色、亮蓝色等与

传统民居相冲突高亮度颜色。                                  

无装饰水泥砂浆抹面墙、红砖裸墙等                                  
墙体禁用色彩：红色、紫色、绿色、亮蓝色等与

传统民居相冲突高亮度颜色。                                  



 

5.2  负面建筑

                  

门

窗

禁用材质 禁用色彩

门禁用型材：反光或高亮度的铁皮门，反光

或亮面的铝合金、不锈钢门等。                                  
门禁用色彩：金属高亮反光、白色、金色、蓝色

等。                                  

窗禁用型材：亮色金属铝合金框，突出外墙

不锈钢防盗网，高亮度高反光玻璃等。                                 

窗禁用色彩：红色、紫色、绿色、亮蓝色等与传

统民居相冲突高亮度颜色。                                  



 

5.3  负面建筑

                  

其
他

其
他

店招不统一，空调外机外露，立面色彩不统一。                                  农房建设中层数未得到有效管控。                                  

农房周边乱搭盖，空中干线不规整，巷道杂乱。                                 无圈梁、无拉结构造柱等相应的安全建房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