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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溪地区闽中风格农村住宅建筑设计说明 

 

第一篇：建筑方案设计说明 

 

一、设计依据： 

本工程建筑设计所采用的主要法规和标准： 

1.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GB50352-2005） 

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2018） 

3.  住宅设计规范 （GB 50096—2011） 

二、方案构思： 

1. 充分展现鲜明的闽中特色建筑风格。 

2. 把自然景观吸纳到建筑内部,让住宅空间与自然景观充分融合。 

3. 将闽中传统元素“粉墙、黑瓦、长披檐、隆脊、悬山、木墙裙”融合进现代

的建筑造法。 

4. 经济适用，既符合现有土地政策要求，又能最大限度满足广大农户的居住需

求。 

5. 适度超前，在充分考虑当前农村住房使用特点的基础上，着眼未来发展需要，

预留了住宅内公共空间，住宅平面功能更加齐全。 

三、平面设计： 

本方案地上三层，建筑平面设计时，着重关注了以下几个性能：灵活性、紧凑性、

易用性、易达性、可发展性、舒适性、稳定性、安全性、经济性。 

一层设有入户门厅、老人房、卫生间、厨房、餐厅、储藏室。 

二层设有客厅、卧室、卫生间、起居室。 

三层为大露台、卧室、卫生间、洗衣间。 

四、剖面设计： 

1 层高 3.3 米；2 层、3 层高 3.0 米。 

五、立面设计： 

设计通过不同功能分区的体块穿插，强化了建筑的虚实对比，在建筑中充分融合

进了尤溪建筑风格中的传统元素，使建筑整个立面风格有对闽中地域非常好的适应

性。 

六、综合技术指标： 

本次设计分为两种套型： 

1. 二开间双拼住宅，占地面积 225.78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56.36 平方米。 

2. 双开间独栋住宅，占地面积 114.18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78.63 平方米。 

 

第二篇：结构方案说明 

一、 设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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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方案图 

2、 有关国家及地方现行各结构设计规范、规程： 

（1）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50068-2001） 

（2）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2） 

（3）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01）（2006 年版） 

（4）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 

（5）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6）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8） 

（7）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2008)  

（8）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GB50046) 

（9）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2001 年版） 

（10）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01） 

（11）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50001-2001）  

（12）建筑结构制图标准（GB/T50105-2001） 

二、 自然条件及设计要求 

1、 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二级，设计使用年限 50年。 

2、 抗震设防烈度 6度，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05g

建筑抗震设防类别为丙类。 

3、 结构取基本风压值 W=0.4KN/M2。 

4、 楼地面荷载取值按《建筑结构荷载规范》，及按实际情况取值。 

三、 结构选型 

1、 本工程为 1 栋三层建筑，无地下室，地上部分建筑为卧室、客厅、厨房、卫

生间等用途。拟采用砖混结构体系。 

2、 本工程梁、板、构造柱均采用现浇钢筋砼结构。各层采用主次梁结构布置。

尽量控住次梁高度，以节约层高。力求尽量不影响建筑空间美观及使用要求。

竖向构件布置同时考虑客厅及设卧室的布置要求，以达到良好的经济效益、

同时保证功能适用性。 

3、 本工程体型较为简单，工程位于 6度地震区，拟合理布置承重墙以达到良好

的抗震性能。 

4、 本工程基础拟采用墙下独立基础，待地质报告明确后再做详细比较。 

 

四、 结构分析 

1、 本工程按规范规定考虑重力荷载、风荷载、地震作用及组合。 

2、 结构整体分析选用设计软件 YJK 进行整体分析计算。 

 

第三篇： 给排水方案设计说明 

 

一．设计依据  

1.建设单位提供的批准文件及依据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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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所建筑专业提供的方案图文资料； 

3.给排水专业有关的设计规范。 

二．设计范围 

本专业的设计范围为本地块红线范围内的室外给水系统、排水系统、消防系统、室内

给水系统、排水系统、消火栓消防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和气体灭火系统。 

三．给水系统 

1. 本工程拟从项目所在地的市政道路上现有市政给水管分别引入两根口径为

DN150mm管道，引入管上设水表计量，室外消火栓给水管在总图红线范围内单独成

DN150 环。 

2.用水量 

本次设计用水包括：办公生活用水、绿化及道路浇洒用水等及未预见水量。设计主要

用水量标准为：办公按每人每天 50L。 

3.生活给水系统 

本工程生活给水系统应尽量利用市政给水管网的压力。市政管网压力无法满足使用要

求的楼层设置二次加压给水系统。入户管静水压大于 0.20MPa 的设置减压阀减压后供

给。 

二次加压给水系统采用转输水箱+变频泵供水系统。生活水泵从位于一层的生活转输

水箱,吸水提升至各用水点。所有生活水箱均采用不锈钢水箱，同时在系统中设置水

箱水处理仪，强效杀菌灭藻，以确保二次供水的水质卫生，防止水质二次污染。 

 4 水质稳定措施 

采用集物理处理法和化学处理法为一体的综合水处理装置。该装置除了有高效的旁滤

系统，去除悬浮物、减少排污时的水量外，还能自动投药，缓蚀阻垢、杀菌灭藻；它

不仅能保证循环冷却水系统的正常运转，还能达到同时节水、节能的效果。 

四．排水系统 

 4.1．污水系统 

本工程的排水对象主要为生活污废水、地下室废水、屋面及室外场地的雨水，无特殊

的污染物排出。设计上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对上述排水对象分别组织排放。

餐饮污水经隔油池处理后排至室外污水管网。地下室不能重力排出的污水采用污水提

升成套设备抽排至室外污水井。生活污水在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道。 

4.2．废水系统 

地下汽车库的地面冲洗废水、设备房等机房废水、消防水池等溢流排水及火灾时的灭

火排水，均不能重力排出，则设集水坑，采用潜水泵提升排出。 

4.3．雨水系统   

（1）暴雨强度公式参照武夷地区暴雨强度公式：q=3973.398(1+0.0.4941lgP) / 

(t+12.17)�0.848 

（2）室外设雨水管，雨水口收集雨水，分多处就近排入市政雨水管道。 

（3）建筑的屋面雨水，设置雨水斗和雨水管道。同时在屋面设置超设计重现期的溢

流设施，以保证雨水斗系统和溢流设施的总排水能力高层建筑不小于 50 年重现期的

雨水量，多层建筑不小于 10 年重现期的雨水量。 

室外排水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污水均为普通的生活污水。 

五．消防系统 

5.1．消火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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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总图情况，整个项目消防按同一时间内的火灾次数 1 次计；本项目消防按

小于 50m的公共建筑设计。 

室内消火栓消防用水量：20L/s； 

室外消火栓消防用水量：25L/s。 

室内喷淋消防用水量：40L/s  

（2）系统 

采用临时高压制消防体系，集中设置消防加压系统。 

在一层设置消防水泵房，泵房内设室内消火栓消防水泵；消防水泵从消防贮水池吸水，

供至室内消火栓消防环状管网。在环网上设消防水泵接合器。 

（3）在一层设消防贮水池，贮存火灾延续时间（室内外消火栓消防系统为 2h）内的

消防用水。消防贮水池设供消防车取水的取水口。 

（4）在系统最高点设置高位消防水箱，其有效容积为 18m3。水箱高度不能满足室内

消火栓最不利点压力要求，于水泵房内设置消火栓稳压设备。 

（5）在建筑内部的消防环网上设室内消火栓箱；在室外给水环网上设室外消火栓，

两套独立室外消火栓系统均从总图中单独引入给水管。 

5.2.建筑灭火器的配置 

    一般场所采用手提式磷酸铵盐灭火器；在地下汽车库和柴油发电机房等部位，增

设推车式磷酸铵盐灭火器。 

5.3.气体灭火系统设置 

高、低压配电机房等不宜用水灭火的场所均采用七氟丙烷气体自动灭火系统。 

六．主要给水排水管材 

6.1．单体的室外给水管采用给水衬塑复合钢管；室内冷热水支管采用 PP-R塑铝稳态

管。 

6.2．室外污水、雨水管采用硬聚氯乙烯双壁波纹塑料排水管；室内重力流污水管采

用聚丙烯静音排水管；提升污水管及废水管采用焊接钢管；满管压力流雨水排水系统

采用承压排水铸铁管或钢塑复合管。 

6.3．消火栓系统采用内外壁热浸镀锌钢管。 

七．环境保护 

7.1.本工程的排水对象主要为生活污水、废水和雨水，无特殊污染物排出。设计上采

用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对上述排水对象分别组织排放。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

排入市政污水管道。 

7.2.选用低噪声、高效率的机电设备，并采取积极的隔振降噪措施。设置隔振基础、

柔性接头，避免管道传声；各种水泵上设置微阻缓闭式止回阀，消除停泵水锤的影响

和水击所产生的管道震颤噪声等。 

八．卫生防疫 

8.1.为保证本工程二次供水系统的水质卫生，设计中将生活水箱单独设置在专用的不

受污染的房间内；生活水箱采用不锈钢板水箱，并且在系统中设置水箱水处理仪。生

活水箱容积的确定，在保证供水可靠的同时，也保证其卫生安全的贮水更换周期。 

8.2.水池和水箱的进水管道，保证有大于规范所规定的最小空气间隙；在不能保证时，

设置倒流防止器，避免倒流污染。对有可能造成倒流污染的设备的进水管上，也设置

倒流防止器。 

8.3.对生活给水系统，采用了安全卫生的管材、铜质阀门、陶瓷阀芯龙头等，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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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管道、阀门对水质的污染。 

十．节水节能措施 

9.1.选用节水型的卫生器具。 

9.2.选用优质、高效、节能的给排水设备和器材。 

9.3.根据不同的用水性质设水表计量，以节约水资源。 

9.4.小区根据《民用建筑绿色设计技术导则》设置相关节能节水措施。 

 

 

第七篇：电气设计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地上三层住宅，分为两种套型： 

二开间双拼住宅，占地面积 184.52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25.32 平方米。 

双开间独栋住宅，占地面积 94.8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74.34 平方米。 

二、设计依据 

1.国家最新颁布的有关规范。 

2.建筑专业提供的平、立、剖面图。 

3.给水、通风专业提供的用电资料。 

三、设计范围： 

本工程包含电力照明、弱电、防雷及接地等。 

四、负荷等级 

本工程属于多层民用建筑，所有用电属三级负荷。 

五、供电电源 

本工程从公用变压器引入 220V电源，供整个建筑用电。 

用电指标：采用单位面积用电指标法计算 

根据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 50293-2014》，《10kV 及以下电力用户业扩工程技

术规范》(DB35_T_1536-2016),用电容量不低于以下标准：140 m2 及以下的住宅，基

本配置容量每户 8kW；建筑面积 140 m2上的住宅，每增加 40m2，增配 2kW。 

六、计量方式 

在用户侧设计低供低计。计量柜由供电部门提供。 

七、导线选型及敷设方式 

低压配电线采用，YJV—0.6/1KV 交联联聚乙烯电缆，末端线路采用 BV、0.75kV 铜芯

塑料电线。干线采用托盘敷设，分支线采用暗管敷设，消防用电设备按消防要求敷设。 

八、防雷、接地系统设计： 

按三类防雷设置保护 

低压配电系统的接地型式采用 TN-S 系统。 

采用综合接地系统，接地电阻不大于 1 欧。 

设置等电位联结及局部等电位联结。 

九、弱电及智能化设计 

由市政通信网引入住宅电视系统和网络电话系统。每栋住宅内根据需要设置适量信息

点和电视插座。 

十、电气节能说明 



                                                                                                                                                                                                 

6 

1.本工程照明优选节能型灯具，以求节约能源。 

2.本工程采用的荧光灯应自带电子镇流器，单灯功率因数达 0.9以上。光源应首选三

基色荧光粉的细管径（T8或 T5 型）直管荧光灯或紧凑型自镇流荧光灯，显色指数（Ra）

不小于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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