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宁风格农村住宅

ARCHITECTURAL DESIGN  四开间双拼住宅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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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AL DESIGN  立面渲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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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宁风格农村住宅

ARCHITECTURAL DESIGN  两开间独栋住宅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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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宁风格农村住宅

ARCHITECTURAL DESIGN  泰宁风格建筑特点

屋顶颜色较深，多使用黑色板瓦铺
设

建筑屋顶多采用灰色挂瓦进行铺
设

马头墙——徽派建筑最显著的特
征，阶梯状的马头墙，使得建筑

屋面错落有致设

建筑常以深色灰砖作为勒脚，起到
装饰和防雨水作用 建筑物常使用窗花元素装饰立面 建筑物入口处常用翘檐雨披来丰富

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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