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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福建省农房屋顶平改坡设计建造一体化导

则的通知》（闽建办科函[2019]10 号文）的要求，编制组对厦门翔安区新圩镇大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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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专家、学者、房主、工匠的意见，制定了本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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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了以下五个主要问题：1、为什么要平改坡？ 2、平改坡改成什么样？ 3、技术层面

怎样平改坡？ 4、行政层面怎样组织平改坡？ 5、有哪些成功的案例和过程样本？以简

洁的语言、具象的图片、成功的案例、具体的合同文本等内容呈现给大家，旨在为全省

基层组织、房屋主人、建造承包人提供参考范本和指导原则，以利于加快推进全省农房

屋顶平改坡的进程。

本导则由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福建省建筑科学研究有限责任公司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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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屋顶平改坡的目的

增强屋面防水；

改善隔热性能；

保护房屋墙体；

提升建筑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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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市新罗区龙门镇洋畲村平改坡前后对比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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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市寿宁县芹洋乡修竹村平改坡前后对比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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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诏安县四都镇西梧村新农房建设成效（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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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大帽山平改坡前后对比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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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坡屋面外观

1 农房平改坡工程屋面形式宜采用歇山顶、硬山顶、悬山顶等传统屋面形式。坡

屋面的平面形状宜为 L形、U形或按现状平屋顶形状全覆盖，不同方向的正脊应高低错

落形成主次屋面。参见图 2.1。

（a）L形平面歇山顶 （b）L形平面硬山顶

（c）U形平面歇山顶

图 2.1 适宜的坡屋面形式案例

2 新增坡屋面水平投影面积不宜低于原平屋面面积的 60%。

3 坡屋面宜从檐口起坡；主屋面坡度宜为 28°~ 35°。

4 屋顶水箱应隐藏在坡屋面内；坡屋面应覆盖出屋面楼梯间（参见图 2.2）。其他

出屋面构件应采取合适的处理措施。

5 坡屋面宜考虑地方特色建筑风貌，可结合新技术、新材料，在山墙、屋脊、通

风采光窗等部位，考虑建筑风貌元素进行简洁易行的装饰（参见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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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原为挑檐的农房，应保留原挑檐；原无挑檐的，坡屋面应出檐，并设封檐板

（参见图 2.4）。

7 加盖的坡屋顶与原主体建筑应融为一体，并与周边环境协调，坡屋面瓦材的色

彩应与建筑墙面的颜色协调，一般可采用青灰色系、红色系。（参见图 2.5）。

（a）屋面水箱隐藏于坡屋面内 （b）坡屋面覆盖出屋面楼梯间

图 2.2 适宜的屋面水箱隐藏及出屋面楼梯间覆盖坡屋面案例

（a）简洁的山花设计 （b）简洁的山墙传统元素装饰设计

（c）简洁的山花设计 （d）简洁的山墙传统元素装饰设计

图 2.3 适宜的坡屋面特色风貌装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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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保留原挑檐 （b）新增坡屋面出檐

图 2.4 适宜的坡屋面檐口案例

图 2.5 适宜的屋面色彩搭配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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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坡屋面外观设计应尽量避免或出现以下情况（参见图 2.6）：

1）“铅笔头”坡屋面；

2）“假坡”屋面；

3）坡度过低的坡屋面；

4）与周边环境或主体建筑不相融的坡屋面；

5）非全覆盖的“一”字形坡屋面。

（a）“铅笔头”坡屋面

（b）与主体不相融、坡度过低

（c）“假坡”屋面 （d）非全覆盖的“一”字形坡屋面

图 2.6 不适宜的坡屋面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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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坡屋面建造技术

3.1 一般规定

1 实施平改坡工程，安全问题应放在首位。对原有农房已存在安全问题的，宜排

除在平改坡工程之外。农房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应实施平改坡工程：

1）石结构房屋；

2）原建筑存在较多的结构裂缝或屋面板开裂严重；

3）原结构布置明显不合理、传力不直接的建筑，如承重墙错位、结构体系不合

理等；

4）原建筑承重墙体厚度小于 180mm；

5）地基沉降变形还未稳定或地基沉降变形较大的建筑；

6）存在其他明显的结构缺陷或结构安全储备不足的。

2 农房平改坡工程鼓励采取设计建造一体化发包模式，承包人应承担相应的建设

工程质量和安全责任。

3 农房平改坡工程应综合考虑提升建筑风貌以及增强原屋面防排水、改善隔热性

能、保护房屋墙面的功能要求。

4 农房屋顶平改坡主要建造工艺、材料选用应符合表 3.1.1的规定，并符合下列要

求：

1）新增坡屋面承重结构宜采用钢木混合结构或木结构；宜采用装配式施工工艺；

不宜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砖砌体结构等需要湿作业的结构类型。

2）瓦材优先采用烧结陶土瓦，也可采用合成树脂瓦等轻质瓦材，严禁采用彩钢

瓦；木材宜采用杉木。

3）钢材构件及与墙体或混凝土接触的木材构件应进行防腐处理。

5 平改坡工程坡应保留原有平屋面的防水及排水系统。原屋面防水及排水系统存

在问题的应进行修缮。两栋农房相距较近时，相邻檐口应采取有组织排水方式。

6 平改坡工程坡应根据实际情况考虑避雷设施。

7 实施平改坡工程后新产生的坡顶下空间严禁堆重物。

8 农房平改坡工程的设计建造的程序应符合图 3.1.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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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农房屋顶平改坡主要建造工艺、材料选用引导表

项目 推广 限制 淘汰

屋面围护构件施工方法 干作业 湿作业 /

屋面承重结构体系
钢木混合结构

木结构

砖钢木混合结构

砖木混合结构

砖钢混合结构

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

构件连接方式 螺栓连接 焊接连接 /

防水卷材（含基层） 不铺设 / 铺设

瓦屋面斜瓦沟 不得用砂浆 / 使用砂浆粘结或填缝

木材 杉木 / 除杉木外的其它木材

瓦材 烧结陶土瓦 传统小青瓦 彩钢瓦

图 3.1.1 农房平改坡设计建造一体化程序框图

承包人平改坡方案设计

承包人与户主协商平改坡设计方

案，并经户主确认同意

承包人与户主签订建造合同

承包人组织坡屋面施工

承包人现场踏勘测量

由承包人组织户主、

监理单位（如有）共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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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坡屋面构成

图 3.2.1-1 坡屋面主要部件构成示意图

说明：本导则条文中，“屋脊”涵盖正脊、垂脊、戗脊

图 3.2.1-2 坡屋面承重结构体系（骨架）构成示意图

正脊

主坡屋面

次坡屋面

斜瓦沟

山花

垂脊

主承重构架

正脊梁（刚性系杆）

檩条

垂直支撑
椽条

挂瓦条

戗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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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承重结构体系

1 新增坡屋面承重结构及围护构件设计应考虑竖向荷载、风荷载及水平地震作用

的作用效应。

2 平改坡工程主承重构架宜采用弦杆式屋架，如图 3.3.1所示，可采用钢屋架、木

屋架，杆件可采用方钢管或方木，截面尺寸及节点连接应根据设计计算确定。在施工和

使用期间，应设置保证结构空间稳定的支撑，并应设置防止屋架侧倾、保证受压弦杆侧

向稳定和能够传递纵向水平力的构件，以及应采取保证支撑系统正常工作的锚固措施。

支座 (支座) 支座 支座 支座 支座(支座) (支座)

（a）小跨度三角形屋架 （b）较大跨度三角形屋架

图 3.3.1 常用弦杆式屋架示意图

坡屋面轮廓线

原平屋面轮廓线

屋脊线

（a）L形坡屋面平面示意 （b）三角形钢屋架

图中       所示为承重钢架

           所示为刚性系杆

           所示为垂直支撑

图中       所示为承重钢架

           所示为刚性系杆

           所示为垂直支撑

（c）支撑系统

图 3.3.2 坡屋面支撑系统平面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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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增坡屋面的竖向荷载及风荷载、水平地震作用应有可靠的传力途径。主承重

构架的支座宜支承在下一层承重墙或承重柱上；屋面系统的纵向水平力应由垂直支撑构

件传递至原结构。三角形屋架的正脊轴线处（屋架最高竖杆），应设置垂直支撑及刚性

系杆，如图 3.3.2所示。

4 屋架榀间间距宜为 2米~ 4米。主承重构架间的檩条宜采用方钢管或方木檩条，

檩条间距应不大于 800mm，截面尺寸应根据设计计算确定，并与主承重构架可靠连接。

5 结构构件所用钢材的质量和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管材壁厚不

小于 1.8mm。

6 新增坡屋面钢结构的节点连接应安全可靠，推荐采用螺栓连接形式，采用焊接

连接时应由专业的焊接操作人员承担，确保焊接节点的质量。

7 新增坡屋面承重构架与原结构的连接构造应安全可靠。

钢屋架螺栓节点连接一 钢屋架螺栓节点连接二

方木檩条与钢屋架螺栓节点连接

图 3.3.3 一种螺栓连接节点案例

说明：此为专利技术，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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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瓦屋面

1 烧结瓦材料质量和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烧结瓦》JC709的相关规定；合

成树脂瓦的材料质量和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合成树脂装饰瓦》JG/T 346的相关规

定。

2 瓦屋面应注意屋脊、斜瓦沟、檐口三处的细部处理，烧结瓦屋面正脊、斜瓦沟、

檐口的一般细部构造如图 3.4.1所示。斜瓦沟应排水通畅，沟瓦应低于坡面瓦，坡面瓦

应延伸覆盖沟瓦，坡面瓦与沟瓦间不宜填塞砂浆（参见图 3.4.2）。

（a）正脊细部构造示意图

（b）斜瓦沟细部构造示意图

（c）檐口细部构造示意图

图 3.4.1 正脊、斜瓦沟、檐口细部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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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不通畅，水泥砂浆粘结 ✘沟瓦与坡面瓦等高，填塞水泥砂浆

✘铁皮沟，沟与坡面水泥砂浆抹面 ✔正确的斜瓦沟

图 3.4.2 斜瓦沟案例

图 3.4.3 一种椽条布置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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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瓦材宜铺设在木椽条上或木椽条及木挂瓦条组成的方格网上（一种案例参见图

3.4.3），不宜设置木或铁皮望板基层及防水卷材。椽条应垂直檩条铺设，椽条或挂瓦条

的间距按照瓦片规格及挂瓦要求确定，截面尺寸应根据设计计算确定。

4 原出屋面排气管宜接出坡屋面，厨房排烟道应采用轻质材料接出坡屋面，瓦屋

面与管道交接处应做好防水构造。

5 烧结瓦屋面的铺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1）烧结瓦应铺成整齐的行列，彼此紧密搭接；瓦材与檩条或挂瓦条应固定牢靠，

瓦头排齐，檐口应成一直线。檐口瓦下口应采取增强的固定措施。

2）脊瓦搭盖间距应均匀；脊瓦与压脊木龙及坡面瓦之间的缝隙，应采用水泥砂

浆填实抹平；屋脊应平直，无起伏现象。垂脊瓦应可靠固定在木龙骨上，两

块瓦搭接处尚应采用幕墙胶粘结。

3）铺瓦时，应由相对的两坡檐口从下向上同时对称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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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通风采光窗

1 平改坡工程坡屋面通风采光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原则：

1）解决坡屋面内通风采光问题，改善原屋面隔热性能；

2）作为上坡屋面的检修通道；

3）作为立面装饰，改善建筑立面效果，与主体及坡屋面应相融协调。

4）通风采光窗应考虑风荷载作用，结构及连接应牢固可靠。

2 通风采光窗的平面布置应考虑通风对流，山花、山墙设置通风采光窗宜两端同

时设置。

3 通风采光窗应考虑斜向风雨情况，采取可靠的防雨构造。

4 老虎窗（门）的位置宜与原建筑的窗或阳台相对应。

（a）山墙通风采光窗传统花格窗装饰 （b）歇山顶山花通风采光窗 （c）山花外皮通风百叶装饰

（d）坡屋面老虎窗（门）位置与原建筑的窗或阳台相对应

图 3.5 适宜的通风采光窗案例



19

3.6 围护构件

1 新增山墙、老虎窗（门）侧墙等围护构件宜采用轻质、耐久的材料，并与主体

结构可靠拉结。不宜采用砖砌体。

2 新增坡屋面山墙立面应与下部建筑主体立面协调。

图 3.6-1 铝合金型材组合轻质围护墙案例

（a）钢梁上砖砌围护墙 （b）砖砌山墙

图 3.6-2 不适宜的围护墙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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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行政组织实施

1 村民是农房平改坡工程的主体，承担建设主体责任。政府引导并采用以奖代补

的方式组织实施。

2 镇村通过宣传发动鼓励村民实施；通过排查现有农房建筑质量分类实施；考虑

村庄整体风貌；选取积极性较高的村民的农房先行改造，作为样板示范带动。

3 镇村协调推动农房平改坡工程实施，可聘请监理单位协助管理工程质量及安全。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技术指导。

4 村委会组织筛选技术先进、选材优质、造价适中的屋顶平改坡设计建造一体化

团队参与建设。

5 村民与承包人签订建造合同，建造费用由村民支付，财政补助经费经村委会奖

补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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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则

5.1 工程案例一

1 工程概况

项目 内容 项目 内容

工程地点 厦门市翔安区大帽山 屋面瓦材类型 烧结陶土瓦

平改坡投影面积

及占比

101.9m2 围护系统材料类型 铝合金百叶

127%（含出檐） 主要施工工艺 装配式工艺、干作业

平改坡屋面选型 L形平面歇山顶 工程造价 6.58万元

承重结构体系 钢屋架+木檩条+木椽条 施工工期 5天

2 完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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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工程案例二

1 工程概况

项目 内容 项目 内容

工程地点 厦门市翔安区花枞村 屋面瓦材类型 烧结陶土瓦

平改坡投影面积

及占比

111.6m2 围护系统材料类型 铝合金型材组合墙

88%（含出檐） 主要施工工艺 装配式工艺、干作业

平改坡屋面选型 L形平面双坡硬山 工程造价 8.36万元

承重结构体系 钢屋架+木檩条+木椽条 施工工期 6天

2 完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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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平改坡工程设计建造一体化委托合同参考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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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屋顶平改坡的目的
	增强屋面防水；
	改善隔热性能；
	保护房屋墙体；
	提升建筑风貌。

	第二章　坡屋面外观
	1　农房平改坡工程屋面形式宜采用歇山顶、硬山顶、悬山顶等传统屋面形式。坡屋面的平面形状宜为L形、U形
	                            （c）U形平面歇山顶
	图2.1  适宜的坡屋面形式案例
	2　新增坡屋面水平投影面积不宜低于原平屋面面积的60%。
	3　坡屋面宜从檐口起坡；主屋面坡度宜为28°~  35°。
	4　屋顶水箱应隐藏在坡屋面内；坡屋面应覆盖出屋面楼梯间（参见图2.2）。其他出屋面构件应采取合适的处
	5　坡屋面宜考虑地方特色建筑风貌，可结合新技术、新材料，在山墙、屋脊、通风采光窗等部位，考虑建筑风貌
	6　对原为挑檐的农房，应保留原挑檐；原无挑檐的，坡屋面应出檐，并设封檐板（参见图2.4）。
	7　加盖的坡屋顶与原主体建筑应融为一体，并与周边环境协调，坡屋面瓦材的色彩应与建筑墙面的颜色协调，一
	（a）屋面水箱隐藏于坡屋面内                  （b）坡屋面覆盖出屋面楼梯间
	图2.2  适宜的屋面水箱隐藏及出屋面楼梯间覆盖坡屋面案例
	（a）简洁的山花设计                    （b）简洁的山墙传统元素装饰设计
	（c）简洁的山花设计                   （d）简洁的山墙传统元素装饰设计
	图2.3  适宜的坡屋面特色风貌装饰案例
	（a）保留原挑檐                     （b）新增坡屋面出檐
	图2.4  适宜的坡屋面檐口案例
	图2.5  适宜的屋面色彩搭配案例
	8　坡屋面外观设计应尽量避免或出现以下情况（参见图2.6）：
	　　1）“铅笔头”坡屋面；
	　　2）“假坡”屋面；
	　　3）坡度过低的坡屋面；
	　　4）与周边环境或主体建筑不相融的坡屋面；
	　　5）非全覆盖的“一”字形坡屋面。

	第三章　坡屋面建造技术
	3.1　一般规定
	1　实施平改坡工程，安全问题应放在首位。对原有农房已存在安全问题的，宜排除在平改坡工程之外。农房存在
	　　　1）石结构房屋；
	　　　2）原建筑存在较多的结构裂缝或屋面板开裂严重；
	　　　3）原结构布置明显不合理、传力不直接的建筑，如承重墙错位、结构体系不合理等；
	　　　4）原建筑承重墙体厚度小于180mm；
	　　　5）地基沉降变形还未稳定或地基沉降变形较大的建筑；
	　　　6）存在其他明显的结构缺陷或结构安全储备不足的。
	2　农房平改坡工程鼓励采取设计建造一体化发包模式，承包人应承担相应的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责任。
	3　农房平改坡工程应综合考虑提升建筑风貌以及增强原屋面防排水、改善隔热性能、保护房屋墙面的功能要求。
	4　农房屋顶平改坡主要建造工艺、材料选用应符合表3.1.1的规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1）新增坡屋面承重结构宜采用钢木混合结构或木结构；宜采用装配式施工工艺；不宜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
	　　　2）瓦材优先采用烧结陶土瓦，也可采用合成树脂瓦等轻质瓦材，严禁采用彩钢瓦；木材宜采用杉木。
	　　　3）钢材构件及与墙体或混凝土接触的木材构件应进行防腐处理。
	5　平改坡工程坡应保留原有平屋面的防水及排水系统。原屋面防水及排水系统存在问题的应进行修缮。两栋农房
	6　平改坡工程坡应根据实际情况考虑避雷设施。
	7　实施平改坡工程后新产生的坡顶下空间严禁堆重物。
	8　农房平改坡工程的设计建造的程序应符合图3.1.1的规定。
	图3.1.1  农房平改坡设计建造一体化程序框图

	3.2　坡屋面构成
	3.3　承重结构体系
	1　新增坡屋面承重结构及围护构件设计应考虑竖向荷载、风荷载及水平地震作用的作用效应。
	2　平改坡工程主承重构架宜采用弦杆式屋架，如图3.3.1所示，可采用钢屋架、木屋架，杆件可采用方钢管
	（a）小跨度三角形屋架              （b）较大跨度三角形屋架
	图3.3.1  常用弦杆式屋架示意图
	（a）L形坡屋面平面示意                  （b）三角形钢屋架      
	        （c）支撑系统
	图3.3.2  坡屋面支撑系统平面布置示意图
	3　新增坡屋面的竖向荷载及风荷载、水平地震作用应有可靠的传力途径。主承重构架的支座宜支承在下一层承重
	4　屋架榀间间距宜为2米~ 4米。主承重构架间的檩条宜采用方钢管或方木檩条，檩条间距应不大于800m
	5　结构构件所用钢材的质量和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管材壁厚不小于1.8mm。
	6　新增坡屋面钢结构的节点连接应安全可靠，推荐采用螺栓连接形式，采用焊接连接时应由专业的焊接操作人员
	7　新增坡屋面承重构架与原结构的连接构造应安全可靠。
	钢屋架螺栓节点连接一              钢屋架螺栓节点连接二  
	                方木檩条与钢屋架螺栓节点连接
	图3.3.3  一种螺栓连接节点案例
	说明：此为专利技术，仅供参考

	3.4　瓦屋面
	1　烧结瓦材料质量和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烧结瓦》JC709的相关规定；合成树脂瓦的材料质量和性能
	2　瓦屋面应注意屋脊、斜瓦沟、檐口三处的细部处理，烧结瓦屋面正脊、斜瓦沟、檐口的一般细部构造如图3.
	（a）正脊细部构造示意图
	（b）斜瓦沟细部构造示意图
	（c）檐口细部构造示意图
	3　瓦材宜铺设在木椽条上或木椽条及木挂瓦条组成的方格网上（一种案例参见图3.4.3），不宜设置木或铁
	4　原出屋面排气管宜接出坡屋面，厨房排烟道应采用轻质材料接出坡屋面，瓦屋面与管道交接处应做好防水构造
	5　烧结瓦屋面的铺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1）烧结瓦应铺成整齐的行列，彼此紧密搭接；瓦材与檩条或挂瓦条应固定牢靠，瓦头排齐，檐口应成一直
	　　　2）脊瓦搭盖间距应均匀；脊瓦与压脊木龙及坡面瓦之间的缝隙，应采用水泥砂浆填实抹平；屋脊应平直，
	　　　3）铺瓦时，应由相对的两坡檐口从下向上同时对称铺设。

	3.5　通风采光窗
	1　平改坡工程坡屋面通风采光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原则：
	　　　1）解决坡屋面内通风采光问题，改善原屋面隔热性能；
	　　　2）作为上坡屋面的检修通道；
	　　　3）作为立面装饰，改善建筑立面效果，与主体及坡屋面应相融协调。
	　　　4）通风采光窗应考虑风荷载作用，结构及连接应牢固可靠。
	2　通风采光窗的平面布置应考虑通风对流，山花、山墙设置通风采光窗宜两端同时设置。
	3　通风采光窗应考虑斜向风雨情况，采取可靠的防雨构造。
	4　老虎窗（门）的位置宜与原建筑的窗或阳台相对应。

	3.6　围护构件
	1　新增山墙、老虎窗（门）侧墙等围护构件宜采用轻质、耐久的材料，并与主体结构可靠拉结。不宜采用砖砌体
	图3.6-1  铝合金型材组合轻质围护墙案例
	（a）钢梁上砖砌围护墙                  （b）砖砌山墙  
	图3.6-2  不适宜的围护墙案例 


	第四章　行政组织实施
	1　村民是农房平改坡工程的主体，承担建设主体责任。政府引导并采用以奖代补的方式组织实施。
	2　镇村通过宣传发动鼓励村民实施；通过排查现有农房建筑质量分类实施；考虑村庄整体风貌；选取积极性较高
	3　镇村协调推动农房平改坡工程实施，可聘请监理单位协助管理工程质量及安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技术指
	4　村委会组织筛选技术先进、选材优质、造价适中的屋顶平改坡设计建造一体化团队参与建设。
	5　村民与承包人签订建造合同，建造费用由村民支付，财政补助经费经村委会奖补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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