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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建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技术指南》，寿宁县属于闽东宁德片区灰白色系。

寿宁县历史建筑风格特征是：青灰瓦黄土墙，坡屋顶马头墙、平屋脊翘檐角，砖石土木结构。

寿宁县“新传统”样式乡土建筑语汇特征：悬山式坡屋顶、三段式立面图、内外式承重墙。

寿宁



寿宁坐落在福建省东北部，历史上系“两省门户,五县通衢"。其周边毗邻浙江泰顺县、庆元县，福建福安市、政

和县、周宁县。总面积为1424. 4平方公里。当地人称"九山半水半分田"，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近三分之二地区

海拔在500米以上。山地面积1167.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88.9%。寿宁县位于山区，具有海洋性气候和山地气候的双

重特征:夏季长，冬季稍短，少有严寒。

寿宁民居的建造主要按夏季气候条件设计。为通风、室内外空间多互相连通，门窗洞口较大。为避免太阳直晒，

房屋的进深一-般偏大，出檐深，设外廊;房间前后都设有小天井，加速空气对流，使房间阴凉。由于春夏多雨，为排

雨水，房屋做成坡顶,坡度在30度左右:为防护墙身，屋顶出檐较深，楼房分层处还设有腰檐，在山墙的门窗洞口上设

有雨披，封火山墙都设有瓦顶。寿宁民居大多数用悬山式屋顶，也有采用硬山式。硬山山墙多采用夯土墙，或砖砌山

墙。山墙有人字形，尖角凤字形。多数屋舍为一至两层，少数三层。建筑彩制:青灰瓦黄土墙，顶墙基三段式，外围

墙内木构。

寿宁民居中常见的建筑平面类型，大致有“-明二暗”型、“四合中庭“型、“三合天井”型和前述三类型的组

合型等。所谓” 一明二暗”型，只有正堂和左右房，面阔三间，也有五间等。“四合中庭‘ 型,是以正方形为基础

的九宫格式，中央为庭院，正中为厅堂，四维为正房，形成以中庭为中心的对称格局。这种模式的纵向扩展是三(五)

座落，横向扩展是五(七、九)间过，以此可以组合出多种平面形式，“三合天井" 型,也称三间两廊式。它是由居中

的正房和从正房两端派生出的两厢或两廊所组成的三合院平面形式。在众多寿宁民居中，豪门大户人家宅院，往往规

模较大，平面形式更加复杂。

寿宁民居一般使用木材，粘土和砖石等地方常见的材料建筑而成。常用用夯土墙、砖墙以及木板壁墙。民居所用

的木材基本上不施任何油漆，暴露木质天然的纹理。寿宁的土壤以黄，红壤为主,夯实成墙坚固耐久，防水吸湖性能

也好。寿宁民居也常用砖材。砖坚固、耐磨、防水、防湖性能好。石材大多用在建筑的勒脚以下的基础和外墙基础等

部位以及大门的护框。

总之,寿宁民居特别宏大精美的宅舍并不多见，但是， 民居因地制宜的独具匠心之作也不在少数。尤其是在一些

历史文化古镇的传统村落，优秀的民居虽经数百年岁月的洗礼，仍然卓然矗立，历史的尘埃掩藏不住古曆的俊频，铅

华洗尽的老宅绽放出的光芒常常使得整个古镇或村落熠熠生辉。

寿宁传统民居简介



寿宁县农房建设通用图集（暨立面图集）专家评审意见回复 2021.4.21

1、专家评审意见：加强地方特色元素提炼。

设计回复：已补充：寿宁传统民居简介。三、寿宁县民居地域特色 1、传统民居建筑特色 2、地域特色语汇

3、典型风貌元素提取与转译 4、建筑色彩提取。

2、专家评审意见：“七要素”选择依据不够直观，排版需要优化，标准图集部分也应一一标注“七要素”

管控要求；

设计回复：已调整图集排版，突出七要素管控。图集部分标注“七要素”管控要求。补充附件三：七要素

管控三字经（管理版）、（村民版）。

3、专家评审意见：建议结合山地特征优化户型。

设计回复：已根据山地浅进深地形特点，优化浅进深套型平面设计。

4、专家评审意见：进一步优化立面细节（如入口处理、空调外机位、内天井、色彩等）。

设计回复：已优化立面细节如：户门披檐、内天井采光、色彩、空调外机位。

寿宁县农房建设通用图集（暨立面图集）专家函审意见回复 2021.5.6

1、专家函审意见：补充专家组意见的修改回复；

设计回复：详见本页2021.4.21回复意见。

2、专家函审意见：民居建筑地域色彩分区图，应标注寿宁的区位；

设计回复：已补充。

3、专家函审意见：进一步优化户型平面图，部分户型存在立面图与效果图不符的情况；

设计回复：已立面图为准，修改局部效果图不符之处。
4 、专家函审意见：效果图中应做好太阳能热水器的隐蔽处理。
设计回复：已修改。



根据《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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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
“落实按图集进行建房审批。6月1日起，县级住建部门要督促指导乡镇人民政府， 在审批新建农房时要对照

“ 屋顶、 山墙、墙体、 门窗、 勒脚、色彩、 材质 ”七要素，严格审查设计方案是否符合建筑立面图集要求，
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办理相关规划许可，符合要求的在相关规划许可中予以具体明确，并附图审批归档。”

农房设计空间形态管控要求

一、平面控制：
本建筑立面图集包含室内部分， 满足以下四项基本要求：
室内部分除楼梯间外， 其他功能空间都直接采光通风， 做到明厅、 明卧、 明厨、明卫。 2、 卫生间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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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齐全，满足农民现代生活需求。平面紧凑、布局合理、空间利用率高。各套型设计有1间厅堂、1间起居室、多间
卧室、1间厨房、3间卫生间、1间存储间、1部独立楼梯间等，部分户型还设置1间小车库（兼做农具库）；各使用
空间动静上下分层、 洁污底层前后门分开 ；设计大面积厨房满足多种炊事燃料需求；屋顶露台考虑晒衣、晒粮食
农产品等。4、尺寸比例适当。开间、进深、层高各尺寸符合模数，恰到好处，各功能空间大小适当。
二、立面管控：

立面控制以屋顶、山墙、墙体、门窗、勒脚、色彩、材质等七要素为控制内容，详下表。



农房建筑风貌七要素管控要求

七要素 七要素管控要求 负面案例举例

屋顶 采用坡屋顶、悬山顶、硬山顶。
屋顶坡度25-30°左右，宜参照本村古民居屋顶
坡屋顶+局部平屋顶晒台，满足晒衣被、晒农产品。
注意屋顶水箱及太阳能热水器的遮挡一体化设计。

不应采用全部平屋顶、彩钢瓦屋顶、官式屋顶、欧
式尖顶、异地屋顶形式。
禁止屋顶乱搭盖。

山墙 采用本地传统的：人字形山墙、几字形山墙、阶梯形山墙。
提倡山墙垂直绿化

不应采用异地传统民居形式。
不提倡大面积墙画、彩绘。

墙体 青砖、水泥空心砌块、局部传统木板墙。
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景区农房可用现代夯土墙。

禁用裸墙、不应采用红砖墙、白瓷砖贴墙面、墙面
涂料简陋喷涂。

门窗 成品木门、深灰色系铝合金门窗框为主，点缀仿木色、香
槟色铝合金窗框。

不宜用银白色铝合金窗、
禁用铝合金玻璃幕墙。

勒脚 采用当地条石、块石、青石、卵石勒脚。
仿石面砖、石材干挂或湿贴。

不宜采用白瓷砖贴面。

色彩 主色调宜为中明度的灰白色系。
屋顶青灰色系，墙面青砖色、灰白色系、米黄白系为主,
壳灰粉墙、仿石涂料、水泥漆、真石漆。
勒脚部分与墙体色彩基本接近，颜色宜重。
局部构件、 窗框、栏杆、线脚等辅助色系。

禁用:大红色、明绿色、桃红色、天蓝色及与村庄环
境不协调的色彩关系。
忌用:红、黄、蓝、绿、黑、紫色等与当地传统建筑
墙面相冲突的色系。
墙面忌用过于鲜艳的大面积涂料。

材质 提倡就地取材、利用地方建材、绿色节能建材。
屋面:小青瓦、水泥瓦、陶土瓦、合成树脂瓦，青黑色。
墙面:水泥漆、真石漆.聚氨脂涂料。墙帽:砖瓦复面。
阳台栏杆:木构、成品铁艺、混凝土实体栏板。
空调外机成品深色铝合金百页遮挡。
檐口、勒脚、门窗、阳台边缘等细部:增设涂料、仿石材、
金属线脚， 提升建筑品质。

禁用:屋顶琉璃瓦，墙面白瓷砖，阳台欧式花瓶栏杆，
空调外机裸露。彩钢板、大面积釉面砖、大面积鲜
艳涂料、光面材质外墙砖、亮面材质铝合金门、铁
艺门、铁皮门、铝合金卷帘门、铝合金防盗网、不
锈钢栏杆。
禁用与当地建筑风貌不协调的栏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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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寿宁县民居建筑地域特色
3.1 传统民居建筑特色



3.2 地域特色语汇





屋面

□现状为寿宁常见的悬山人字形坡顶，穿插错落，简
洁优美。
□现提取其结构、比例、色彩，简化其图案形式，应
用新农房山墙。

□现状为寿宁常见的悬山人字形坡顶，山尖加披檐、
简洁优美。
□现提取其结构、比例、色彩，简化其图案形式，应
用新农房山尖。

屋面

山墙

□现状为寿宁常见的硬山阶梯形封火墙，线条刚劲挺
拔。

□现提取其结构、比例、色彩，简化其图案形式，应
用新农房的山墙。

山墙

□现状为寿宁常见的硬山人字形坡顶，线条刚劲挺拔。

□现提取其结构、比例、色彩，简化其尖角图案形式，
应用新农房的山墙。

3.3 典型风貌元素提取与转译



屋面

□现状为寿宁常见的悬山人字形坡顶，高低穿插。

□现提取其结构、比例、色彩，简化其图案形式，应
用新农房屋面。

□现状为寿宁常见的悬山人字形坡顶，山尖加披檐，
简洁优美。
□现提取其结构、比例、色彩，简化其图案形式，应
用新农房山墙。

屋面

门楼

□现状为小门楼、另门楼测绘图。青瓦小披檐出挑，
简约中不乏精致变化。

□现提取其结构、比例、色彩，简化其门罩造型形式。

勒脚

□现状勒脚为不规则卵石砌筑，上方为夯土墙、木板
壁。
□现提取勒脚的构造形式和比例，最下端勒脚为卵石
墙基贴面。

3.3 典型风貌元素提取与转译



栏杆

□现提取木栏杆的花格形式和比例，做成铝合金仿
木竖条栏杆，或铁艺栏杆。

□现状为不规则卵石砌筑，上方为夯土墙抹灰。

□现提取墙基的构造形式和比例,最下端为卵石墙基贴
面，顶部用灰白或仿夯土涂料或真石漆。

墙基

漏窗

□现状为建筑厢房的木漏窗,起到排水、透光通风的作
用。
□现提取漏窗构造形式和比例,窗框用钢构。适用于民
居中的墙身漏窗。

漏窗

□现状为青砖铺砌斜线方格小漏窗。

□现提取漏窗的构造形式和比例,可用青砖或瓦片等砌
筑,窗框用仿青砖钢构。适用于民居中的墙身漏窗。

3.3 典型风貌元素提取与转译



3.4 建筑色彩提取



四、建筑风貌元素提取与转译

1、80-1号套型元素提取与转译

2、100-2号套型元素提取与转译

3、120-2号套型元素提取与转译



屋面

屋顶可使用小青瓦或青色
水泥瓦。

墙面

小青瓦 青色水泥砖

墙面可使用白色水泥漆。

白色水泥漆

墙基

墙基可使用石材或仿石材
贴面。

石材 仿石材

阶梯形悬山封火墙与小屋
顶纵横拼接

阶梯形山墙

门窗可使用成品木门、木
质雕纹窗框

栏杆建议使用仿木铝合金
材质。

铝合金仿木栏杆

山墙

门窗

成品木门 木质雕纹窗框

栏杆

80-1号套型元素提取与转译



100-2号套型元素提取与转译

山墙

屋顶可使用小青瓦或青色
水泥瓦。

门窗

小青瓦 青色水泥砖

墙基

墙基可使用石材或仿石材
贴面。

石材 仿石材

山墙部分可使用防腐木穿
斗梁架构件装饰点缀。

防腐木穿斗梁架

门窗可使用成品木门、木
质雕纹窗框

栏杆建议使用仿木铝合金
材质。

铝合金仿木栏杆

屋面

墙面

成品木门

栏杆

仿石材

木质雕纹窗框

墙面可使用米黄色水泥漆。

米黄色水泥漆



120-2号套型元素提取与转译

山墙

屋顶可使用小青瓦或青色
水泥瓦。

门窗

小青瓦 青色水泥砖

墙基

墙基可使用石材或仿石材
贴面。

石材 仿石材

门窗可使用成品木门、木
质雕纹窗框

栏杆建议使用仿木铝合金
材质。

铝合金仿木栏杆

屋面

墙面

成品木门

栏杆

悬山人字形封火墙与平屋
顶纵横拼接

人字形山墙

仿石材

木质雕纹窗框

墙面可使用米黄色水泥漆。

米黄色水泥漆



五、新建农房建筑图集及风貌

1、80 套型一号方案设计图。。。。。。。。。。。。。。。。。。。。1-9

2、80 套型二号方案设计图。。。。。。。。。。。。。。。。。。。。10-19

3、100套型一号方案设计图。。。。。。。。。。。。。。。。。。。。20-29

4、100套型二号方案设计图。。。。。。。。。。。。。。。。。。。。30-39

5、120套型一号方案设计图。。。。。。。。。。。。。。。。。。。。40-49

6、120套型二号方案设计图。。。。。。。。。。。。。。。。。。。。50-59



新村规划示意鸟瞰图



鸟瞰图

80套型一号方案



















80套型二号方案



















100套型一号方案



















100套型二号方案



















120套型一号方案



















120套型二号方案





















• 附件一、负面案例管控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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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闽东农房建筑风貌管控七要素（三字经）



附件一：负面案例管控举例











闽东农房建筑风貌管控七要素 (三字经) 
管理版

建农房，百年计。讲风貌，村美丽。承传统，创新意。法古厝，形当地。
古元素，新转绎。同一村，形色一。重实用，讲经济。简约风，乡愁记。

一屋顶，双坡顶。硬悬山，四坡顶。当地顶，本土形。同一村，顶同形。
顶露台，建晒坪。海边屋，顶宜平。顶水箱，宜遮形。禁欧型，限尖顶。

二山墙，貌多型。人几形，鞍梯形。同一村，顶同形。仿古屋，效近邻。
统建房，统材形。独建房，随众邻。选简式，勿怪形。限庙式，禁洋形。

三墙面，饰简易。土石木，因地宜。夯土墙，青砖壁。白灰墙，涂料漆。
新畲村，少绘壁。阳台栏，铁花艺。防盗网，窗内立。空调位，须隐蔽。

四门窗，型多样。木系门，铝塑窗。浅色玻，深色框。仿木格，饰主窗。
挡雨侵，雨披装。阻窃盗，防盗栏。透阳光，窗向阳。限亮玻，禁幕墙。

五勒脚，多石料。垒卵石，砌石条。取地材，省工料。面宜粗，灰色调。
海岛厝，全石料。低洼屋，高勒脚。莫无脚，基不牢。戒低脚，形失调。

六色彩，白黑黄。同一村，同色相。主色调，白黄墙。辅助色，灰褐暖。
屋面色，黑哑光。禁艳抹，忌浓妆。禁用色：红绿蓝。禁色调：暗杂亮。

七材质，地材强。绿建材，生态房。同一村，同材房。青瓦顶，砖山墙。
屋瓦禁：彩钢板。墙饰禁：亮釉砖。门窗禁：亮色框。构件禁：不锈钢。

先规划，后审批。统建房，按图集。特殊地，独设计。建样板，众学习。
控风貌，自诺起。常监督，验收细。守规则，给奖励。村容美，新天地。

缪小龙 撰

2021.4.20 



闽东农房建筑风貌管控七要素 (三字经) 
村民版

建农房，百年计。讲风貌，村美丽。承传统，创新意。法古厝，形当地。

古元素，新转绎。同一村，形色一。重实用，讲经济。简约风，乡愁记。

七要素，请牢记。一屋顶，双坡脊。二山墙，形本地。三墙面，饰简易。

四门窗，风光系。五勒脚，石砌基。六色彩，浓淡宜。七材质，地材集。

先规划，后审批。统建房，按图集。特殊地，独设计。建样板，众学习。

控风貌，自诺起。常监督，验收细。守规则，给奖励。村容美，新天地。

缪小龙 撰

2021.4.20  



寿宁县下党乡下党村

下党乡传统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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