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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发明涉及新农村宅院规划与建设领域，一

种适宜干旱少雨多风沙地区农村宅院建设导则，

即在所述地区建设宅院的范围内宅院的分类、各

类宅院的具体构成、以及宅院间的相互配置关系，

其特征在于：所述宅院包括生活区和杂务区两大

区域，以及作为院路的交通区，生活区包括住房

和晾晒场所，杂务区包括附属用房和休闲种植园；

所述宅院分为 A 型宅院、B 型宅院和 C 型宅院，且

各有两种变型，所述住房分为D户型住房和E户型

住房，且各有三种变型。本发明指导新农村建设合

理有序地开展，确定一定时期内新农村的建设规

模，按照组合原则，确定新农村规划建设方案，有

利于对新农村建设进行长期的控制与引导，兼顾

了弹性实施与刚性原则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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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宜干旱少雨多风沙地区农村宅院建设方法，即在所述地区建设宅院的范围内

宅院的分类、各类宅院的具体构成、以及宅院间的相互配置关系，其特征在于：

所述宅院包括生活区和杂务区两大区域，以及作为院路的交通区，生活区包括住房和

晾晒场所，杂务区包括附属用房和休闲种植园；

所述宅院的院门是单户宅院的主入口，宅院的院墙界定宅院范围，宅院的院路沟通各

个功能区；

所述宅院包括 A型宅院、B型宅院和 C型宅院，且各类型中又分别有两种变型，其中：

A 型宅院的构成：生活区置于宅院基地北侧，杂务区置于宅院基地南侧，附属用房位于

住房南侧，住房紧靠北侧和西侧院墙布置，其主要朝向与北侧院墙平行；附属用房的长边与

南侧院墙平行；住房与附属用房之间的区域从北至南依次布置晾晒场所和休闲种植园，休

闲种植园位于生活区和杂物区之间；

B 型宅院的构成：生活区置于宅院的北侧，杂物区置于宅院的南侧，附属用房位于住房

南侧；住房位于宅院的中部，其主要朝向与宅院南侧院墙平行；附属用房紧靠西侧和南侧

院墙，其主要朝向与南侧院墙平行；晾晒场所位于住房的北侧；休闲种植园位于住房和附

属用房之间；

C 型宅院的构成：生活区置于宅院基地的南侧，杂务区置于宅院基地的北侧，附属用房

位于住房北侧，住房位于宅院中部，其主要朝向与宅院南侧墙体平行；附属用房位于宅院北

侧，紧靠西侧和北侧墙体，其主要朝向与北侧院墙平行；附属用房和住房之间布置休闲种植

园；晾晒场所位于住房南侧，紧靠宅院南侧墙体；

当宅院的主入口朝南，A型宅院、B型宅院和 C型宅院分别为 A-01型宅院、B-01型宅院

和 C-01型宅院；

当宅院的主入口朝北，A型宅院、B型宅院和 C型宅院分别为 A-02型宅院、B-02型宅院

和 C-02型宅院；

各宅院间的相互配置关系：

①宅院沿社区支路两侧并列布置，入户路以南设置 A-02、B-02、C-02型宅院；入户路以

北设置 A-01、B-01、C-01型宅院，宅院大门正对入户路；

②道路以方格路网布置时，每个小地块内宅院沿支路连续设置不超过 9组；

③尽端路沿线设置宅院，宅院组合不超过 6组；

④因整体布局限制，路网间距较大时，在连续的宅院之间选取一块作为健身活动场地

的宅院基地 ；

所述宅院中的住房分为 D户型住房和 E户型住房，其中：

D户型住房：南北向长 3.6米，东西向长 1.1米和南北向长 8.1米，东西向长 3.5米的两

个矩形室内空间并列构成呈 L型；凉棚空间为南北向长 4.2米，东西向长 11.4米的矩形；

E户型住房：南北向长 5.7米，东西向长 3.9米和南北向长 3.9米，东西向长 12.3米的

两个矩形室内空间并列构成呈一型；凉棚空间为南北向长 1.8米，东西向长 12.3米的矩形。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适宜干旱少雨多风沙地区农村宅院建设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D户型住房有三种，分别为 D-01户型、D-02户型、D-03户型，其中：

D-01 户型为二室二厅一卫：厨房与卫生间并列布置在住房内部，并在卫生间与厨房的

南侧设一门厅，与两侧客厅、卧室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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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2 户型为二室一厅一卫：厨房与卫生间分开布置在住房内部，厨房位于住房东侧，

卫生间与两个卧室相连，凉棚空间连接各个房间；

D-03 户型为二室二厅：厨房位于住房内部，卫生间位于宅院的附属用房内；主客厅与

卧室相连，凉棚空间连接各个房间。

3.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适宜干旱少雨多风沙地区农村宅院建设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E户型住房有三种，分别为 E-01户型、E-02户型、E-03户型，其中：

E-01 户型为二室一厅一卫：厨房与卫生间并列布置于住房内，并在卫生间与厨房的南

侧设一门厅，门厅与两侧卧室相连；

E-02 户型为二室一厅一卫：厨房单独布置于住房西侧，卫生间与两个卧室相连，凉棚

空间连接厨房与客厅；

E-03户型为二室一厅：厨房位于住房内各房间的中部，且卫生间置于户外。

权  利  要  求  书CN 10237381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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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宜干旱少雨多风沙地区农村宅院建设导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新农村宅院规划与建设领域，尤其涉及干旱少雨多风沙地区新农村宅

院的构成及宅院间的配置方法，例如适宜我国南疆地区居民生活习惯，指导该地区新农村

宅院建设。

背景技术

[0002] 2005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

划”，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总体经济发展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

段、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理念深入人心的新形势下，中央提出的重大决策，是实现城乡

统筹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新农村建设正愈来愈受到党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全国各

地也在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地域特色的新农村建设。如何通过新农村建设改善城乡人居环

境，调整城乡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发展，实现“城市 - 乡村”的和谐发展，是新农村建设所面

临的重大课题。

[0003] 农村宅院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和主要研究对象，农村宅院不仅事关农民的居住，

也是其生活和劳作的场所，更是农民的养老保障，因此农村宅院的设计是新农村建设的重

中之重。如何保证农村宅院既能满足农民现代生活和劳作的需求，同时体现地域文化特色，

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点。

[0004] 建设导则最早源于美国旧金山城市设计实践，它是将城市设计构想用文字条款的

形式抽象化表达出来。制定建设导则的目的是保障城市设计内容的实施，并作为城市建设

的长效管理依据。在具体的规划设计过程中，导则是实现设计目标的具体技术操作手段，用

于动态指导设计思想的有效实施。国内有关城市设计导则的实践已有 20 年有余，设计导

则在塑造城市形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建设领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

用。导则作为规划设计实施的有力工具，对于指导新农村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同

一地区的农村宅院，导则可以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避免在短期内重复编制规划。由于导则

是对设计要素进行框架控制，因此对于特定区域范围内的新农村建设具有较强的普适性。

[0005] 目前国内所开展的新农村建设导则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以制定新农村

规划指引为特色的新农村规划编制“章程”，主要是针对我国村镇规划的技术标准规范体系

尚不健全，村庄规划的专业技术人才较为欠缺为突破口，以期为新时期的新农村规划建设

提供有意的参考。规划指引从新农村规划的资料准备、新农村村庄规划、建筑布局、基础设

施建设、防灾规划、竖向规划、绿化用地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方面入手，提出规划编制的要

求、规划原则、规划目标、设计要求以及规划内容。此类规划指引偏重于从规划体系着手，重

在规范一般性的村庄规划编制程序和规划成果。但是此类“规划指引”较难直接指导新农

村的规划建设活动，尤其是对于规划实施部分考虑较少。第二类则是以编制单个具体的新

农村规划为特色的村庄“设计”，此类导则以单个村庄为对象，从新农村规划平面布局、交通

规划、各项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布局，以及宅院建设等方面入手，给出新农村的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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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此类方案的本质是给出一个未来时间点的蓝图式的规划平面布局方案，相应的建设

方法是根据平面布局确定原则性的条款。这类村庄设计和建设导则针对单个新农村建设活

动而开展，在普适性方面有所欠缺，较难推广。综上所述，目前国内编制的新农村建设导则

存在的主题问题是：

[0006] ①我国现有新农村宅院规划建设在宅院和住房方面缺乏统一的规划建设指导，在

建设主体不确定的情况下 ( 有些地区是政府主导开发建设，而有些地区则是农民自主建

房)，容易造成因建设方法的无序及复杂化而导致建设施工方面存在安全隐患。并且新农村

的建筑风貌与社区景观较难统一，容易形成杂乱无章的新农村景观。

[0007] ②规划设计与建设实施脱节，新农村规划编制大多从规划师自身的价值观出发，

沿用城市宅院设计模式，没有考虑到当地居民生活与劳作对空间使用的需求，因此，常常出

现规划成果被随意修改，或难以落实的窘境。甚至在有些地区，新农村建设能够按规划完

全实施，但是由于没有考虑到农民的劳作与生活习惯，和当地风俗，从而导致农民“上楼致

贫”、“上楼失业”，阻碍了新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0008] ③中国地域辽阔，全国各地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环境、地理气候、自然环境

迥然不同，相应地对于宅院和住房的空间使用需求也大相径庭，因此不同地域的新农村宅

院建设呈现出强烈的不同需求。目前尚无适于干旱少雨多风沙地区的农村宅院规划导则，

比如类似的新疆地区新农村宅院建设导则。

[0009] ④新农村建设是以“政府主导、农民自愿”的原则所开展的，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的前提下，农户会根据家庭的发展情况和外部因素，综合决定搬迁的时间，因而新农村的建

设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传统的蓝图式的规划成果不利于分期建设与实施，更不利于

适应外部经济条件发生转变时的积极应对，因而亟需确定弹性可生长的新农村宅院规划建

设导则。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适于干旱少雨多风沙地区，在某一具体建设新农村的范

围内宅院的构成，即提供一种在宅院的分类类型、所属类型中宅院的内部构成、以及宅院与

宅院之间的配置关系。本发明的目的由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11] 一种适宜干旱少雨多风沙地区农村宅院建设导则，即在所述地区建设宅院的范围

内宅院的分类、各类宅院的具体构成、以及宅院间的相互配置关系，其特征在于：

[0012] 所述宅院包括生活区和杂务区两大区域，以及作为院路的交通区，生活区包括住

房和晾晒场所，杂务区包括附属用房和休闲种植园；

[0013] 所述宅院的院门是单户宅院的主入口，宅院的院墙界定宅院范围，宅院的院路沟

通各个功能区；

[0014] 所述宅院包括 A 型宅院、B 型宅院和 C 型宅院，且各类型中又分别有两种变型，其

中：

[0015] A 型宅院的构成：生活区置于宅院基地北侧，杂务区置于宅院基地南侧，附属用房

位于住房南侧。住房紧靠北侧和西侧院墙布置，其主要朝向与北侧院墙平行；附属用房的

长边与南侧院墙平行；住房与附属用房之间的区域从北至南依次布置晾晒场所和休闲种植

园，休闲种植园位于生活区和杂物区之间。

说  明  书CN 10237381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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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该类型宅院的最大特征在于附属用房和住房分别紧靠南北两侧墙体，中间形成完

整的开敞空间布置休闲种植园和晾晒场所，可以最大限度地改善宅院的景观环境，形成强

烈的空间围合感；此外，住房紧靠北侧墙体，可以避免形成北侧太阳照射阴影区，使得宅院

的开敞空间全置于南侧，有效避免冬季北风对于宅院环境的干扰，同时增加了南侧采光面，

有利于形成舒适怡人的居住环境。

[0017] B 型宅院的构成：生活区置于宅院基地的北侧，杂物区置于宅院基地的南侧，附属

用房位于住房南侧；住房位于宅院的中部，其主要朝向与宅院南侧院墙平行；附属用房紧

靠西侧和南侧院墙，其主要朝向与南侧院墙平行；晾晒场所位于住房的北侧；休闲种植园

位于住房和附属住用房之间。

[0018] 该类型宅院的最大特征在于住房将宅院空间划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院落，在功能

上分开布置 ：一个是北侧的晾晒场所，一个是南侧附属用房和住房之间的休闲种植园。北侧

的晾晒场所以硬质铺地为主，也可兼具休闲交流的场所，为农户提供较好的室外活动空间；

南侧的休闲种植园以种植果林为主，尽量减少硬质铺地，可以减少夏季的热辐射；附属用房

结合休闲种植园布置，可以方便农户劳作，这样形成北侧休闲生活区和南侧种植劳作区互

相分离，避免相互之间干扰，使得院落布局清晰，维持了传统型，又满足了当代农民的各种

生活及农务要求。

[0019] C 型宅院的构成：生活区置于宅院基地的南侧，杂务区置于宅院基地的北侧，附属

用房位于住房北侧。住房位于宅院中部，其主要朝向与宅院南侧墙体平行；附属用房位于宅

院北侧，紧靠西侧和北侧墙体，其主要朝向与北侧院墙平行；附属用房和住房之间布置休闲

种植园；晾晒场所位于住房南侧，紧靠宅院南侧墙体。

[0020] 该类型宅院的最大特征在于休闲种植园紧密结合附属用房和住房设置，是一个围

合感非常强的院落空间；C型宅院在兼具 B型宅院优点的基础上，与其最大的区别在于休闲

种植园置于北侧，开敞的晾晒场所置于南侧，这样两种院落布置可以满足不同作物晾晒的

需求，例如在新疆地区有些果物需要阴干，则可采用 B 型宅院，而有些果物则需要晒干，则

可采用 C型宅院。C型宅院还可以满足对日照要求较高的农户使用，南侧以硬质铺地为主的

晾晒场所可自行布局，可拓展的空间较大。

[0021] 宅院沿入户路两侧线性布置展开，本发明分别在宅院基本布局不变的前提下，对

每种宅院类型设置了南北向入口，如下：

[0022] 当宅院的主入口朝南，分别为 A-01型宅院、B-01型宅院和 C-01型宅院；

[0023] 当宅院的主入口朝北，分别为 A-02型宅院、B-02型宅院和 C-02型宅院；

[0024] 各宅院间的相互配置关系：

[0025] ①宅院沿社区支路两侧并列布置，入户路以南设置 A-02、B-02、C-02型宅院；入户

路以北设置 A-01、B-01、C-01型宅院，宅院大门正对入户路；

[0026] ②道路以方格路网布置时，每个小地块内宅院沿支路连续设置不超过 9组；

[0027] ③尽端路沿线设置宅院，宅院组合不超过 6组；

[0028] ④因整体布局限制，路网间距较大时，在连续的宅院之间选取一块作为健身活动

场地的宅院基地。

[0029] 宅院设计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0030] 1) 根据农民的传统生活习惯，以及现代农民的生活特征，宅院的设计要满足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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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庭院经济的需求，因此在宅院设计中需合理安排生活空间与劳务空间的关系，形成居

住 -劳作一体化的新型宅院布局。

[0031] 2) 根据当地的干旱少雨多风沙的气候特征，住房的布置尽量避免形成北侧阴影

区，遮挡强烈的北风，以免在冬季形成恶劣的生活环境；同时还要考虑遮挡风沙，避免对室

内环境的侵害。

[0032] 3)新农村建设要体现生态的原则，本发明所述的宅院都将附属用房与种植区紧密

结合，在附属用房内集中布置牲畜棚、沼气池、旱厕，这样可以将大量的禽畜粪尿直接排入

沼气池内发酵，发酵后产生可燃沼气，出料即为肥料，用于种植灌溉。这种布置方式可以形

成“废物利用 -产气 -积肥 -种植养殖”同步进行的循环式的能源生态综合体。

[0033] 4)对相邻宅院干扰最小的原则。由于本发明宅院为基本组合单位，一个宅院即为

一户，宅院的组合以东西向拼接为主，因此宅院内的建筑主要朝向须面向宅院内部，主要和

南、北侧墙体平行，尽量避免平行于东侧或西侧墙体，这样可以减少对相邻宅院的干扰，也

可以最大限度保证宅院内部的私密性。

[0034] 5) 宅院布置应简洁清晰，方便宅院之间的组合，形成新农村社区。

[0035] 6) 宅院布局在满足上述要求的基础之上，应充分考虑农民需求多元化的诉求，避

免统一模式形成呆板的新农村景观。

[0036] 住房是宅院中的主要建筑，根据干旱少雨多风沙地区的气候特征以及当地居民的

生活习惯，在住房的户型设计上增加了南侧的半户外空间 - 凉棚，可以有效阻隔风沙对室

内环境的侵害，同时形成半户外活动空间。在干旱多风沙的新农村地区，凉棚可用于攀缘植

物的栽植，有利于庭院的环境营造；凉棚下的半户外活动空间促进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

并为开展部分劳作活动提供了舒适空间；此外始终处于户型南向的凉棚可以有效阻挡阳光

的直射，有利于室内保持适宜的温度。

[0037] 所述住房分为 D户型住房和 E户型住房，其中：

[0038] D 户型住房的构成：南北向长 3.6 米，东西向长 1.1 米和南北向长 8.1 米，东西向

长 3.5米的两个矩形室内空间并列构成呈 L型；凉棚空间为南北向长 4.2米，东西向长 11.4

米的矩形。

[0039] 该户型的最大特征在于，单个房间面积较大，有两个卧室或两个客厅，适用于两代

大家庭及三代家庭居住。该类户型可以适应在不同时期，单一农村家庭人口变迁过程中对

宅院空间的改建需求，是可变化的农村宅院户型。

[0040] 进一步，所述 D户型住房有三种，分别为 D-01户型、D-02户型、D-03户型，其中：

[0041] D-01 户型为二室二厅一卫：厨房与卫生间并列布置在住房内部，并在卫生间与厨

房的南侧设一门厅，与两侧客厅、卧室相连：

[0042] D-02 户型为二室一厅一卫：厨房与卫生间分开布置在住房内部，厨房位于住房东

侧，卫生间与两个卧室相连，凉棚空间连接各个房间；

[0043] D-03 户型为二室二厅：厨房位于住房内部，卫生间位于宅院的附属用房内；主客

厅与卧室相连，凉棚空间连接各个房间。

[0044] E户型住房的构成：南北向长 5.7米，东西向长 3.9米和南北向长 3.9米，东西向长

12.3 米的两个矩形室内空间并列构成呈一型；凉棚空间为南北向长 1.8 米，东西向长 12.3

米的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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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该户型的最大特征在于空间布局紧凑，各房间联系密切，适用于两代核心家庭居

住。

[0046] 进一步，所述 E户型住房有三种，分别为 E-01户型、E-02户型、E-03户型，其中：

[0047] E-01 户型为二室一厅一卫：厨房与卫生间并列布置于住房内，并在卫生间与厨房

的南侧设一门厅，门厅与两侧卧室相连；

[0048] E-02 户型为二室一厅一卫：厨房单独布置于住房西侧，卫生间与两个卧室相连，

凉棚空间连接厨房与客厅；

[0049] E-03户型为二室一厅：厨房位于住房内各房间的中部，且卫生间置于户外。

[0050] 本发明的优越性和创新点如下：

[0051] (1)关于新农村建设规划方面的创新

[0052] ①本发明克服了原有新农村规划“自上而下”，由政府统一推行而忽略农民意愿的

弊端，充分尊重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的意愿，首先由农民来选择自家的宅院布局和

宅院形式，之后再由村集体或当地政府统一实施，统一建设。这一模式提高了农民参与新农

村建设的积极性，形成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规划过程。

[0053] ②充分考虑当地农民的生活需求，通过建立新农村建设中的关键要素宅院和住

房，形成新农村建设的技术性控制框架，指导新农村建设合理有序地开展。

[0054] ③本发明没有提供终极蓝图式的新农村规划平面，而是通过确定控制要素，以及

组合原则，提供可生长，多组合的新农村规划建设方案。农民、村集体、当地政府可以根据自

己的需求，确定一定时期内新农村的建设规模，按照组合原则，确定新农村规划建设方案。

[0055] ④本发明有利于对新农村建设进行长期的控制与引导，兼顾了弹性实施与刚性原

则的统一。

[0056] (2)关于新农村宅院方面的创新

[0057] ①院落布置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居住、休闲种植、养殖三者的关系，做

到人畜分离，创新了农村宅院的平面布局，尊重了传统农村生活和生产方式。

[0058] ②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院落中设置葡萄架、菜园、果园等多种功能区，将居住与

庭院经济相结合。

[0059] ③在院落中除了设置主要住房外，还设置了牲畜棚、农具棚、仓库等附属用房。

[0060] ④对于关键性要素的宅院和住房，本发明提供菜单式的多样选择，即兼顾了统一

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实施的要求，又满足了农民多样化的选择需求，避免形成千篇一律的新

农村景观。

[0061] ⑤新农村以宅院为单元进行建设，适当集中居住，既可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增

加公用设施配套，同时还可以集约土地。

[0062] 所述技术方案可以指导干旱少雨多风沙地区的农村宅院规划建设。采用建设导则

中对关键要素的控制，并对关键要素提供多方案的菜单选项，确定组合原则，从而满足当地

政府、村集体和农民在不同时期的建设需求。

附图说明

[0063] 图 1 是本发明适于干旱少雨多风沙地区的农村宅院的结构中，宅院的型式结构分

类说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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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图 2是本发明宅院内部结构的分区说明图；

[0065] 图 3是本发明宅院结构的院门、院墙、院路定义说明图；

[0066] 图 4是本发明宅院中住房的型式结构分类说明图；

[0067] 图 5、图 6分别是本发明宅院中 A-01、A-02型宅院的结构图；

[0068] 图 7、图 8分别是本发明宅院中 B-01、B-02型宅院的结构图；

[0069] 图 9、图 10分别是本发明宅院中 C-01、C-02型宅院的结构图；

[0070] 图 11、图 12、图 13分别是本发明宅院中住房 D-01、D-02、D-03户型的结构图；

[0071] 图 14、图 15、图 16分别是本发明宅院中住房 E-01、E-02、E-03户型的结构图。

[0072] 图中，1是住房、2是附属用房、3是休闲种植园、4是晾晒场所、5是交通区 (院路 )、

6是院门、7是客厅、8是卫生间、9是厨房、10是门厅、11是客卧、12是主卧、13是凉棚空间。

具体实施方式

[0073] 导则，即在所述地区建设宅院的范围内宅院的分类、各类宅院的具体构成、以及宅

院间的相互配置关系，具体包括宅院的分类及构成、住房户型的构成和宅院的组合原则。

[0074] 宅院由住房 1、附属用房 2、晾晒场所 4、休闲种植区 3、交通区 5构成。其中住房 1

是农民主要的居住和生活空间；附属用房 2 包括畜禽舍、仓库、卫生间、沼气池设施和柴堆

煤棚，是农民的生产用房和主要的储藏空间；晾晒场所 4 为硬质铺地，包括葡萄架、花架等

用于晾晒的室外构筑物；休闲种植区 3包括果园和菜园，是农民发展庭院经济的场所；交通

区联系各个功能区。

[0075] 宅院基地为长 30米、宽 22.4米的矩形用地，划分为生活区和杂务区。住房 1和晾

晒场所 4 属于生活区；附属用房 2、休闲种植园 3 属于杂务区；交通区 5 联系杂物区和生活

区。院门 6是单户宅院的主入口，院墙界定宅院范围，院路 5沟通各个功能区，其中的菜园、

果园、花架兼顾改善人居环境的功能。宅院共有三个选型，分别定义为 A型、B型、C型宅院。

[0076] (1)A 型宅院的平面布局构成：生活区置于宅院基地北侧，杂务区置于宅院基地南

侧，附属用房位于住房南侧。住房紧靠北侧和西侧院墙布置，住房 1 的长边与北侧院墙平

行；附属用房 2的长边与南侧院墙平行；住房 1与附属用房 2之间的区域从北至南依次布置

晾晒场所 4和休闲种植园 3。休闲种植园 3位于生活区和杂物区之间，用于分隔杂物区和生

活区，有助于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改善宅院气候。

[0077] A型宅院的优点在于：

[0078] ①院落的空间围合感较强，私密性较好；

[0079] ②院落内的开敞空间完整，有利于农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合理安排种植、晾晒、休

闲场所；也有利于住房加扩建。

[0080] ③功能分区合理，务农劳作等生产区位于宅院的南侧，晾晒场所等生活休闲空间

位于住房的南侧，劳作区与生活区分离，避免相互干扰，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生活和劳作环

境。

[0081] A型宅院有两种变形，在总体平面布局不变的情况下，分别设计了北入口和南入口

宅院，分别为 A-01型宅院和 A-02型宅院。A-01型宅院的院门 6位于宅院南侧，适宜于布置

在入户道路北侧。A-02型宅院的院门 6位于宅院的北侧，适宜于布置在入户道路的南侧。

[0082] (2)B 型宅院的构成：生活区置于宅院的北侧，杂物区置于宅院的南侧，附属用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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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住房南侧。住房 1位于宅院的中部，其长边与宅院南侧院墙平行；附属用房紧靠西侧和

南侧院墙，其长边与南侧院墙平行；晾晒场所 4位于住房 1的北侧；休闲种植园 3位于住房

1 和附属住用房 2 之间。B 型宅院的总体特征在于：住房 1 位于宅院的中间，分割出两个相

对完整的公共空间，北侧与附属用房 2 之间的场所，布置菜地、果园，并适当种植乔木，形成

农作劳务区 ；南侧与院门之间有较大的开场空间，为硬质铺地，是宅院的生活功能区。该生

活区具有灵活布局的特点：在农忙等特殊时段，大面积完整的硬质铺地可以作为晾晒场所

4；在其余时段，生活区内的大面积庭院可以设置桌椅、花架等休闲设施。

[0083] B型宅院的优点在于：

[0084] ①附属用房位于住房的南侧，在例如以北风为主导的新疆地区，可以避免附属用

房内的牲畜家禽等异味对住房、晾晒场所的干扰，有利于营造舒适的生活起居环境；

[0085] ②住房南侧面向休闲种植区，视觉景观良好。

[0086] B型宅院有两种变形，在总体平面布局不变的情况下，分别设计了北入口和南入口

宅院，分别为 B-01型宅院和 B-02型宅院。B-01型宅院的院门 6位于宅院南侧，适宜于布置

在入户道路北侧。B-02型宅院的院门 6位于宅院的北侧，适宜于布置在入户道路南侧。

[0087] (3)C 型宅院的平面布局构成：生活区置于宅院基地的南侧，杂务区置于宅院基地

的北侧，附属用房 2位于住房 1北侧。住房 1位于宅院中部，住房长边与宅院南侧墙体平行；

附属用房 2 位于宅院北侧，紧靠西侧和北侧墙体，其长边与北侧院墙平行；附属用房 2 和住

房 1 之间布置休闲种植园 3，有助于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改善宅院气候；晾晒场所 4 位于

住房南侧，紧靠宅院南侧墙体。

[0088] C型宅院的优点在于：

[0089] ①住房南侧为开敞空间，农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布设家具休闲设施，营造住房

南侧景观。

[0090] ②南侧空间开阔，农户携带劳作用具出入方便，适宜于有小型车辆的家庭，其车辆

出入方便。

[0091] C型宅院共有两种变型，在总体平面布局不变的情况下，分别设计了北入口和南入

口宅院，分别为 C-01型宅院和 C-02型宅院。C-01型宅院的院门 6位于宅院南侧，适宜于布

置在入户道路北侧。C-02型宅院的院门 6位于宅院的北侧，适宜于布置在入户道路南侧。

[0092] 住房 1有两种基本的户型平面布局：D户型和 E户型。

[0093] D户型住房 1由南北向长 3.6米东西向长 11.4米和南北向长 8.1米东西向长 3.5

米的两个矩形室内空间并列构成 ( 轴线距离 )，呈 L 型；凉棚空间为南北向长 4.25 米东西

向长 11.4米的矩形。D户型以两客厅和两卧室为主要特征，适合 4-6人的大家庭。其总体

优点在于：

[0094] (1)较大的半户外空间：深 L型户型半围合出较大的半户外活动空间，为干旱少雨

地区居民搭建凉棚用于家庭的户外游憩与劳作提供了空间，例如凉棚下的空间可用于日间

晾晒，晚间歌舞娱乐等活动。此外凉棚形式的半户外空间布置于房间南侧，也有效的遮挡了

夏热与风沙，为户内空间创造了怡人舒适的生活环境。

[0095] (2) 灵活的户内空间：户型为两卧两客的房型，户内布置有一大一小两个客厅，可

满足不同用途不同场合的使用需求。而小客厅也可以转换成卧室，以满足家庭人口增长的

过渡时期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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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6] D户型的平面构成的延伸户型有三种，分别为 D-01户型、D-02户型、D-03户型，这

三种变形具有各自的优点：

[0097] D-01户型为二室二厅一卫：厨房 9与卫生间 8并列布置在住房 1内部，并在卫生间

8与厨房 9的南侧设一门厅 10，可与两侧客厅 11、卧室相连。该户型的特征在于将门厅 10、

厨房 9、卫生间 8的组合做为户型空间的核心，将户内公共空间结合到一处，其优点在于：

[0098] (1) 清晰的动线：户型中设置了以门厅为中心的户内活动流线，提高了家庭成员

之间在公共空间会面的可能，有益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

[0099] (2) 单入口便于安全管理：其通过一扇与外界相连的入户门就可进入室内的所有

房间，与农村地区现状多个房间皆直接通向室外不同，简化了户内空间的管理体系。

[0100] D-02 户型为二室一厅一卫：厨房 9 与卫生间 8 分开布置在住房 1 内部，厨房 9 位

于住房 1东侧，卫生间 8与两个卧室相连，凉棚空间连接各个房间。该户型的特征在于将户

型内一卧一客一卫做为较独立的套间，并单列厨房 9置户型一侧，其优点在于：

[0101] (1) 主卧与客厅卫生间形成较紧密舒适的组团，适宜主人或两代家庭中的长者居

住。

[0102] (2) 客卧入户从户外就得以区分，形成三个套间，客厅、主卧 - 卫生间、次卧，三个

套间便于多代人使用，也可用于出租。

[0103] (3) 超大进深客厅，可由户内或户外直接进入，功能独立，房间内空间可灵活分割

组合，以满足不同功能需要，必要时可筑墙分为两个独立的客厅或后半部客厅置换为卧室

功能以满足家庭人口增长过程中的进一步需求。单列厨房，避免油烟和噪声干扰。

[0104] D-03户型为二室二厅：厨房 9位于住房 1内部，卫生间位于宅院的附属用房内；主

客厅与卧室相连，凉棚空间连接各个房间，平面布局详见图 8。该户型的特征在于厨房单元

位于户型内各房间的中部，便于对邻近的主客厅 7 与卧室进行供暖，尤其适合冬季寒冷或

昼夜温差大的农村地区。此外，卫生间 8 位于附属用房 2 内，可避免异味对居室的干扰，方

便施肥利用，有利于发展庭院经济。

[0105] E户型住房 1由南北向长 5.7米东西向长 3.9米和南北向长 3.9米东西向长 12.3

米的两个矩形室内空间并列构成 (轴线距离 )，呈一字型；凉棚空间为南北向长 1.8米东西

向长 12.3米的矩形。

[0106] E户型的总体优点在于：

[0107] (1) 以一客厅和两卧室的户型构成为主要特征，面积与功能经济合理，适合于 2-4

人的二代核心家庭使用。

[0108] (2)一字型半户外空间，便于联系卧室、客厅、厨房等功能空间。半户外空间做为室

内空间与室外空间的过渡，可以提供休憩活动场所。半户外空间布置于房间南侧，也能有效

遮挡干旱少雨地区的夏热与风沙，为户内空间创造了更为适宜的生活环境。

[0109] (3)该户型进深较小，有利于各个房间保持良好的通风效果。

[0110] E户型的平面延伸户型有三种，分别为 E-01户型、E-02户型、E-03户型。这三种

变形具有各自的优点：

[0111] E-01户型为二室一厅一卫：厨房 9与卫生间 8并列布置于住房内，并在卫生间 8与

厨房 9的南侧设一门厅 10，门厅 10与两侧卧室相连。该户型的特征在于将门厅、厨房、卫生

间的组合间作为户型空间的核心，将户内公共空间结合到一处，其优点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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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 (1) 清晰的户内动线：户型中设置了以门厅为中心的户内活动流线，提高了家庭

成员之间在公共空间会面的可能，有益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

[0113] (2)生活就寝空间与公共会客空间分开，保证私密性。

[0114] E-02 户型为二室一厅一卫：厨房 9 单独布置于住房 1 西侧，卫生间 8 与两个卧室

相连，凉棚空间连接厨房 9与客厅 7。该户型的特征在于将户型内双卧一卫做为较独立的套

间，并单列厨房置户型一侧，其优点在于：

[0115] (1)卧室与卫生间形成较为紧密的组团，私密性与居住舒适度较好。

[0116] (2)单列厨房，避免油烟和噪声干扰。

[0117] E-03 户型为二室一厅：厨房 9 位于住房内各房间的中部，且将卫生间 8 置于户外

而不在户型内设置。其优点在于：

[0118] (1) 厨房位于户型中部，方便对邻近的卧室进行供暖，节约能源，尤其适合冬季寒

冷或昼夜温差较大的农村地区。

[0119] (2) 卫生间设置于附属用房内，与生活区分开，可避免异味对生活区的干扰，并且

方便施肥利用，有利于庭院经济的发展。

[0120] 本发明宅院与宅院的组合原则如下：

[0121] ①宅院沿社区支路两侧并列布置，入户路以南设置 A-02、B-02、C-02型宅院；入户

路以北设置 A-01、B-01、C-01型宅院，宅院大门正对入户路。

[0122] ②道路以方格路网布置时，每个小地块内宅院沿支路连续设置不宜超过 9组。

[0123] ③尽端路沿线设置宅院，宅院组合不宜超过 6组。

[0124] ④如因整体布局限制，路网间距较大时，建议在连续的宅院之间选取一块宅院基

地，作为全民健身活动场地，兼顾交通集散和居民活动。

[0125] 本发明可以指导干旱少雨多风沙地区的农村宅院规划建设，作为实施例适合于我

国南疆地区的自然环境，喀什巴楚县居民生活习惯，指导该地区宅院、住房的新农村宅院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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