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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保护传统民居情结一直在传承

 李锦生

遥古城的生命所在，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是古城永恒的价值，是

古城永葆活力的源泉。

   我敬重的平遥乡民们，请把它放在您的枕边闲时品阅，我希望

您们能够满意，而且由此得益！

         特将此书呈送栖居古城福地的平遥乡民们。

   我发心地讲：制定一本供平遥的古城传统民居建筑维修使用的

图册是很久以前的想法了。1980 年代我在主持编制《平遥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规划》时，诸如解决传统民居适应现代居住功能，使面积

不多的居民有相对齐全的生活条件，给修缮传统建筑提供一套完整

的指导图册等等，都曾列入保护规划工作内容，初衷是能为传统建

筑的修复、维修之类，有样图供居民选择，从而使无序维修成为科

学有序指导，甚至是约束性要求，根源上遏制传统建筑地域特色走

样。

   今天，由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上

海同济大学编制的《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及环境治理管理导

则》完稿，编制者从技术观、自然观和方法论三个层面探讨其科学

性所在，并对本《导则》的实际运作作一个全面的分析。研读全书，

书中所阐述内容与编制重点与三十年前未完心志不谋而合，用更完

整、更全面、更细致、更接“地气”的研究成果呈现，这恰恰成就

和圆满了三十年前的规划宏愿，我内心如此欢愉，为后继有才之士

投身古城传统民居保护，更着实为平遥古城这座千年古城的闪亮未

来多了几分期许。因为我们深深地自醒：传统民居毋庸置疑成为平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副厅长



   路是走出来的，县委、县政府和业内专家逐渐达成共识：整体的活

态保护，是传统民居保护的重要原则。缘于此，2012 年起，县委、县

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发起，山西省住房建设厅、上海同济大

学及国际专家携手编制《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及环境治理管理

导则》。其目的在于引导平遥古城传统居居的合理修缮，保障生活环境

的优良品质，促进传统民居保护和治理工作的有序发展，同时为政府

和规划管理部门提供一种长效的技术管理支持。

徒善不足以为政 , 徒法不足以自行。导则凝聚了专家学者的智慧，借

鉴了国内外先进经验，结合了古城传统民居保护实际，殊为不易。但

更不易的是执行好、实施好这部导则。县委、县政府乃至全县上下都

要以保护为目的，以导则为准绳，以落实为根本，教育引导治理相配

套。真正使传统民居保护成为全县的共识、各界的自觉。

传统民居保护时不我待、责任重大。厚重文化就能造福当代，敬畏历

史才能延续未来，心怀感恩方可德泽后人。

    愿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之路越走越宽阔，取得更大硕果！

    “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

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

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这幅画卷当中，传统民

居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遍布平遥古城的 3797 处传统民居和其他

公共建筑，是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很多传统民居至今仍被人们

使用着，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们有的富丽堂皇，有的朴实无华，

有的简陋破败，共同承载着平遥 2700 年的历史记忆，不仅是古城居民

的家，也是古城神龟灵动的“根”之所在。

保护古城必保护传统民居，这是历史的责任、文化的责任、人类的责

任，更是平遥的承诺担当。申遗以来，历届县委、县政府为此作出了

很大努力。但在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旅游开发之中，资金的不足、

产权的困扰、规则的欠缺令传统保护困难重重，岁月的侵袭、人为的

活动使一些传统民居面临毁灭之虞。传统民居保护亟需创新、开拓，

走出新路。

   这些年，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县委、县政府挤出资金，综合施

措，进一步加大了保护力度，作出许多探索。推进传统民居修缮资金

募捐，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传统民居修缮保护；成功推出米家巷十二号

院落的示范修缮院落；从 2012 年启动传统民居修缮补偿政策，完成了

对第一批评选出的 53 座传统民居院落进行指导性修缮，在修缮资金上

给予规定的政策性补偿等。

保传统民居　护古城之“根”    

卫明喜
平遥县委员会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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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英汉词汇表

第七章：附件

英文 汉语拼音 中文 英文字面意思

ancient gu 古 ancient 

adaptive reuse shiyingxing 
gongneng

适应型功能
adapt + type + func-
tion

architecture jianzhu 建筑
building/architec-
ture

assessment pinggu 评估
assessment/evalua-
tion

authenticity zhenshi(xing) 真实性 true + fact/real

axial-connection 
type of courtyard 
layout

chuanlianxing 
yuanluo

串联型院落
string + connection 
+ type + courtyard

英文 汉语拼音 中文 英文字面意思

buffer zone jianshe kongzhi 
didai

建设控制地
带

construction/devel-
opment + control + 
zone

building jianzhu 建筑
building/architec-
ture

building-like gate wuyushi damen 屋宇式大门
house + type + main 
door

commercial 
courtyard house

shangpulei 
minju

商铺类民居
store/shop + type + 
residence

commercial 
street

shangyexing 
jiexiang

商业型街巷
commercial + type 
+ street/lane

component i. goujian
ii. bufen

i. 构件
ii. 部分

i. structure + piece
ii. part/section

conservation/
conserve (protec-
tion/protect)

i. baohu
ii. baohu gong-
zuo

i. 保护
ii. 保护工作

i. conserve + pro-
tect
ii. conserve + work

conservation pro-
cess baohu chengxu 保护程序

conserve + process/
procedure

consolidation jiagu 加固 add + solid/firm
construction 
design shigongtu sheji 施工图设计

construction + 
drawing + design

contemporary dangdai 当代 now + generation

courtyard bound-
ary wall yuanqiang 院墙 courtyard + wall

damage or  dete-
rioration

i. pohuai
ii. sunhuai

i. 破坏
ii. 损坏

i. destruction/dam-
age
ii.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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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汉语拼音 中文 英文字面意思

disassembly jieti 解体 take apart

disaster zaihai 灾害 disaster + harm
disaster preven-
tion yufang zaihai 预防灾害 prevent + disaster

daozuo daozuo 倒座
reverse/backwards 
+ seat/base

detached style 
signage

dulishi dian-
zhao

独立式店招
independent + type 
+ store + sign

eave gallery langyan 廊檐
gallery/veranda + 
eave

eave wall yanqiang 檐墙 eave + wall

entrance gate damen 大门 main + door

evidence yiju 依据 basis + evidence

existing condition xianzhuang 现状 present + condition

feature element tezheng yaosu 特征要素
characteristic + 
important element

floral-pendant 
gate chuihuamen 垂花门

hanging + flower + 
door

gable wall shanqiang 山墙 mountain + wall

gallery type changlangshi 敞廊式
open + gallery/
veranda + type

hallway type mentingshi 门厅式 door + hall + type

historic condi-
tion yuanzhuang 原状

original/previous 
+ condition

英文 汉语拼音 中文 英文字面意思

in situ yuanzhi 原址 original + place

intervention i. ganyu
ii. cuoshi

i. 干预
ii. 措施

i. intervene
ii. suitable action

kang kang 炕 heated brick bed

maintenance baoyang 保养
conservation + sup-
port

management guanli 管理
administer +man-
age/put in order

masonry-wood 
structure zhuanmuxing 砖木型 brick + wood + type

measure cuoshi 措施 suitable action

middle gate zhongmen 中门 middle + door

minor restoration xianzhuang 
xiuzheng

现状修整

present + condition 
+ repair + put in 
order/fix

mixed typed of 
courtyard layout

hunhexing 
yuanluo

混合型院落
mixed + type + 
courtyard

modern jindai 近代 recent + period

monitoring jiance 监测
supervise + mea-
sure

normal proce-
dure 

zhengchang 
chengxu

正常程序
normal + proce-
dure/process

one-entrance 
gate courtyard yijin yuanluo 一进院落

one + entry/unit + 
courtyard

original fabric yuanwu 原物
original + sub-
stance/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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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汉语拼音 中文 英文字面意思

painted decora-
tion youshi 油饰 oil + decoration

parallel-con-
nection type of 
courtyard layout

binglianxing yu-
anluo

并联型院落

adjoining + connec-
tion + type + court-
yard

paving pudi 铺地 lay + floor/ground

plan fang’an i. 方案
ii. 规划

i. plan
ii. plan

platform baotai 包台
wrap (around) + 
platform

polychrome 
painting caihua 彩画 colorful + painting

preliminary de-
sign chubu sheji 初步设计

preliminary + de-
sign

preserve i. baocun
ii. baohu

i. 保存
ii. 保护

i. conserve + keep
ii. conserve +pro-
tect

principal house zhengfang 正房
main/central + 
room

principle zhunze 准则 follow + norms
process (proce-
dure) chengxu 程序

procedure + se-
quence

ramp podao 坡道 slope + way

reconstruction chongjian 重建 again + build

repair weixiu 维修 maintain + repair

replacement tihuan 替换 replace + change

英文 汉语拼音 中文 英文字面意思

residential court-
yard house juzhulei minju 居住类民居

residential + type + 
residence

residential street juzhuxing jiex-
iang

居住型街巷
residential + type + 
street/lane

restoration xiufu 修复
repair + recover 
(turn back)

screen wall yingbi 影壁 Shadow + wall

setting huanjing 环境 environment

significance jiazhi 价值 value

sill wall jianqiang 槛墙 sill + wall

simple procedure jianyi chengxu 简易程序
simple + procedure/
process

step taijie 台阶 platform + step

storefront type linjieshi 临街式
facing + street + 
type

structure jiegou 结构 join + fabricate

threat zaihai 灾害 disaster + harm
timber compo-
nent mugoujian 木构件

wood + structure + 
piece

treatment
i. xiushan
ii. chuli
iii. zhengzhi

i. 修缮
ii. 处理
iii. 整治

i. repair
ii. attend to/fix up
iii. put in order + 
treat

two-entrance 
gate courtyard 

liang(er)jin 
yuanluo

两（二）进
院落

two + entry/unit + 
courtyard

under-the-eave 
style signage

yanxia dian-
zhao

檐下店招
eave + below + 
store +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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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汉语拼音 中文 英文字面意思

values jiazhi 价值 value

wall-like gate qiangyuanshi 墙垣式大门
enclosure wall + 
type 

wing house xiangfang 厢房 Chamber + room

workshop 
courtyard 
house

zuofanglei 
minju

作坊类民居
workshop + type + 
residence

Yaodong struc-
ture guyaoshi 锢窑式

restrained/closed 
+ cave/kiln + type

                               ［部分摘抄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02 年］

7.2. 保护院落分级标准

一级保护院落——历史价值很高

院落规制为“目”字形或“日”字形，院落格局基本完好，

且院落本身富有特色，或为大型组合院落，或者传统建筑风貌质

量俱佳，同时也拥有一定数量的特色要素，如照壁、门楼等。对

于一级保护院落应当保护传统院落的空间尺度和形式，保护传统

的建筑布局、尺度和风貌，保护特色构筑物，拆除四合院内搭建

建筑，恢复传统院落关系。

二级保护院落——历史价值高

大部分院落规制较大，格局一般较好，大部分历史建筑物风

貌、质量较好，局部建筑有缺失或进行翻建；或者是院落规制或

保存完整性欠佳，但院落内存在有价值的特色元素的院落。对于

二级保护院落应当保护传统院落的空间尺度和形式，保护传统的

建筑布局和尺度，对部分建筑进行整修改造，恢复缺失的建筑，

恢复传统建筑与空间的关系，拆除四合院内搭建建筑。三级保护

院落——历史价值较高

三级保护院落——历史价值较高

院落规制为“日”字形或“口”字形，保持了传统院落的完

整特征，但是构成元素和历史信息有较多缺失。对于三级保护院

落应当保持原有的空间尺度，恢复建筑的布局、尺度及空间关系，

对部分建筑进行整修改造，恢复院落传统肌理类型，拆除四合院

内搭建建筑。

7.3. 修缮基金管理办法

传统民居是平遥古城世界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古城文化精髓的主要载体，依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等相关公约、法律、法规，有效保护传统民居是县政府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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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一是申请、产权证明；二是民居的基本情况及历史信息资料；

三是修复的目的、规模及修复方式，同时出具经有关部门认定的

专家学者签字认可的修复图纸，门、窗、墙体等构件需出具样图；

四是传统民居修复前的原始照片 2 套；五是经有资质部门审核后

的工程预算；六是规划、文物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核准手续。

2、由县规划局组织有关人员对需修复民居现场踏勘并进行

审核，并公示。

3、申请批准后，申请人应与施工单位签订《平遥古城传统

民居修缮工程协议书》，并与县规划局签订《平遥古城传统民居

修缮工程资金补助协议书》；县规划局组织监督员对施工过程进

行跟踪服务，确保按要求施工。

4、工程竣工后，申请人向县规划局提出验收申请并提供竣

工图纸。

5、由县规划局牵头，组织财政、文物、传统民居保护专保

施工安全、确保工程质量。

6、在施工过程中两年内出现两次不合格的工程项目，将被

取消传统民居修缮资格，并处罚本项工程总造价的 10%。

四、监督员构成及来源

1、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从关注古城保护的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中选取部分代表委员针对每一项工程以观察员身份全程参

与。

2、专家学者。由政府确定若干名对古城研究颇深的专家学者，

容辞的历史责任和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郑重承诺。县政府计划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对古城内提出申请需要维修的传统民居提供资

金补助。为最大限度地保持古城内传统民居的真实性、完整性、

延续性，有效遏制对传统民居的过度商业化开发和破坏性建设行

为，真正做到对传统民居的有效保护、科学传承、合理利用，县

政府特就古城内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制定如下实施办法：

一、适用对象

本办法适用于古城内具有明晰产权、居住性质的传统民居的

维修，包括建筑主体维修工程及其附件（包括内外门窗、墙体、

屋顶等部位）的维修；院落附属传统组成部分维修工程（包括大

门、影壁、传统构件、室外地面铺砖等内容）；以及抢救古树名

木、老井台、老磨房等。

二、修缮要求

1、依据《平遥古城保护控制性详细规划》、《平遥古城传

统民居保护修缮及环境治理实用导则》等有关规定进行修缮。

2、严格标准。制定统一的维修要求及维修标准，相同的工

程内容的单位造价标准保持一致。

3、接受监督。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聘请监督员、监理人员，

全程监督。

三、申请补助程序

 1、由产权人向县规划局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六方面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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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对每项工程进行检查监督。

3、各界人士。聘请热爱古城、对保护古城充满热情，并有

相关专业知识的社会人员。

五、附则

1、传统民居修缮完成后，业主对民居具有维护责任。

2、本办法由县规划局负责解释，从 2012 年 3 月 15 日起试行。

7.4. 参考书目

民居研究类

● 荆其敏、张丽安，《中国传统民居》，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7 年

● 刘森林，《中华民居——传统住宅建筑分析》，同济大学

   出版社，2009 年

● 宋昆主编，《平遥古城与民居》，天津大学出版社，2000 年

● 苏华，《细说平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 年

● 王先明，《院落沧桑山西古民居的历史文化解读》，2005 年

● 颜纪臣，《山西传统民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年

● 张国田，《平遥》，北岳文艺出版社

● 张余，《山西民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年

● 朱向东、王崇恩，《晋商民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年

● 左国保，《山西明代建筑》，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 年

地方志类

● 平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平遥县志》，北京 : 中华

   书局，1999 年

● 杜拉柱 . 平遥古城志 . 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

● 恩端 . 光绪版平遥县志 . 2008 年

营造及修缮技术类

● 李浈，《中国传统建筑形制与工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 年

● 刘大可，《中国古建筑瓦石营法》，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3 年

● 杜仙洲，《中国古建筑修缮技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3 年

● 彭纪俊，刘大可，《中国古建筑修建施工工艺》，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2007 年

期刊

● 古建筑木结构加固方法研究，周乾， 《工程抗震与加固改造》    

    2009 年第 31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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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建筑油饰彩画地仗层修复粘结材料的合成与应用，陈安

    强，西北大学申请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

国际公约、国家法律、地方法规和保护规划

国际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公约实施操作指南》，201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威尼斯宪章》），1964 年，历  

     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

●《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华盛顿宪章》），1987 年，国  

     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件》，1994 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会安草案——亚洲最佳保护范例》，200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国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04 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

     国家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代表大会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地方

●《山西省平遥古城保护条例》，1999 年，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1989 年，平遥县人民政府

●《平遥古城保护控制性详细规划》，2013 年，平遥县人民政府

●《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工程资金补助实施办法》，2012 年，

     平遥县人民政府

其他保护导则、手册

●《加拿大历史遗迹的保护标准和指导方针》，2010 年， 

    Canada’s Historic Places 网站

●《丽江古城传统民居保护维修手册》，2006 年，世界文化遗产 

    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昆明本土建筑设计研究所

●《城市挑战 -- 亚洲城镇遗产保护与复兴实用指南》，2005 年， 

    伊丽莎白 • 瓦伊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公室

● 《加德满都山谷世界遗产地遗产保护房屋私有者手册》，200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公室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网站

●《人类社会可持续复苏办法》，2010年，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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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号 图名 图片来源

图 3.12 典型平遥二进院落布局 自行绘制

图 3.13 典型院落流线 自行绘制

图 3.14 平遥民居逐级升高的地坪与建筑 自行绘制

图 3.15 院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3.16 墙垣式大门及院墙墙身构造 自行绘制

图 3.17 屋宇式大门 自行绘制

图 3.18 大门入口 自行绘制

图 3.19 拱门及坡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3.20 大门影壁与壁龛

第一行由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驻华代表处提供；第二

行自行拍摄

图 3.21 倒座及大门装饰

图一自行拍摄；其余由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

处提供

图 3.22 方砖平铺与斜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3.23 铺地与花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3.24 中门（过厅）及垂花门细节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3.25 厢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3.26 “三破二”形式 自行绘制

图 3.27 厢房内居住空间布置 自行绘制

图 3.28 内厢房立面与位置 自行绘制

图 3.29 厢房檐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3.30 “一明两暗”正房 自行绘制

图 3.31 “三明两岸”正房 自行绘制

图 3.32 窑洞形式正房及其剖面 自行绘制

图号 图名 图片来源

图 1.1 平遥古城的地理位置 自行拍摄

图 1.2 城防体系包含 6 个城门和主街格局 自行绘制

图 1.3 平遥古城的建筑 自行拍摄

图 1.4 平遥古城建筑分布图 来自《平遥县志》(1999)

图 1.5 平遥古城街巷格局 自行绘制

图 1.6 平遥古城倒“土”字型商业街 自行绘制

图 1.7 平遥古城建筑空间格局

“街景”、“日昇昌”自
行拍摄；“民居”由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
提供

图 1.8 世界遗产“平遥古城”组成部分 自行绘制

图 1.9 古城区地形图 平遥县文物局提供

图 1.10 保护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的措施 自行绘制

图 2.1 工作步骤流程及负责方 自行绘制

图 2.2 详细工作步骤流程 自行绘制

图 3.1 典型平遥民居院落 自行绘制

图 3.2 商铺类民居院落 自行拍摄

图 3.3 居住类民居院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3.4 窑洞地区分布 自行绘制

图 3.5 窑洞类型 自行绘制

图 3.6 风水理论在选址上的体现 自行绘制

图 3.7 院落格局与后天八卦 自行绘制

图 3.8 串联型院落 自行绘制

图 3.9 并联型院落 自行绘制

图 3.10 混合型院落 自行绘制

图 3.11 平遥一进院落构成 自行绘制

7.5. 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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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号 图名 图片来源

图 3.33 廊檐

图一、二、三由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提供；

图四自行拍摄

图 3.34 石柱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3.35 砖雕 自行拍摄

图 3.36 平遥民居屋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3.37 正房屋面上的风水影壁 自行拍摄

图 3.38 民居内部布置

图一自行拍摄；图二由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

处提供

图 3.39 传统卧室 自行绘制

图 3.40 炕围画

图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驻华代表处提供；图二来

自网络

图 3.41 典型五开间锢窑正房门窗 自行绘制

图 3.42 锢窑正房门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3.43 厢房的门窗 自行绘制

图 3.44 厢房窗 自行绘制

图 3.45 厢房门 自行绘制

图 3.46
由上至下分别为如意景视门、如意景

视窗、灯笼景视窗
自行拍摄

图 3.47 木雕 - 斗拱 自行拍摄

图 3.48 木雕 - 梁头 自行拍摄

图 3.49 木雕 - 窗 自行拍摄

图 3.50 木雕 - 挂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3.51 木雕 - 垂花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3.52 砖雕 - 楼梯扶手 自行拍摄

图 3.53 砖雕 - 影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3.54 砖雕 - 中门 自行拍摄

图号 图名 图片来源

图 3.55 石雕 - 楼梯望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3.56 石雕 - 柱础 自行拍摄

图 3.57 砖雕 - 影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3.58 石雕 - 上马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3.59 正房窑洞上部砖雕 自行绘制

图 4.1 院落格局类型 自行绘制

图 4.2 屋顶类型 自行绘制

图 4.3 屋面改良做法 自行绘制

图 4.4 墙体类型

绘图为自行绘制；照片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4.5 梁架类型 - 抬梁式 自行绘制

图 4.6 建议模式一 自行绘制

图 4.7 建议模式二 自行绘制

图 4.8 建议模式三 自行绘制

图 4.9 铺地主体类型 自行绘制

图 4.10 铺地勾边类型 自行绘制

图 4.11 平遥传统民居的装饰 自行拍摄

图 4.12 砖的风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4.13 砖的泛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4.14 砖的潮湿破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4.15 木材开裂 自行拍摄

图 4.16 地仗剥落 自行拍摄

图 4.17 不当替代材料的使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4.18 亟待清洁的墙面 自行拍摄

图 4.19
采用无压力注射防水剂修复防潮层宜

打双排孔
自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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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号 图名 图片来源

图 4.20
采用无压力注射防水剂修复防潮层宜

打双排孔设计剖面（以 370mm 后墙为

例）

自行绘制

图 4.21 墙面潮湿泛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5.1
院落内居民自行增设的生活设施影响

了传统民居院落的空间布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5.2 常见的民居院落内的厨房及卫生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5.3 居住功能再利用模式 自行绘制

图 5.4 公共厨卫设置建议模式 自行绘制

图 5.5 私人厨卫设置在厢房及正房的建议模式 自行绘制

图 5.6 厨卫设置倒座建议模式 自行绘制

图 5.7 空调外机位置示意图 自行绘制

图 6.1 平遥街巷分类图 自行绘制

图 6.2 商业型街巷典型剖面 自行绘制、拍摄

图 6.3 居住型街巷典型剖面 自行绘制、拍摄

图 6.4 门厅式 自行绘制

图 6.5 敞廊式 自行绘制

图 6.6 临街式 自行绘制

图 6.7 平遥传统建筑配色建议 自行绘制

图 6.8 居住建筑砖木型主入口剖面 自行绘制

图 6.9 居住建筑锢窑型主入口剖面 自行绘制

图 6.10 商业型街巷内与建筑同宽的台阶类型 自行拍摄

图 6.11
商业型街巷内与建筑的一间屋架同宽

的台阶类型
自行拍摄

图 6.12 传统商业建筑台阶铺砌材料与形式 自行拍摄

图 6.13 推荐商业街铺地形式 自行绘制

图 6.14 传统民居台阶与坡道铺砌材料与形式

左图自行拍摄；右图由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

处提供

图号 图名 图片来源

图 6.15 传统民居保胎铺砌材料与形式

左列图片自行拍摄；右列

图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驻华代表处提供

图 6.16 推荐居住型街巷铺地形式 自行绘制

图 6.17 传统檐下店招形式

图一自行拍摄；图二由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

处提供

图 6.18 商业型街巷上的商业建筑店招推荐位置 自行绘制

图 6.19
居住型街巷上的内向式商业建筑店招

推荐位置
自行绘制

图 6.20 牌匾、字体配色建议 自行绘制

图 6.21 壁灯及立杆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6.22 推荐灯笼样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6.23 商业型街巷推荐灯笼悬挂位置 自行绘制

图 6.24 商业型街巷推荐壁灯位置 自行绘制

图 6.25 居住型街巷推荐灯笼悬挂位置 自行绘制

图 6.26 居住型街巷推荐壁灯悬挂位置 自行绘制

图 6.27 户外营业区推荐位置 自行绘制

图 6.28
户外营业区推荐样式（采用木桌板加

传统桌布的传统样式）

图一自行绘制；图二、三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

代表处提供

图 6.29 外露管线推荐处理方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图 6.30 空调机箱遮盖物推荐样式 自行拍摄

封面图 无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提供

篇章页图 无题

前六章由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驻华代表处提供，第七

章自行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