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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建筑总平面图识读

１．建筑总平面图概述

建筑总平面图是表明需建设的房屋建筑物所在位置的平面状况的布置图。

其中有的布置一个建筑群，有的仅是几栋建筑物，有的或许只有一两座要建的房

屋。这些建筑物可以在一个广阔的区域中，也可以在已建成的建筑群之中；有的

在城市、有的在乡村、有的在平地、有的在山陵地段，情形各不相同，因此建筑总平

面图根据具体条件、情况的不同其布置也不同。近几年来，各地的开发区所绘制

的建筑总平面图较大，往往要用很多张图纸拼起来才行。

总平面图的一般内容包括：

（１）图名、比例。

（２）应用图例来表明新建区、扩建区或改建区的总体布置，表明各建筑物和构

筑物的位置，道路、广场、室外场地和绿化等的布置情况以及各建筑物的层数等。

在总平面图上一般应画上所采用的主要图例及其名称。此外，对于《建筑制图标

准》（ＧＢ／Ｔ５０１０４—２０１０）中缺乏规定而需要自定的图例，必须在总平面图中绘制

清楚，并注明其名称。

（３）确定新建或扩建工程的具体位置，一般根据原有房屋或道路来定位，并以

米为单位标注出定位尺寸。当新建成片的建筑物和构筑物或较大的公共建筑和

厂房时，往往用坐标来确定每一建筑物及道路转折点等的位置。对地形起伏较大

的地区，还应画出地形等高线。

（４）注明新建房屋底层室内地面和室外整平地面的绝对标高。

（５）画上风向频率玫瑰图及指北针，来表示该地区的常年风向频率和建筑物、

构筑物等的朝向，有时也可只画单独的指北针。

２．建筑总平面图识读方法

１）总平面图的形成及用途

总平面图是整个建设区域由上向下按正投影的原理投影到水平投影面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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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正投影图。总平面图用来表示一个工程所在位置的总体布置情况，是建筑物

施工定位、土方施工以及绘制其他专业管线总平面图的依据。

总平面图一般包括的区域较大，因此采用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等较小

的比例绘制。在实际工程中，总平面图经常采用１∶５００的比例。由于比例较小，

故总平面图中的房屋、道路、绿化等内容无法按投影关系真实地反映出来，因此这

些内容都用图例来表示。总平面图中常用图例（节选）见表１１。在实际中如果需

要用自定图例，则应在图纸上画出图例并注明其名称。

表１１　总平面图中常用图例

序号 名　称 图　例 备　注

１ 新建建筑物　

　新建建筑物以粗实线表示与室外地坪相

接处±０．０００外墙定位轮廓线；

　建筑物一般以±０．０００高度处的外墙定

位轴线交叉点坐标定位。轴线用细实线表

示，并标明轴线号；

　根据不同设计阶段标注建筑编号，地上、

地下层数，建筑高度，建筑出入口位置（两种

表示方法均可，但同一图纸采用一种表示方

法）；

　地下建筑物以粗虚线表示其轮廓；

　建筑上部（±０．０００以上）外挑建筑用细

实线表示；

　建筑物上部轮廓用细虚线表示并标注

位置

２ 原有建筑物　 　用细实线表示

３
计划扩建的预

留地或建筑物
　用中粗虚线表示

４ 拆除的建筑物 　用细实线表示

５
建筑物下面的

通道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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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图　例 备　注

６
散状材料露

天堆场　　
　需要时可注明材料名称

７

其他材料露

天堆场或露

天作业场　

　需要时可注明材料名称

８ 铺砌场地　 —

９ 敞棚或敞廊 —

１０ 高架式料仓 —

１１ 漏斗式贮仓 　左、右图为底卸式，中图为侧卸式

１２ 冷却塔（池） 　应注明冷却塔或冷却池

１３ 水塔、贮罐 　左图为卧式贮罐，右图为水塔或立式贮罐

１４ 水池、坑槽 　也可以不涂黑

１５
明溜矿

槽（井）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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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总平面图的主要内容

（１）规划红线。在总平面图中，表示由城市规划部门批准的土地使用范围的

图线称为规划红线。一般采用红色的粗点画线表示。任何建筑物在设计施工时

都不能超过此线。

（２）绝对标高、相对标高的主要内容，具体见表１２。

表１２　绝对标高、相对标高的主要内容

项　目 内　容

绝对标高
　我国把青岛附近的平均海平面定为绝对标高的零点，各地以此为基准所得

到的标高称为绝对标高

相对标高
　在建筑物设计与施工时通常以建筑物的首层室内地面的标高为零点，所得

到的标高称为相对标高

在总平面图中通常都采用绝对标高。在总平面图中，一般需要标出室内地面

即相对标高的零点相当于绝对标高的数值且建筑物室内外的标高符号不同。

（３）建筑物。总平面图中的建筑物有四种情况，新建建筑物用粗实线表示，原

有建筑物用细实线表示，计划扩建的预留地或建筑物用中粗虚线表示，拆除的建

筑物用细实线表示并在细实线上画叉。在新建建筑物的右上角用点数或数字表

示层数。在阅读总平面图时要注意区分这几种建筑物。

在总平面图中要表示清楚新建建筑物的定位。新建建筑物的定位一般采用

两种方法：一是按原有建筑物或原有道路定位；二是按坐标定位。总平面图中的

坐标分为测量坐标和施工坐标，具体见表１３。

表１３　总平面图中的坐标分类

类　型 内　容

测量坐标
　测量坐标是国家相关部门经过实际测量得到的画在地形图上的坐标网，南

北方向的轴线为犡，东西方向的轴线为犢

施工坐标
　施工坐标是为了便于定位，将建筑区域的某一点作为原点，沿建筑物的横墙

方向为犃向，纵墙方向为犅向的坐标网

（４）建筑物周围环境。包括整个建设区域所在位置，周围的道路情况，区域内

部的道路情况。由于比例较小，总平面图中的道路只能表示出平面位置和宽度，

不能作为道路施工的依据。

整个建设区域及周围的地形情况，表示地面起伏变化通常用等高线表示，等

高线是每隔一定高度的水平面与地形面交线的水平投影并且在等高线上注写出

其所在的高度值。等高线的间距越大，说明地面越平缓，等高线的间距越小，说明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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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越陡峭。等高线上的数值由外向内越来越大表示地形凸起，等高线上的数值

由外向内越来越小表示地形凹陷。

整个建设区域及周围的地物情况，如水木、草地、电线杆、设备管井等。

总平面图中通常还有指北针和风向频率玫瑰图。

３）总平面图的阅读方法

总平面图的阅读方法，具体见表１４。

表１４　总平面图的阅读方法

项　目 内　容

熟悉图例

　在阅读总平面图之前要先熟悉相应图例，《总图制图标准》（ＧＢ／Ｔ５０１０３—

２０１０）中的总平面图常用图例。熟悉图例是阅读总平面图应具备的基本

知识

　查看比例、风

向频率玫瑰图

　查看总平面图的比例和风向频率玫瑰图，确定总平面图中的方向，找出

规划红线确定总平面图所表示的整个区域中土地的使用范围

　查找新建建

筑物按照图例

的表示方法，找

出并区分各种

建筑物

　根据指北针或坐标确定建筑物方向。根据总平面图中的坐标及尺寸标

注查找出新建建筑物的尺寸及定位依据

　了解建筑物

周围环境

　了解地形、地物情况，以确定新建建筑物所在的地形情况及周围地物情

况。了解总平面图中的道路、绿化情况，以确定新建建筑物建成后的人流

方向和交通情况及建成后的环境绿化情况

３．建筑设计总说明

建筑设计总说明通常放在图纸目录后面或建筑总平面图后面，它的内容根据

建筑物的复杂程度有多有少，但一般应包括设计依据、工程概况、工程做法等内

容，见表１５。

表１５　建筑设计总说明的内容

项　目 内　容

设计依据
　施工图设计过程中采用的相关依据。主要包括建设单位提供的设计任务

书，政府部门的有关批文、法律、法规，国家颁布的一些相关规范、标准等

工程概况

　工程的一些基本情况。一般应包括工程名称、工程地点、建筑规模、建筑层

数、设计标高等一些基本内容。

　（１）建筑面积，建筑物外墙皮以内的各层面积之和。

　（２）占地面积，建筑物底层外墙皮以内的面积之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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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内　容

工程做法

　介绍建筑物各部位的具体做法和施工要求。一般包括屋面、楼面、地面、墙

体、楼梯、门窗、装修工程、踢脚、散水等部位的构造做法及材料要求，若选自标

准图集，则应注写图集代号。除了文字说明的形式外，对某些说明也可采用表

格的形式。通常工程做法当中还包括建筑节能、建筑防火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４．建筑总平面图的应用

１）根据总平面图到现场进行草测

草测的目的是为核对总平面图与实地之间是否有矛盾。我们有过这方面的

经验，尤其在老的建筑物之间建造新房，往往会发生设计的总平面图尺寸在实地

容纳不下。有的则由于受外界环境影响，不允许建筑物在总平面图上设计的位置

布放，如当建造后离高压输电线太近，违反了电力安全规定，这时建筑物必须重新

布置，以避开这些危险设施。发现这些问题之后，应在设计交底前向设计部门提

出，便于他们考虑修改。

草测就是为初步探测实地情况而做的工作。一般只要用一只指南针，一根

３０ｍ的皮尺，一支以３∶４∶５的角尺（每边长１～１．５ｍ）即可进行。测定时可利用

原有的与总平面图上所标相符的地物、地貌，再用指南针大致定向，用皮尺及角尺

粗略地确定新建筑的位置。

（１）假如所建场地为一片空旷地，如图１１所示（假设图上无原有建筑）。草测

时可以将南边的河道岸边作为犡坐标，其犡值可以从图上按比例量一量，约为犡＝

１３７４０，由该处向北丈量７０～８０ｍ，在该区域中无影响建造的障碍或高压电线；然

后以河道转弯处算作犢＝４４０００的起始线，往西丈量１００～１２０ｍ无障碍，那么说

明该总图符合现场实际，施工不会发生困难。

（２）假如在旧有建筑中建新房，这时的草测就更简单些。只要丈量原有建筑

之间的距离，能容下新建筑的位置，并在它们之间又有一定安全或光照距离，那么

是可以进行施工的。

如果在草测中发现设计的总图与实地矛盾较大，施工单位必须向建设单位、

设计部门发出通知，请该两方人员一起到现场核实，再由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作

出解决矛盾的处理意见。只有在取得正式改正通知后，才能定位放线进行施工。

２）新建房屋的定位

看了总平面图之后，了解了房屋的方位、坐标，就可以把房屋从图纸上“搬”到

地上面，这就叫房屋的定位。这也是看懂总平面图后的实际应用，当然真正放出

灰线可以挖土施工，还要看基础平面图和房屋首层的平面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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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建筑总平面图１∶１０００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根据总平面图的位置，初步粗略确定房屋的位置的方法，

见表１６。

表１６　初步粗略确定房屋的位置的方法

方　法 内　容

仪器定位法

　仪器定位法就是用经纬仪、钢卷尺和小白线（或细麻线），结合起来定出房屋

的初步位置。其定位步骤如下：

　（１）将仪器（经纬仪）放在已给出的方格网交点上，如图１１中犡＝１３８００，犢＝

４３９００，犡＝１３７００，犢＝４４０００即为方格网，犡＝１３８００线和犢＝４３９００线交于犃点

（见图１２）。假如将仪器先放在犃点（一般这种点都有桩点桩位），前视犆点，后

倒镜看犃１ 点，并量取犃１ 到犃的尺寸为５ｍ，固定犃１ 点。值５ｍ是根据Ⅳ号房

角已给定的坐标犡＝１３８０５，而犃点的犡＝１３８００，所以１３８０５－１３８００＝５ｍ（总

平面上尺寸单位为ｍ，前面已讲过）。再由犃点用仪器前视看犅点，倒镜再看犃２

点，并量取４ｍ尺寸将犃２ 点固定。

　（２）将仪器移至犃１ 点，前视犃或犆 点（其中一点可作检验），后转９０°看得犘

点并量出４ｍ将犘点固定，犘点也就是规划给定的坐标定位点。

　（３）将仪器移至犘点，前视犃２ 点可延伸到犕 点，前视犃１ 点可延伸到犙点，

并用量尺的方法将犙、犕 点固定，再将仪器移到犙或犕 将Ⅳ点固定后，这五栋

房屋的大概位置均已定了。由于是粗略草测定位，用仪器定位只要确定几个

控制点就可以了。其中每栋房屋的草测可以用“三、四、五”放线方法粗略定位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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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内　容

　“三、四、

五”定位法

　这个定位方法实际是利用勾股弦定律，按３∶４∶５的尺寸制作一个角尺，使

转角达到９０°角的目的。定位时只要用角尺、钢尺、小线三者就可以初步草测

定出房屋外围尺寸、外框形状和位置。

　“三、四、五”定位法，是工地常用的一种简易定位法，其优点是简便、准确

图１２　房屋定位测量图

５．建筑与基地红线的关系

１）基地红线的标注

在规划部门下发的基地蓝图上，基地红线往往在转折处的拐点上用坐标标明

位置。应注意坐标系统是以南北方向为犡轴，以东西方向为犢 轴的，数值向北、东

递进。例如某点坐标标明为（狓，狔），则狓代表南北方向的坐标位置，而狔代表东西

方向的坐标位置。根据资料，设计人员可以很容易借助计算机等辅助设计手段，

确定准确的建筑用地范围。在基地上布置建筑物，要受到基地红线的限制。

２）建筑物与基地红线的关系

（１）建筑物应根据城市规划的要求，将其基底范围，包括基础和除去与城市管

线相连接部分以外的埋地管线，都控制在基地红线范围之内。如果城市规划主管

部门对建筑物退界距离还有其他要求，应一并遵守。

（２）建筑物与相邻基地之间，应在边界红线范围以内留出防火通道或空地。

当要求建筑物前后都留有空地或道路，并符合相关消防规范的要求时，方能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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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基地的建筑毗邻建造。

（３）建筑物的高度不应影响相邻基地邻近的建筑物的最低日照要求。

（４）建筑物的台阶、平台不得突出于城市道路红线之外。其上部的突出物也

应在规范规定的高度以上和范围之内，方可突出于城市道路红线之外。

（５）紧接基地红线的建筑物，不得设阳台、挑檐，不得向邻地排泄雨水或废气。

６．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１）地形与地貌

地形条件对建筑总平面设计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从经济合理性和周围生态

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设计时对自然地形应以适应和利用为主，深入分析地形、地

貌的现状和特点，使建筑布置经济合理，并在充分利用地形的基础上，使场地空间

更加丰富、生动，形成独特的景观。根据建筑物与地形等高线位置的相互关系，坡

地建筑主要有以下两种布置方式，见表１７。

表１７　坡地建筑布置形式

形　式 内　容

　建筑物平行

于 等 高 线 的

布置

　一般情况下，坡地建筑均采用这种方式布置。这样布置通往房屋的道

路和入口容易解决，房屋建造的土方量和基础造价都较省。当房屋建造

在１０％左右的缓坡上时，可以采用提高勒脚的方法，使房屋的前后勒脚调

整到同一标高；或采用筑台的方法，平整房屋所在的基地。当基地坡度在

２５％以上时，房屋单体的平、剖面设计应适当调整，以采用沿进深方向横

向错层的布置方式比较合理，这样的布置方式节省土方和基础工程量。

结合地形和道路分布，房屋的入口也可以分层设置，对楼层的上下较方便

　建筑物垂直

或斜交于等高

线的布置

　当基地坡度大于２５％，房屋平行于等高线布置对朝向不利时，常采用垂

直或斜交于等高线的布置方式。这种布置方式，在坡度较大时，房屋的通

风、排水问题比平行于等高线布置较容易解决，但基础处理和道路布置比

平行于等高线布置时复杂得多

２）地质与水文

（１）建筑总平面设计时需要掌握的基地地质情况：

①地面以下一定深度的土层特性；

②土和岩石的种类及组合方式；

③土层冻结深度；

④基地所处地区的地震情况及地上、地下的不良地质现象等。

（２）基地水文情况包括河、湖、海、水库等各种地表水体的情况和地下水位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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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建筑与场地的关系

１）建筑场地的功能分析与场地分区

（１）建筑场地的功能分析

建筑场地的功能分析主要包括分析场地的使用功能特性、分析功能的组成内

容、分析使用者的需求，是建筑总平面设计的基础。分析场地的使用功能，是抓住主

要建筑的功能特性，分析其组织要求及与其他内容之间的关系。分析使用者的组成

情况及其心理、行为需求，明确场地各类使用状况及为之服务的各部分功能组成。

（２）场地分区

从内容组织的要求出发，进行功能分区和组织，如将性质相近，使用联系密切

的内容归于一区。从基地利用的角度出发，进行用地划分，作为不同内容布置的

用地，比如将用地划分为主体建筑用地、辅助建筑用地、广场、停车场及绿化庭园

用地等。

２）建筑在场地中的布置

（１）单体建筑在场地中的布局

在总平面设计中，如果要求在基地里安排一栋主体建筑（包括部分辅助用

房），如高层写字楼，一般先根据建筑自身的要求或设计意图，结合用地条件来确

定建筑物在基地中的位置。单体建筑在场地中的布置方式，见表１８。

表１８　单体建筑在场地中的布置方式

项　目 内　容

　以建筑自身

为核心，布置在

场地中部

　建筑安排在场地的主要位置或中央，四周留出空间布置庭院绿化、交通

集散地等，形成以建筑物为核心、空间包围建筑的关系。

　这是一种突出建筑，以环境作为陪衬的形式，建筑物的位置和形态的处

理使它成为场地的绝对主体，与其他要素之间形成明确的主从关系。

　这种布置的特点是整体秩序较简明，主体建筑突出，视觉形象好，各部

分用地区域大体相当、关系均衡，且相对独立，互不干扰，有利于节约用

地。缺点是建筑形象单一，缺乏层次变化，空间关系较为单调

　布置在场地

边侧或一角

　建筑物占地规模与总用地规模相当的情况下，将建筑物布置在场地中

偏向某一侧的位置上，使剩余用地相对集中，便于安排场地内应布置的其

他内容。在有的场地中建筑虽是主要功能，但其占地较小，与之配套的室

外活动场地占地相对较大，为使该场地布局合理，应将建筑物安排在场地

一侧或一隅

（２）建筑群体在场地中的布局

①建筑群体的空间布局。在建筑群体布局时，处理好建筑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十

分重要。建筑与场地中的道路、广场、庭园和绿化等既有功能关系又有空间形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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