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合平路校门及广场方案 

 

第一章、设计总说明 



一、工程简况 

工程名称：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合平路校门及广场方案 

建设单位：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总用地面积：13380M² 

总建筑面积：120M² 

 

二、设计依据 

1. 甲方提供的原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总平面图电子版 

2. 甲方提供现场地形图 

3. 国家及省市有关规范、规程及规定。 

 

三、自然条件 

（一）场地情况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位于长沙市芙蓉区人民东路以南，滨河路以北，

学院北面为规划中的长农路，西面为科教路，东面紧邻正在建设中的合平路，

南面现状为农田。 

（二）气象资料 

历年最高温度                        40.6摄氏度 

历年最低温度                       -11.3摄氏度 

历年最热月平均温度                  29.4摄氏度 

历年最冷月平均温度                   4.6摄氏度 

年平均降雨量                         1412毫米 

日最大降雨量                         192.5毫米 

全年平均日照时数                     1726小时 

历年平均日照率                       39% 

全年主导风向                          WN26% 

 

四、水文地质资料 

1.地质勘查报告 

2.抗震设计 

本工程抗震等级为6级 

 

五、建筑规模及设计范围 

1. 建设规模 

本工程为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东面临合平路的校门、传达室及东广场，

总用地面积13380平米，地面建筑面积120平米，广场面积约5000平米。 

2. 设计范围 



 

根据整个项目的情况，本次设计的范围包括总图、建筑、结构、景观、给排

水、电气等专业设计和估算。 

 

六、技术经济指标 

  总计 单位 

净用地面积 13380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120 平方米 

总建筑基底面积 120 平方米 

建筑密度 0.9 % 

容积率 0.009  

绿化率 60 % 

 

 

第二章、总平面图 

 

一、设计依据 

1.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JGJ6 

2.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7） 

3. 《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 

5.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6. 《长沙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长政发〔2016〕1 号 

7.《长沙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技术规定（试行）》 

 

二、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东面，处在校区中心建筑图书

馆及其东广场（和实广场）与正在开工建设的合平路之间，是湖南生物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轴线东端的重要节点，也是学院在东面主入口的形象

区，是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对外展示校园文化的窗口。 

      项目用地面积13380㎡，场地呈梯形，南北向长160米，东西向长度北

面60米，南面105米，场地平整，标高基本在42.1~42.4。本次设计地面

建筑为传达室和学院大门，设于场地西面，按要求退让合平路下的地铁

线建筑保护区范围，距合平路道路边线50米。 

 

 

三、规划设计 

     为了与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轴线相吻合，传达室与学院大门及院门前广

场也是以东西向轴线为前提采用对称式设计，校门广场虽然场地呈梯形，但通过广

场上的中心花坛、两侧数个花坛树池以及东面弧形花池之间形成一种数量乘体积的

平衡，平衡中又充满韵律，且突出了中轴线对称形式。而弧形花池又自然地将院门

广场分隔为东西两个不同的功能分区，合平路上的普通行人与进出学院的师生之间

形成物理的分流缓冲区域。 

四、交通设计 

      本项目采用人车分流、右进右出的原则，在广场南北两面向合平路开设两

条7米宽的路作为车行出入口，北面为从合平路进入学院的路，南面为从学院出

来上合平路的车行线，这两条路与学院内现有路网形成车行环线。 

       人流则通过院门前广场通过学院大门进入学院，沿着轴线可直达图书馆。 



 

五、竖向设计 

      尊重现有地形状况，以便利性及人性化为设计原则，整合场地，使其更适

合植入功能的使用。 

六、绿化景观设计 

大门前广场作为进出学院人流缓冲、集散场所，以硬质铺地为主，通过不同

形式的花池、高低各异的树木来点缀，对广场空间进行划分，同时也对人的活

动行为进行了引导性限定， 

以梳理的方式，使场地内的景观更为有序美观，对空间节点进行整合，优化地

形的高差，使景观与功能并存。 

 

 

第三章、建筑专篇 

一、设计依据 

1.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JGJ6 

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3. 《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6) 

4.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部分）》 

5. 现场调研资料 

 

二、工程类别 

     本项目传达室及大门为低层建筑，耐火等级为二级，屋面防水等级为

二级。 

 

三、指导思想 

空间形态充分考虑与周边的关系，延续城市肌理，力图提供一个布

局合理功能完善，可充分体现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和”“实”

文化内涵的前广场，展示校园文化的窗口，强调空间与生活的和谐统一，

利用绿地、硬质铺装、景观小品等景观元素，构建人文与环境相协调的

关系。 

 

四、平面功能设计 

本项目地面建筑为传达室和学院大门，传达室为地面一层，以学院轴

线为中轴对称南北各设一个，其功能为门卫室、休息室及卫生间，建筑面积为

120平米。两个传达室之间为学院大门。 

本建筑为低层建筑，耐火等级二级，屋面防水等级一级，结构形式为

框架结构，结构安全等级为二级，抗震设防烈度六度，抗震设防类别为丙类，

建筑合理使用年限50年。 

 

五、立面造型设计 

建筑设计考虑建筑与场地环境的相互和谐，合理的功能与平面设计，富于时代感

与独创性的建筑造型，是本工程设计的中心思想。本工程通过对基地环境进行分析，



 

利用基地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力求设计出独具匠心的建筑造型，对特定基地环境下

演绎相应特征的建筑进行了良好的尝试。 

根据传达室作及大门作为学院轴线上一个重要节点的定位，把传达室与大门作为

一个整体设计，在满足各种功能的同时，利用传达室临广场一面的墙体作为围合广场

的边界元素，与中间的校训背景墙和电动门共同形成学院虚实相映、高低错落的开敞

式出入口。 

在设计中从尺度、色彩、材料等手法上进行处理；建筑立面使用咖啡色干挂大理

石墙面，与学院整体色调协调统一，突出建筑的轮廓，从而使得该建筑与四周的环境

互为因借，相互映衬！作为主体建筑的传达室与中间的背景墙均采用简洁的实墙面为

主，而标志性的大门柱以干挂大理石造型，图案以“稻穗”和“双手”的艺术形象经抽象

化为简单的线条，柱顶端为学院的 LOGO 灯箱，寓意为稻穗上最顶端的穗实，也可理

解为学院在双手的拱卫之中。这与院门西边的“和实”广场的设计理念有着共通之处，

也体现了本学院作为以农业为主导的精神特点。 

建筑采用虚实结合的建筑处理手法，反映出自然大气的风格，用完整流畅

的体型，简洁的外表，精美的细部反映出一种特有的现代文化气息，体现建筑

的时代特征。 

六、剖面设计 

由于传达室与学院大门联为一体，又兼为围合广场的边界，适当提高了传

达室的层高： 

传达室层高      4.0米 

大门造型柱高度  7.3米 

七、无障碍设计 

建筑出入口、广场有高差变化处均设置无障碍设施，方便残疾人的使用，

并按照国际标准设置残疾人使用标识和无障碍设施。 

 

第四章、景观专篇 

一、设计范围 

合平路西侧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东西主轴线南北 80 米范围，总用地规模 

13380 ㎡。 

二、规划解读 

建筑与场地：建筑采用开放式布局，有机融入到城市路网，建筑外观大气简洁，

色调庄重，整体形态内收外张，与场地很好契合。 

建筑与市民：广场和人群公共区和谐共融，建筑与广场布局有机结合。 

三、项目特点 

在整体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景观和公共空间结构中，大门前广场的公共

空间环境发挥重要地位，是凸显学院活力和体现学院文化氛围的公共空间，空间的人

气和公共活动的容纳度直接体现出学院给人的第一印象和精神面貌。 

四、设计理念和原则 

人工与自然整合的环境观 

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地方观 

整体与细节并重的场所观 

历史与未来交流的时间观 

环境与社会协调的发展观 



 

整体性原则：充分考虑与城市的整体协调关系，从开放空间、建筑界面、交通网络、

绿地系统等进行综合考虑，使本广场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 

个性化原则：景观设计通过传达室及大门建筑的烘托、对场地的历史文脉、地域

文化特征的融合，既突出建筑的个性又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的氛围，成为湖南生物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东大门的第一道亮色。 

实用性原则：文化广场设计突出空间特性和外在表现形式，从简洁和经济实用的

角度出发，合理确定道路交通组织及功能分区，运用地域乡土材料以期达到最经济的

投入、取得最佳的回报。 

人性化原则：充分考虑各类人群的需要以及人的感受，尊重人、关爱人，以人的

需要作为景观要素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遵循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充分考虑人的活动

和感受，使之更具吸引力和亲和力，内外环境充满活力和生机。 

五、方案设计 

1 总体方案 

本案以大门为界，西边就是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和实广场，未来保持协调

统一和延续性，因此方案同样以“和”、“实”为主题进行展开，沿合平路界面采用

开放式布局，融入地域文化与历史文化特色，丰富场地景观，着重表达湖湘文化古韵。 

开放和亲民是当前发展的趋势，亲民的最佳体现，就是有市民在此停留活动，有

人气。如何吸引人群过来，并主动愿意停留的活动空间，是设计考虑的重点。 

2 空间布局 

 功能分区： 

广场南北两端为车行通道，广场分为东西两个分区，东区为合平路与学院之间的

缓冲区，是合平路人行道的延展空间。西区为学院进出人群的集散空间，考虑人群在

广场上停留、活动。 

 轴线空间： 

为了与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轴线相吻合，广场的布局也是以东西轴线为前提的。

与常见的广场设计不同的是，这条轴线不是道路，不是水体，甚至不是一条线形，而

是一块长方形的草坪及椭圆的草地，院名石就坐落在广场的中心位置。轴线南北以对

称形式布置传达室和菱形花池，形成一个规则式的中轴对称的院前广场。同样是轴线

式布局，这种以绿化草坪为轴的构思扩大了城市开敞空间的尺度感，又突出了＂绿化

广场＂这一主题。 

 交通流线： 

（1）车行：沿着广场周边结合学院自身路网形成环线。 

（2）人行：外环的车行道内为人的活动区，做到人车分流。 

 

3、绿化景观设计 

 因地制宜的原则 

根据不同的景观立意，以及绿地、景点、建筑物的性质、功能合理地选择树种，

适地适树，采用不同的植物配置构图形式，组成多样的景观空间，以满足多种活动功

能的需要。 

 乡土树种优先原则 



 

充分考虑本地气候、土壤、水质等自然条件，以湖南本地乡土树种为主，以保证

植物的成活率和后期养护费用。 

 植物导向性原则 

利用植物形态的差异，不同级别道路配置不同的行道树。 

 基调树种与观赏树种相结合的原则 

统一考虑景观层次的变化、季相色彩的变化、观赏特征的多样化和变化，营造春

花烂漫，夏荫浓郁，秋色绚丽，冬景苍翠，四时有景的景观效果。 

 速生树种与慢生树种相结合的原则 

速生树种长势快，易短期形成良好景观，慢生树种为主要景观树种，可逐渐取代

速生树种的景观地位。 

 植物配置比例恰当原则 

配置中合理搭配乔木和灌木的比例、落叶和常绿的比例。 

根据以上的原则，来创造空间的景变（主景题材的变化）、形变（空间形体的变

化）、色变（色彩季相的变化）和意境上的诗情画意；力求符合功能上的综合性，生

态上的科学性，配置上的艺术性，经济上的合理性，风格上的地方性等要求。 

 种植设计 

本着展现湖南风貌，适地适树的原则，本广场结构配置以常绿树种为主，落叶树

种为辅，采用草地疏林的形式构筑层次丰富四季分明的植物群落。因立地条件均为砼

楼板上植树的容器形式，故在结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不同的区域覆土、栽树，并同时

对绿化给排水专题设计。 

广场中心轴线上以黄花夹竹桃为主要树种，两侧由西向东依次为多头杜英和罗汉

松，周边绿地辅以香樟、栾树，以秋色叶植物造景，自然的气息扑面而来。香樟高大

挺拔，冠大浓荫，为湖南的乡土树种，叶片婆娑之时散发出樟脑的清香有安神醒脑的

作用，而复羽叶栾树是湖南特色的秋花树种，其花嫩黄，生机盎然，其蒴果秋天红艳，

分外迷人。广场东西分区以杜鹃、五叶松组合造景，构建稳定的生态群落。 

4、物料及附属设施设计 

广场铺装的火烧板为主材，结合白麻、蕉锈石、咖啡红、银点白麻铺装并装点花

坛和树池，铺装块材以 300mm 为模数，最大为 600mm。块与块之间采用 1cm 的砂缝，

避免大面积铺装密缝过宽伸缩缝要求，并能有效防止起鼓。对于整体铺土后仍要铺装

的区域，仍须对土壤进行压实，再按一般做法铺装。 

本设计中防护性设计及无障碍设计也在重点设计之列。栏杆为轻型不锈钢栏杆，

车档以石材车挡为主，使整体现代统一。 

公共设施包括传达室、垃圾桶及坐椅等。坐椅大多设置在花坛树池边缘，满足人

乘凉、停驻的要求。 

5、夜景灯光环境 

南北道路两旁采用两杆 12.5 米的中杆灯照明，两组灯光构成了广场的黄色主光源。

1.5 米高的低灯柱主要布设于广场内的花池周边，光源为白色。大树及树群下设投光

灯，草地上设草地灯点缀，使得整个广场明亮中不失宁静。 

6、广场及绿化给排水 

广场通过 5%~1.5%的坡，坡向排水沟，排水沟连接市政管网，绿地中的盲沟通过

主盲沟连接到市政管网。广场及集中绿地以自动喷灌为主，结合滴灌与手浇取水口给

水。 



 

第五章、结构专篇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大门。 

二、 设计依据 

1 本工程建筑主体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 

2 自然条件： 

2.1 基本风压：（按 50年重现期）W0=0.35kN/㎡。 

2.2 基本雪压：重现期为 50 年的基本雪压为 0.45 kN/m2。 

2.3 抗震设防烈度：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年版和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拟建建筑场地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05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35s，设计地震分组为

第一组。 

3 工程地质条件 

根据长沙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提供的《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大门岩土工

程详细勘察》，拟建场地内及附近无活动性断裂，区域上属相对稳定地块，场地地段

类别为抗震一般地段；拟建工程场地工程地质条件较简单。 

综上所述，根据场地的复杂程度判定，该拟建工程场地等级为二级，场地稳定性

较好，适宜建筑。 

4 建设方的书面要求、有关政府批文及方案设计文件。 

5 本工程结构设计所采用的主要标准及法规 

5.1《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01 

5.2《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 

5.3《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2015 年版） 

5.4《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 

5.5《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2016 年版） 

5.6《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8 

5.7《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11 

5.8《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2003  

5.9 省市有关其它文件  

三、 建筑各分类等级 

  1.本工程建筑结构的安全等级均为二级。 

2.建筑的地基基础设计等级、抗震设防类别、钢筋砼结构的抗震等级详下表： 

单体名称 

层数/总高 
结构型式 

地基基础设计

等级 

抗震设防

类别 

框架抗震

等级 

东大门

1F/4.00-8.650m 
框架结构 丙级 

标准设防

类 
四级 

3.砌体结构的施工质量控制等级为 B级。 

四、 主要荷载取值 

1.楼屋面活荷载：（除注明者外，其余均按《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

取值） 

    门卫室  2.0kN/㎡      

卫生间  2.5kN/㎡  

不上人屋面 0.7kN/㎡    



 

2.风荷载：基本风压为 0.35kN/㎡；地面粗糙度为 B 类，风荷载体型系数及风压高

度变化系数按《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 取值。 

3.雪荷载：本地区的基本雪压为 0.45 kN/㎡。 

4.地震作用：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05g，设计地震分组

为第一组，场地类别为Ⅱ类，Tg=0.35S，结构阻尼比 0.05，多遇地震影响系数

αmax=0.04，罕遇地震影响系数 αmax=0.28。 

五、上部结构设计 

1.上部及屋顶结构选型及结构布置说明： 

1.1 本工程门卫房为普通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其余高大构筑物也为钢筋混

凝土框架结构 ，低矮构筑物为砖砌体结构。 

六、 地基基础设计 

1.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概况： 

根据长沙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提供的《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大门岩土工

程详细勘察》，本工程场地自上而下各地层分别为： 

1）、素填土①（Q4ml）：褐红、褐黄色，湿，结构松散-稍密，由可塑-硬塑状

粘性土组成，混少许砂砾石，硬质物含量 15%。 

2）、粉质粘土②（Q2al）：褐红黄色间灰白色，硬塑-坚硬状，含黑色铁锰质氧

化物。有光泽反应，无摇震反应，干强度中等偏高，韧性中等偏高。 

3）、残积粉质粘土③（Qel）：褐红色，硬塑-坚硬状，由泥质粉砂岩风化残积

形成。有光泽反应，无摇震反应，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 

4）、强风化泥质粉砂岩④（K）：褐红色，粉砂质结构，厚层状构造，泥质胶结，

胶结较差，岩芯破碎，极软岩。岩芯呈短柱状，少量长柱状，用手可折断，浸水易软

化，失水易崩解，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 V 级，岩石质量指标 RQD 为 50-75，为较差的。 

5）、中风化泥质粉砂岩⑤（K）：褐红色，紫红色，粉砂质结构，厚层状构造，

泥质胶结，胶结较好，岩芯较完整，软岩。岩芯呈长柱状为主，少许块状，手难折断，

干湿交替易崩解，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Ⅳ级，岩石质量指标 RQD 为 75-90，为较好的。 

地下水的水质及场地土对砼结构具微腐蚀，对钢筋砼结构中的钢筋具有微腐蚀。 

2.基础选型： 

根据拟建场地岩土特性，本工程采用天然地基上的柱下独立基础，以粉质黏土② 

层作持力层，该层承载力特征值不小于 230kPa。 

七、 结构分析 

结构分析程序：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PKPM 系列“多层与高层钢筋砼结构空间分

析程序”“SATWE，PMSAP”以及“STS”进行结构分析计算，对结构体系进行多遇地

震作用下的内力和变形分析。分析时假定结构与构件处于弹性工作状态，内力和变形

分析采用线性静力方法进行。线性静力方法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并计入双向水平

地震作用下的扭转影响，振型数取值满足振型有效质量系数大于 90％的要求。经初

算结构分析各项控制指标均在现行规范容许范围之内。 

1、主要控制性计算结果详下表： 

工程名称: 静园配套小型综合运动场 

设防类别 丙类； 设防烈度 
6 度( 0.05 g)；设计分组：一组； 

αmax=0.04 

场地类别 II 类；T g=0.35S 建筑高度 详前述 



 

液化差别 液化等级 ：无液化处理 层数 

基础持力层 粉质粘土② 

计算软件 PKPM 系列：SATWE；STS 系列 抗震等级 详前述表格 

计算参数 

周期折减：0.65；楼面刚度（刚；弹；

分段） 

地震方向:双向另考虑 5%的偶然偏心 

材料强度 

（范围） 

梁板：C30 

墙柱：C30 

刚重比(稳定

性) 

刚重比均满足整体稳定性要求。 

可不考虑重力二阶效应。 
梁截面 详结构初设图纸 

栋号 

自振周期(S) 

(前 3 个振型

及 Tt/T1) 

风荷载作用 地震作用 
扭转位移比(偏心

5%) 
顶点最大水平位移

(mm) 

最大层间位移

角(层号) 

顶点最大水

平位移(mm) 

最大层间位移角

（层号） 

综合

运动

场 

T1=0.55 

T2=0.50 

Tt=0.32 

Tt/T1=0.58 

X=9 

Y=11 

X= 1/832 (n=3) 

Y=1/764(n=3) 

X=11.31 

Y=14.56 

X=1/653(n=3) 

Y=1/743(n=3) 

X=1.31 (n=4 ) <1.4 

Y=1.31(n=4 )<1.4 

 

八、 主要结构材料： 

1.钢筋：柱、墙、梁、板的主筋均采用 HRB400 级热轧钢筋，箍筋采用 HPB300 或

HRB400 级热轧钢筋。 

2.砼：柱、墙、梁板砼强度等级为 C30。  

    垫层：均采用 C15 砼。 

3.填充墙：本工程砌体均采用干容重 γ≤14kN/m3的 190 厚页岩多孔砖，用 M5 混合砂

浆砌筑。 

4.混凝土及砂浆均采用工厂制作。 

 

第六章、给排水专篇 

一、室外给水工程设计 

1、水源 

     该工程水源来自市政管网。从政道路开一个 DN100 的给水接口，作为该工程的

供水水源。市政水压约 0.35MPa。接入管处安装水表、阀门和倒流防止器。 

2、用水量 

本项目生活用水量：最高日 2.0m3,最大小时 0.32m3，平均小时 0.24m3。 

3、给水管道系统 

1）室外采用生活用水与消防用水合用管道系统。 

2）本工程室外给水环网两路供水，给水引入管至红线内经水表后与本工程室外

生活消防合用环状给水管相连接，且表后设“倒流防止器”，分别供给本栋建筑。 

3）管材 

室外市政给水管采用给水钢丝网骨架塑料复合管，电热熔连接。 

4）管道、管件及阀门的工作压力为 0.6MPa。 

5）水表井和阀门井均采用砖砌筑。井盖采用球墨铸铁井盖和盖座，位于行车道

上者为重型；位于非行车道上者为轻型。 

二、室外污水工程设计 

1、本工程采用生活污水与雨水分流制排水的管道系统。 

2、生活污水排水量：内污水量约为 2.0m3/d。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城市污水管

道。 

3．本工程设一座化粪池。 



 

4．室外污水管道采用 HDPE 双壁波纹管，采用电熔或热熔接口，管道基础采用砂

垫层基础。 

5．本工程室外排水检查井采用塑料检查井，当塑料检查井设置在绿化带时，采用

塑料井盖；而设置在车行道时，根据路面承载要求选择相配套的高分子模压复合防护

井盖。 

6.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市政条件，周边西路设置有污水管道。污水管均接入

市政管道中。 

三、室外雨水工程设计 

1．雨水量 

1）暴雨强度公式 

Qg=1392.1(1＋0.55LgT)÷(t+12.548)0.5452(L/S.104m2) 

2）设计重现期：P=3 年 

3）设计降雨历时：t=t1+mt2、m=1 

4）地面集水时间：t1=10min 

5) 汇水面积：F 

6）地面综合径流系统：取 Ψ=0.68 

7）室外雨水设计流量为 20L/S 

2．室外道路边适当位置设置平算式雨水口、收集道路、人行道及屋面雨水。 

3．雨水管采用 HDPE 双壁波纹壁，采用电熔或热熔接口，管道基础采用砂垫层基

础。 

4．雨水口用砖砌筑。雨水检查井采用塑料排水检查井。 

5．排水管覆土深度不够的地方采用加固处理，防止管道破坏。 

6.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市政条件，排水管在西侧。 

四、建筑物内给水排水设计 

1、生活给水系统 

1．用水量：本建筑各部分的生活用水量，详见本设计说明书第四节。 

2．给水系统：根据建筑高度、水源条件、节能和投资经济、系统简单的供水安全

原则，室内生活用水全部由市政水管供水。 

3. 管材：给水立管和主横干管采用衬塑钢管，卡箍或法兰连接；室内给水横支管

采用 PP-R 管，热熔连接。室外加压生活给水管采用给水钢丝网骨架塑料复合管，电

热熔连接。 

保温：室外明露给水管采用泡沫塑管壳进行防冻保温。 

2、生活污水系统 

1．室内采用粪便污水与洗浴废水合流排水管道系统。 

2．室内地面层（±0.000m）以上的生活污水重力流排出；地面层（±0.000m）以

下的废水采用管道汇集至集水坑内，用潜水排污泵提升后排至室外雨水管道。 

3．公共建筑卫生间采用异层排水系统。 

5．排水管道均明敷。 

6．管材：室内排水管立管、通气管均采用排水用 UPVC 塑料排水管，承插胶粘连

接。横支管采用排水用 UPVC 管。 

3、屋面雨水排水系统 

1．暴雨强度公式与室外雨水排水设计相同。 



 

2．设计参数： 

1）设计降雨历时：t=5min 

2) 设计重现期：P=5 年 

3）屋面径流系数：Ψ=0.9 

3．屋面雨水采用内落式重力流雨水排水系统。屋面雨水由 87 型雨水斗收集，经

雨水管道收集，排入市政雨水管网中。 

4．室内雨水管采用承压 UPVC 塑料排水管。 

五、雨废水利用 

为减小地表径流，室外设计多种雨水渗透措施：公共活动场地，停车场等铺地

材料采用渗水材质，如多孔沥青地面；绿地埋地排水管采用具有渗透和排放两种功能

的渗透管或穿孔管等。 

六、节水节能措施 

    1）选用节水型卫生洁具及配水件。 

①、卫生间坐便器采用容积为 6L 的冲洗水箱。 

②、公共卫生间采用感应式水嘴和感应式小便器冲洗阀。 

    2）各用水部门均采用计量收费 

3）绿化用水采用微喷滴灌方式浇洒，并设置单独用水计量装置。 

七、环境保护措施 

1、给水支管的水流速度采用措施不超过 1.0m/s，并在直线管段设置胀缩装置，防

止水流噪音的产生。 

   2、本工程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城市污水管道，防止对城市污水管道造成淤塞。 

   3、空调机凝结水排水设独立排水系统，排至屋面或排水明沟，以防其它排水管道

的有污染气体串入室内。 

八、卫生防疫措施 

1、本工程总水表之后设管道倒流防止器，防止红线内给水管网之水倒流污染城市

给水。 

2、公共卫生间采用感应式水嘴和感应式小便器冲洗阀，防止人手接触产生交叉感

染疾病 

3、室内所用排水地漏的水封高度不小于 50mm。 

 

 

 

 

 

 

 

 

 

 

 

 

 



 

第七章、电气专篇 

一、项目概况 

本工程为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东面临合平路的校门、传达室及东广场，

总用地面积13380平米，地面建筑面积120平米，广场面积约5000平米。 

二、设计依据 

1、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2008 

3、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 

4、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34-2013 

8、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057-2010 

9、《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2015 

10、《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2009 

11、《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2011 

12、建筑电气专业有关设计手册 

13、建设方设计委托书 

14、本工程相关专业提供的图纸和设计条件 

三、电气负荷及供电 

1、本工程为多层建筑，照明和动力为三级负荷。 

2、本工程初步估算负荷为 20kW。 

3、本工程电源由学校变配电室低压屏采用电缆穿管埋地引至照明配电箱。 

四、照明设计 

（1）本工程照度标准及功率密度值，严格按《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

13 进行设计，休息室：100lx；门卫室 300lx；卫生间 75lx。 

（2）灯具均采用节能 LED 灯。 

五、防雷接地及安全 

（1）本工程按三类防雷设计，形成不大于 20m×20m 的网格或 24m×16m 网格，

高出屋面所有金属构件与避雷带相连，利用大楼柱内主钢筋两根 ф16 以上，从下至

上焊接连通作防雷引下线。 

（2）沿建筑物四周结构圈梁敷设一条 40×4 扁钢作为防侧击雷避雷带。 

（3）利用大楼基础钢筋网作接地装置，保护接地、工作接地、防雷接地、消防

系统接地共用一套接地装置，并设总等电位联结，接地电阻要求不大于 1 欧姆。 

（4）低压配电系统接地型式为 TN-S 系统，配电系统按级设置浪涌保护器。 

六、节能设计 

（1）采用有自动调节装置的低压电力电容器，以提高功率因素，减少线路等电

能损耗。 

（2）灯具选用节能型灯具，荧光灯选用 T5 或 T8 系列产品，配电子型镇流器。 

七、弱电部分 

本工程弱电设计内容包括停车场管理系统、安防系统、可视对讲系统、有线电视

系统、电话系统、网络布线系统，上述各系统的实现，基本上由设计院、业主及

专业公司三方共同协作完成，设计院根据实际情况，预埋必要的管线，形成一个

布线平台，最后由专业公司进行二次详细设计，并安装调试。 

 



 

第八章、投资估算专篇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东面，处在校区中心建筑图书馆及其东广场

（和实广场）与正在开工建设的合平路之间，是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轴线东端

的重要节点，也是学院在东面主入口的形象区，是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对外展

示校园文化的窗口。 

      项目用地面积13380㎡，场地呈梯形，南北向长160米，东西向长度北面60米，南面105

米，场地平整，标高基本在42.1~42.4。本次设计地面建筑为传达室和学院大门，设于场地西

面，按要求退让合平路下的地铁线建筑保护区范围，距合平路道路边线50米。 

二、编制依据 

1 .1 长沙市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合平路校门及广场方案设

计》方案设计图纸。 

1.2 《湖南省建筑工程概算定额》(2001 年版)、《湖南省安装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 年版）。 

1.3  取费执行湘建价〔2016〕72 号，人工工资按湘建价〔2017〕165 号文，长沙市 100 元/

工日。 

1.4  建设部颁发《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08 年版）。 

1.5  材料价格按《长沙建设造价》2017 年第 6 期预算价格取定。 

三、工程投资估算表 

 

总费用表 

工程名称: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合平路校门及广场                          附表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单位 
建  设        

规  模  

投资金额        

(万元) 

经济指标 

(元) 
备  注 

一 室外总图 m2 9063  333.87  368    

1 绿化铺装 m2 9063  294.37  325    

2) 土石方工程 m3 8863  79.77  90 

智能渣土车 土方

运距 10km，现状标

高 42.3m，设计标高

43.6m 

3) 广场火烧板铺装 m2 4529  117.76  260    

4) 沥青道路 m
2
 700  19.60  280    

5) 地雕 m
2
 200  30.00  1500    

6) 室外绿化 m2 3634  47.24  130    

7) 树池 座 8  1.20  1500  大理石 

2 院名石 座 1  5.00  50000    

3 钢筋砼路肩墙 m 100  12.00  1200    

4 室外亮化 m 150  22.50  1500    

二 学校大门 m2 13380 57.28  43    

1 传达室 m2 120  24.00  2000    

1) 土建 m
2
 120  21.60  1800    

2) 水电 m2 120  1.80  150    

3) 空调 台 2  0.60  3000    

2 校墩柱 座 2  20.00  100000    

3 3*10m 大理石墙 m2 30  12.00  4000    

4 机动车闸 m 8  1.28  1600    

工程费用合计 m2 13380 391.15  292    

三 其他费     39.12      

四 预备费     43.03      

总投资 m2 13380 473.29  3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