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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集团概况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国建筑领域唯一一家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是

我国专业化发展最久、市场化经营最早、一体化程度最高、全球规模最大的投资建设集团

。2018年全球财富23强，中国企业第4强。2018年5月全球财富建筑业综合排名超过法国万

喜，荣登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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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科技有限公司概况
2015年4月，中建集团规划“蓝海战略”，开始孵化中建科技有限公司。三年来，中建科技在科研、设计、工厂制造、

市场开拓和工程建造等方面都取得了全面的发展。2018年6月中建科技完成孵化，作为二级单位划归中国建筑股份有限

公司直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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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央企！新科技！新产业！新纪元！

中建科技四新特点：

1、中国建筑旗下全新的二级公司；
2、致力于研发、集成、应用——科技引领建筑未来；
3、创新驱动发展绿色、智慧、装配的建筑新产业；
4、投资、科研、设计、建造四轮驱动，开启智能建造新纪元！



个技术（理念） 
2

绿色建筑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
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包括节能、
节地、节水、节材等，保护环境和减少
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和高效的
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物。

绿色建造技术

装配式建筑是由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

装配式建造技术+



新型建造方式需要发挥“三个一体化”发展理念：

从系统化装配角度，提出“建筑、结构、机电、装修一体化”

从工厂化生产角度，提出“设计、加工、装配一体化”

从产业化发展角度，提出“技术、管理、市场一体化” 

 3个一体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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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一体化（理念）

       建筑、结构、机电、装修一体化，是系统性装配的要求，解决各专业之间缺乏协同，只
重视结构的装配化，不注重建筑围护系统、内装系统和机电设备系统的集成和配合，影响装
配式建筑技术持续发展的问题。

建筑、结构、机电、装修一体化

装修 建筑 结构 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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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一体化（理念）

       设计、加工、装配一体化，是工业化生产的要求：解决建筑设计、加工制造、装配施工各自
分隔，设计不能满足工厂加工生产和现场装配施工的需要的问题。

设计、加工、装配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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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一体化（理念）

       技术、管理、市场一体化，是产业化发展的要求，主要解决传统的施工总承包模式下，产业链碎片化
割裂严重，生产关系不能适应产业健康发展的需要，没有实现技术、管理、市场的有效整合问题。

技术、管理、市场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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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建筑、全寿命、全协同、全环节、全过程的系统化角度，按模数统一、模块协同和各专业一体化

要求，创新完善了平面标准化、立面标准化、构件标准化和部品标准化的“四大标准化”设计技术体系。

平面标准化：
有限模块 无限生长

立面标准化：
标准化+多样化

构件标准化：
少规格、多组合

部品标准化：
模块化、精细化

 4个标准化（方法）



 5位一体（模式）

整合全产业链发展能力，在业内率先提出并实践了“研发+设计+制造+采购+施工（管理）

”一体化的装配式建筑REMPC五位一体工程总承包模式。

在产品成套技术基础上，以成熟先进的技术体系（R）为支撑，以广为市场认可的设计产品

（E）为引领，以智能化制造工艺（M）为依托，以全国首创的装配式建筑智能建造平台为支撑，有

效实施统一集采（P）和全过程施工管理（C），形成与传统施工企业不同的差异化竞争能力。



科研 设计 加工 采购 施工

REMPC工程总承包模式



 6个方案

• 第一个方案   省钱的方案

• 第二个方案   高品质的方案

• 第三个方案   高性能的方案

• 第四个方案   快速建造的方案

• 第五个方案   能落地的方案

• 第六个方案   智能化建造的方案



标准化、工业化、规模化

第一个方案 省钱的方案



裕璟幸福家园

地点：深圳坪山

规模：6.4万平米

高度：95.9米

性质：住宅

中标价：1.98亿



省钱的方案（在建）
深圳长圳公共住房项目： 

项目名称：深圳市长圳公共住房及附属工程项目
项目区位：深圳市光明区
项目规模：总用地面积20.77万㎡，立项总建筑面积115万㎡
装配率：100米高层装配率81%，150米超高层装配率58%，100米钢结构装
配率92%
建设单位：深圳市住房保障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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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模块化：
有限模块 无限生长

立面多样化：
标准化+多样化

构件标准化：
少规格、多组合

部品精细化：
模块化、精细化

       装配式建筑设计的基本原则：标准化和模块化，即模数统一、模块协同，少规格、多组合。实现平面模块

化、立面多样化、构件标准化和部品精细化。

       平面模块化的组合实现各种功能的户型，立面通过多样化组合来丰富，构件标准化以利于工厂批量生产、

降低成本，部品部件的精细化提高使用品质、减少内装成本。

标准化，模块化——规模化工厂生产降低成本



2019-12-31 19

    通过4种基本户型 模 块 按 照 通 用 协 同 边 界

8800mm进行组合， 组成89种变体，实现楼栋

组合的无限生长。

通过标准化基本户型的模块化组合，实现

建筑平面的多样化

模块化组合设计：有限模块  无限生长

1、平面标准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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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栏杆

标准空调板

格栅

主体外墙板

外窗

阳台板

通过标准构件的合理组合，设计出简洁大方的建筑立面，几乎不使用装饰构件。

通过4种窗、8种墙板、3种阳台板、4种空调板及4种色彩的排列组合，最大可形成1536种立面组合效果。

2、立面标准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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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是将工厂生产的预制构件和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要求构件和部品实现标准化

装配式建筑的标准化是通过预制构件的标准化来实现的

3、构件标准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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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功能需求为基础，协调部品模数和建筑模数，进行标准化功能模块的集成化设计。

厨房家电区：
将微波炉安装在吊柜下，操
作高度在视线高度范围，且
节省出台面空间放置电饭煲
等厨房小家电

洗涤区

备餐区
烹饪区

家电区

存储区

中部柜区：
该区域是使用最便利的区域
，将常用的调料、杯碟、食
材等安放在该区域，节省台
面空间。柜体多为开敞柜格
或金属架

吊柜底灯：
在操作区吊柜底部
设置补充光源，避
免操作人员身体阴
影影响操作面照度

窗台置物：
厨房窗开启扇下设置300高
固定扇，避免窗户开启打到
窗台上物品，利用窗台做置
物台放置小件清洁用品

吊柜

中部柜

地柜

4、部品标准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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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长圳公共住房项目：

深圳长圳公共住房项目是全国最大的装配式公共住房项目

，将综合应用绿色、智慧、科技的装配式建筑技术，秉持

“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新理念，打造成建设领域新时代

践行发展新理念的城市建设新标杆。

省钱的方案（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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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案 高品质的方案
高技术，高标准、高品质



长圳项目院士技术示范楼

地点：深圳光明

规模：1.35万平米

高度：100米

性质：公共住房



次结构落于主结构上

建筑设计关键技术应用

装配式钢混组合主次结构体系

主结构体系=钢管混凝土柱+支撑+钢梁+叠合楼板。共12层

，首层层高5.1m、架空层层高4.8m，其余每层层高10m，结

构总高度为109.9 m。

次结构采用钢结构，每3层为一个结构单元，层高为3m，总

高为9m，每层主结构内含3个次结构，全楼共30个次结构。

主次结构体系特点

主结构具有强大的抗侧刚度，结构整体性好，为结构

受力的主体，并为次结构提供支撑。

次结构承受自身荷载，可标准化设计和生产，将荷载

传于主结构，其惯性力反作用对主结构形成减震效应。



1、5.1项目“工业化建筑隔震及消能减震关键技术” （2017年度）

2、6.2项目“工业化设计关键技术”
       课题6.2.2“研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体系设计技术”

        （装配式大型框架结构支撑体+空间填充体建筑体系）

       课题6.2.6“研究装配式混凝土混合结构体系设计技术”

        （装配式轻钢-混凝土结构新型混合体系设计关键技术）

        （装配式钢管混凝土柱-钢梁混合结构体系设计关键技术）

       课题6.2.8“研究工业化建筑围护系统、构配件及部品的高效连接节点设计技术”

       （保温、防火、装饰、与围护一体化高性能复合墙体设计关键技术）

3、5.1项目“高性能结构体系抗灾性能与设计理论研究”（2016年度）
       课题5.1.2“预制装配耗能减振结构体系与抗震性能设计方法”

     （装配式钢结构新型梁柱耗能节点）

     （兼顾承力和耗能的装配式防屈曲钢板剪力墙）

4、6.6项目“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产业化关键技术”

建筑设计关键技术应用



装配式建造、绿色建筑

第三个方案 高性能的方案



一、山东建筑大学教学实验综合楼
（全国首栋钢结构装配式超低能耗被动房）

高性能方案案例（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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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方案案例（建成）
一、山东建筑大学教学实验综合楼
（全国首栋钢结构装配式超低能耗被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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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国际科技合作示范项目——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

中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住建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

德国
交通、建设和城市发展部

（德国能源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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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被动房系统 钢结构系统 其他系统

围护系统 内装系统 健康新风
系统

标准化柱
网

螺栓连接
节点

太阳能
光伏系统 遮阳系统 雨水利用

系统

山东建筑
大学教学
实验楼

应用
技术

 表示东西向部分采用



33

类别 山东建筑大学项目 超低能耗建筑的目标性指标

热需求 kwh/m2 4.17 15

冷需求 kwh/m2 24.2 25

结论：该项目的能耗指标均满足超低能耗建筑的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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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方案 高效建造的方案
BIM、装配式全钢结构、快速建造



六、坪山高新区综合服务中心：

高效建造方案（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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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建造方案（在建）

坪山高新区综合服务中心。中建科技打造深圳坪山区
首个钢结构装配式大型公共服务类建筑。拟作为未来
深圳国际生物/生命健康产业展览会暨BT国际领袖峰会
等国际会议、展会会场。是深圳市打造东部中心的”东
进战略“在坪山落地实施的重要项目。建筑基于“开放
建筑”理念，实现空间灵活变换和智能管理，满足会议

、展览、文体活动等多种功能使用。因地制宜，建筑
以”群落“形式布局，体现了中国建筑特征和对本土建

筑文化的传承，外观恢宏大气，以简练的手法展现民
族的文化自信。

六、坪山高新区综合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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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现场形象进度



8月份现场形象进度





第五个方案 能落地的方案
目标、工具、管理、方案落地



一、装配式建筑的北京实践

万科中粮假日风景B3B4
2007~2009

万科中粮假日风景D1D8
2008~2010

万科中粮长阳半岛一期
2009~2012

北京市半步桥公租房
2009~2012

长春万科柏翠园
20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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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投万科水碾屯
2012~2015

沈阳万科春河里
2011~2014

合肥蜀山公租房
2013~2015

住总万科金域华府
2013~2015

一、装配式建筑的北京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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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马驹桥公租房
2013~2015

大连万科城
2013~2016

合肥滨湖润园居住区
2015~

北京百子湾公租房小区
2015~

青岛即墨新城居住区
2014~2016

一、装配式建筑的北京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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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实践（约300万平方米工程实践）

8度区建到了80米（北京）

7度区建到了100米（沈阳）



结构体系——装配式剪力墙

1、通过竖向或水平现浇带将预制构件与现浇墙体连接为整体

2、通过钢筋套筒连接，使竖向钢筋连续

3、通过钢筋搭接连接，使水平钢筋连续

一、 装配式建筑的北京实践



建筑构造——防水节点

1、结构防水

2、构造防水

3、材料防水

一、装配式建筑的北京实践 建筑构造——门窗节点

1、毫米级的公差，精度匹配

2、装配式作业，工序减少效率提高

3、性能提升，解决了外窗渗漏的问题。



工艺工法——无外架施工

1、象钢结构一样，使用“挂架”作安全防护

2、提前“落架”，便于穿插施工；

3、高效、环保、减少浪费，文明施工。

一、装配式建筑的北京实践



1、模具体系

2、工艺配套

3、机具工法

4、质量管理

一、装配式建筑的北京实践 工艺工法：



1、以完整的建筑产品为对象，系统集成厨房、卫生间关键设备；
2、集成家庭收纳系统；
3、集成固定家具系统；
4、集成地板和门等内装部品；
5、预制构件图水电点位预留预埋的设计。

一体化装修一、装配式建筑的北京实践



1、“三明治式”的夹心保温构造，

保温性能和热惰性良好，可以实现冬

暖夏凉的“绿色居住”。

2、预制外墙采用瓷砖反打工艺，形

成耐久、安全、精致的效果，便于物

业运维管理。

可持续使用一、装配式建筑的北京实践



2、 装配式建筑的深圳实践

哈尔冰工业大学深圳校区
2016~

深圳裕璟家园保障性住房
2016~

山东建筑大学教学综合楼
2016~

兰州蓝泰苹果园保障房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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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方合作，约70万平方米装配式工程设计（咨询服务）

涵盖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钢结构建筑、

装配式钢结构超低能耗被动房等项目



适应市场需求，中建科技提供5种装配式建筑体系：

1、较低预制率的装配式住宅体系

2、较高预制率的装配式剪力墙结构住宅体系

3、PC+铝模现浇配套的装配式住宅体系

4、装配式钢框架结构建筑体系

5、装配式钢结构超低能耗被动式建筑体系

二、 装配式建筑的深圳实践



项目的建筑工业化系统配置见表1： 表1 
二、 装配式建筑的深圳实践

100m住宅 150m住宅

配置标准一（高预制率） 配置标准二（中预制率
）

配置标准三（低预制率
）

配置标准一（中预制率
）

配置标准二（低预制率
）

预制外墙（剪力墙）

预制内墙

预制叠合楼板

预制女儿墙

预制外墙挂板

预制楼梯

叠合阳台

装饰混凝土饰面

预制外墙（非剪力墙
）

现浇内墙（铝模施工
）

现浇楼板（铝模施工
）

模数协调

预制率 50% 30% 15% 30% 15%

整体外墙装配

无外架施工

免抹灰轻质隔墙

工业化内装

增量成本标准 5%以内 5%以内 5%以内 5%以内 5%以内



墙板 梯段 阳台/走廊板

二、 装配式建筑的深圳实践 2.1、较低预制率的工业化住宅体系



北京某产业化项目图片

二、 装配式建筑的深圳实践 2.2、较高预制率的装配式剪力墙结构住宅体系

1、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

2、预制率50%左右，装配率70%

3、整体外墙预制装配，挂架（或爬架）围挡

4、适应南方气候的外围护系统防水构造

5、一体化装修，外墙+内墙免抹灰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BEIJI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外墙水平节点做法

（边缘构件区）

参考国标图集15G310-2
P37，构造边缘翼墙（一）

参考国标图集15G310-2
P29，构造边缘转角墙（一
）

二、 装配式建筑的深圳实践 2.2、较高预制率的装配式剪力墙结构住宅体系

1、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



北京某产业化项目图片

二、 装配式建筑的深圳实践 2.2、较高预制率的装配式剪力墙结构住宅体系

裕璟家园保障性住房

预制剪力墙外墙板
预制剪力墙内墙板

预制楼梯梯段

预制叠合板

预制叠合梁

轻质条板

现浇部分

2、预制率50%，装配率70%

3、整体外墙预制装配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BEIJI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预装法节点

二、 装配式建筑的深圳实践 2.2、较高预制率的装配式剪力墙结构住宅体系

PC外墙水平缝防水节点PC外墙与现浇部分垂直交接节点

PC外墙水平缝防水节点构造：
1. 第1道防水：建筑耐候胶  + 发泡聚乙烯棒（材料防水）
2. 第2道防水：高低缝反槛构造 （构造防水）
3. 第3道防水：灌浆（座浆） + 砂浆封堵（结构自防水）
4. 水平缝高低反槛：H=55mm. 

4、适应南方气候的外围护系统防水构造



二、 装配式建筑的深圳实践 2.2、较高预制率的装配式剪力墙结构住宅体系

5、一体化装修，外墙+内墙免抹灰

叠合板+预制墙

预留操作空间（WxDxH)：

100x100x200mm

线管连接头

线管连接头在现浇部分

预制楼板上预埋灯头盒

预制墙上预埋电气底盒

横向线管安装在楼板现浇层

预制墙上预埋电气线管



裕璟幸福家园

地点：深圳坪山

规模：6.4万平米

高度：95.9米

性质：住宅



B1’

B1 B1

B1’

A1 A1 A1’

A1 A1 A1 A1 A1 A1’

A1

A1

B1’

B1’

A1

A1

 C
C1 C1

C2C2

C1 C1

该项目为《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标准化图集》的首个落地项目。是深圳市住建局确定实
施的第一个EPC总承包的装配式保障性住房试点项目。
由深圳市建筑工务署住宅工程管理站实施管理。

A B

华南地区首栋装配式剪力墙结构住宅，深圳市预
制率、装配率最高高层住宅……



施工部署及计划

1、设计阶段；2、基础及地下室施工阶段；3、地上结构施工阶段

4、装饰装修施工阶段；5、室外工程施工阶段；6、竣工验收阶段。



第六个方案 智能建造的方案
BIM，信息化，智能建造



第一次产业革命—机械化 现代建筑运动—建筑工业化

第二次产业革命—电气化 芝加哥学派—摩天楼诞生

第三次产业革命—信息化 建筑的复杂性——高、大、参数化建
筑

第四次产业革命—网络、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 智慧建造

   智慧建造的未来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的科技与产业革命，必将引起建筑业的新变革。未来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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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建造是“互联网+”时
代的建筑系统数字化、智慧

化集成建造方法，是建筑业

对标工业4.0，实现“中国制
造2025”的历史性机遇。

1、数字设计

2、智能加工

3、智慧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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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智慧建造平台功能展示



中建科技推行BIM+智慧建造的目标：

实现云端协同的EPC模式：

  设计阶段应用

  商务阶段应用

  生产阶段应用

  施工阶段应用

  装修阶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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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裕璟幸福家园 深汕工厂科研综合体深圳哈工大新校区

设计行为标准 设计交付标准设计资源标准标准层级

项目层级

实施层级

企业私有云

      中建科技基于“企业云”的装配式建筑协同平台。企业标准：《装配式建筑设计BIM协同规则》，设定了
设计资源标准、设计行为标准和设计交付标准。实现“全员、全专业、全过程”三全BIM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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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科技“黑科技”——装配式建筑智能建造平台

“三全BIM应用”

 全员BIM：BIM不只是三维画图，更要全员
共用、共享

 全专业BIM：同一模型，一体设计
 全过程BIM：设计、加工、装配一体，EPC

管理核心

线下设计成果——带信息的轻量化BIM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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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科技“黑科技”——装配式建筑智能建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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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叠合楼板构件库

现浇节点构件库

预制内外墙构件库

预制叠合梁构件库

线下设计成果——带信息的轻量化BIM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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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引领建筑未来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