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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住宅PC未来的发展趋势

起 源
         混凝土预制件最早起源于德国，混凝土预制件在德国的发展历史和
混凝土材料、预制件建筑的需求和混凝土材质审美观念三块的发展密切
相关。
★1845年，德国生产出了人造石楼梯，即德国的第一个混凝土预制件
★1907年，用混凝土预制件建造柏林国家图书馆的穹顶
★1940年前后，混凝土预制件也被大量用到军工需要的场所。
★1948年，第一座预应力混凝土桥梁在西德被修建。
凝土预制件的设计生产和施工的产业链。这也使得之后的产品升级换代
以及生产设备升级换代成为可能和必然
★50年代和60年代，东德地区和西德工业区造了战后大量的多层预制板
式住宅楼。
预制多层住宅主要是二战之后，随着经济的复苏，战后的重建，以及外
国劳工的引入，需要大量的住房，而传统的别墅式多样化的住宅无法满
足发展的速度，因此单一标准化的预制板式多层住宅楼被大量设计和建
造，极大的促进和扩展了混凝土预制件的设计生产和施工的产业链。这
也使得之后的产品升级换代以及生产设备升级换代成为可能和必然
★60年代末，德国Filigran公司发明了钢筋桁架，同时也发明了钢筋桁架
叠合楼板
★80年代中期，德国Filigran公司发明了预制钢筋桁架叠合墙板。随着80
年代双面叠合墙板的发明，很多房屋的地下室纷纷采用叠合板体系来建
造，其建造速度加快。随着复合功能的预制墙体纷纷开发出来，以及对
节能的要求，如今活跃在预制房屋市场上除了木结构的高品质House之
外，还有大量全预制的混凝土预制排屋和别墅。
★90年代，板式预制构件的流水线设备得到了大量的发展



预制房屋

预制多层住宅

预制公共建筑及工业建筑

预制建筑的需求促进了混凝土预制件在该领域三个方面的发展

▲北美最新预测，装配式建筑行业市场占有率

装配式住宅PC未来的发展趋势



    
01

02

装配式住宅PC未来的发展趋势

★社会经济因素
城市化发展需要以较低的造价、迅速建设大量住宅、办公和厂房等建筑。

★建筑审美因素
建筑及设计界摒弃古典建筑形式及其复杂的装饰，崇尚极简主义的新型
建筑美学，尝试新建筑材料（混凝土、钢材、玻璃）的表现力。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欧洲建筑通常呈现为传统建筑形式，套用不同历
史时期形成的建筑样式，此类建筑的特点是大量应用装饰构件，需要大
量人工劳动和手工艺匠人的高水平技术。
随着欧洲国家迈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建造大量住宅、办公和厂房
等建筑。标准化、预制混凝土大板建造技术能够缩短建造时间、降低造
价因而首先应运而生。
德国最早的预制混凝土板式建筑是1926 ?1930年间在柏林利希藤伯格-弗
里德希菲尔德（Berlin-Lichtenberg，Friedrichsfelde）建造的战争伤残军
人住宅区。该项目共有138套住宅，为2~3层建筑。如今该项目的名称是
施普朗曼（Splanemann）居住区。该项目采用现场预制混凝土多层复合
板材构件，构件最大质量达7t。

德国PC装配式建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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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大量的预制梁柱，围护墙板，排水沟构件，内隔墙，预应力楼板等PC构件被使用。

装配式住宅PC未来的发展趋势
德国PC构件主要的应用方向
当今德国PC构件主要应用方向可以概括如下：

1.工业建筑及设施

▲工业建筑设施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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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叠合墙板，叠合楼板，三明治夹芯墙体，叠合保温夹芯墙体，实心墙体，楼梯，平台，阳台等构件被使用。

装配式住宅PC未来的发展趋势
2.住宅、酒店及办公楼

▲住宅酒店项目现场



02

这里预制的发电塔机身是预制构件组合的。

装配式住宅PC未来的发展趋势
3.风力发电塔

▲羊峰山装配式大青山风电场项目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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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合板式地下车库，地下管道，检查井，隧道管片等。

装配式住宅PC未来的发展趋势
4.地下工程及隧道工程

▲横向跨度约6.5米、纵向高度近5米的衡水市武邑县装配式钢制地下综合管廊内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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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像柏林墙一样的墙体，多用于监狱，仓库。

装配式住宅PC未来的发展趋势
5.挡墙

▲多哈新港海岸警卫队码头预制胸腔安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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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板，枕木，电路架等。

装配式住宅PC未来的发展趋势
6.铁路建设

▲预制件材料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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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设施，路牙，防撞护栏，消音墙，预制大型箱梁等。

装配式住宅PC未来的发展趋势
7.道路及桥梁建设

▲预制件材料示意图 ▲钢筋桁架叠合板示意图



装配式住宅PC未来的发展趋势

         
目前国家政策

国家层面的建筑业发展政策逐步趋稳，在持
续推进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低能耗建筑
的不断转换中，最终回到了提高建筑业发展
的工业化水平，提高工程质量，减少资源消
耗，实现节能减排和安全生产的目标上来。
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的制订建筑业转型升级的
发展政策。

         
已经实施的省份

北京、上海推进装配式建筑的政策力度较大，
初步形成了PC市场规模；福建省，江苏省，
浙江省已经开始要求PC预制率、合肥、南京、
深圳、济南、成都、长沙、武汉等中心城市
制订鼓励发展PC 的政策，积极推广装配式建
筑；三、四线城市发展相对较慢，政策不到
位或没有针对性的情况比较普遍。



装配式住宅PC未来的发展趋势

         
行业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规模和实力的科研、设
计、施工、装备、材料等近百家企业强势投
资PC行业，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建设PC工厂和
发展装配式建筑的热潮。
2017度全国各地新建PC工厂生产线近百条，
除少数原有PC构件企业工艺改造投资外，大
多数都是施工和材料企业投资新建。PC生产
线多集中在住宅建筑构件产品生产，公共建
筑、工业建筑、市政基础设施等领域的PC产
品也逐步引起重视，PC产品细分及多元化发
展趋势.

         
目前国内PC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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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住宅的区别

建筑品质更容易得到保证

    建筑物的大部分构件在工厂进行标准化生产，精细化质量管理，使得产
品质量更容易得到保证。目前，建筑物的门窗及饰面都可以在工厂内安装完
成，降低了现场高空作业的质量和安全风险。

精装修设备单位的要求介入的时间更早 案例 -唐镇项目

要求介入的时间更早；在结构设计阶段，空调和地暖配合。



装配式住宅的区别

建筑品质更容易得到保证

    建筑物的大部分构件在
工厂进行标准化生产，精细
化质量管理，使得产品质量
更容易得到保证。目前，建
筑物的门窗及饰面都可以在
工厂内安装完成，降低了现
场高空作业的质量和安全风
险。



装配式住宅的区别

对设计的要求更高

         预制装配式建筑的设计是分工
有序，是各事务所之间的紧密合作
的。首先是建筑事务所牵头与客户
对接，然后相关的机电专业如水、
电和暖专业的专业事务所也会受委
托进行专项设计，而预制构件深化
则是和结构设计基本结合在一起。
设计成果不仅仅是图纸还有大量的
数据和清单，为了后面与生产系统
以及各企业ERP管理系统方便对接。



装配式住宅的优势

建造速度快，现场施工工作效率高

    PC建筑技术通过工业化、
标准化来生产这些建筑的构
件。因门窗、外饰面已在工
厂完成，所以建筑物可实现
内、外装修和结构同时进行，
从而使建造速度更快。在日
本，一幢五层楼民用住宅采
用全PC构件组装，安装完工
仅需10天；据统计，应用此
技术，建筑速度可提高20％
左右。



装配式住宅的优势

减少现场作业人员，降低工地施工占地的要求

由于大量的预制构件已在工
厂制作完成，而现场只要进
行拼装，所以人员可大幅减
少，提高了作业效率。同时，
全PC结构的施工现场，无需
脚手架，占地面积小，更有
利现代城区改造施工。



装配式住宅的优势

建筑物的耐久性和抗震性得以大大提高

日本阪神大地震时，我公司
为日新火灾保险公司办公楼
提供的PC外墙板和梁柱，已
安装近封顶处，地震时，整
幢在建楼的PC构件无一件损
坏，大阪市内采取全PC结构
的民用、商用大楼，也无一
幢倒塌。



装配式住宅的优势

减少冬季季节性停工

预制构件在工厂制作完成，
现场只要进行拼装，所以可
以减少冬季季节性停工，特
别在北方，PC施工工艺优势
更加突出。



装配式住宅的优势

可满足不同的设计和美学要求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各类建
筑设计师可通过预制构件的
应用，呈现其不同风格和特
色的建筑设计，使设计达到
多样化、差别化和个性化。



装配式住宅的优势

节能和环保

随着现场工作量减少，势必
给施工现场带来能源的节约。
如节水、节电、节材（模板、
废料等）和节地（施工场
地），从而更加环保。



03 装配式建筑的全装修需要
精装修单位如何配合



前期设计阶段

配合
阶段

点击输入标题
内容

装配式建筑的全装修需要精装修单位如何配合

交房阶段点击输入标
题内容

项目实施阶段

交房后一年内



装配式建筑的全装修需要精装修单位如何配合

前期设计阶段

a）开发商需要那些服务

                   ---  提供设备选型建议和意见

Ø           是否能配合出方案、图纸

Ø           设备布局是否合理

Ø            性能如何

b） 开发商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设计部



装配式建筑的全装修需要精装修单位如何配合

项目实施阶段

 ★招标前：企业提供各种书面资料

★招标阶段：报价、产品选型、项目案例

 

工程部                                      工程项目经理、工人数量、工期

采购部         关心的焦点       成本造价、付款、售后

设计部                                       产品外观、性能是否达到效果



装配式建筑的全装修需要精装修单位如何配合

项目实施阶段

 ★实施过程中

                                       
                

 ★开发商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开发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会有哪些问题需要供应商帮助一同解决

配合部门 关心的焦点

项目部

Ø   是否服从管理      
Ø   是否可以赶工  
Ø   施工质量 
Ø   与其他专业配合

工程部

Ø   是否按时到货
Ø   是否可以按要求提前进场
Ø   是否保证货物完好

采购部 Ø   是否在款项未及时支付时，保证货物准时进场

设计部 Ø   如果临时变更方案是否会配合出图及相关审图等 
工作展开



装配式建筑的全装修需要精装修单位如何配合

交房阶段

★实施过程中

配合部门 关心的焦点

项目部

Ø 是否及时安排人员到场配合小业主交房

Ø 相关合格证书是否及时
Ø 交房后半年内是否有售后人员常驻现场解决问题
Ø 设备是否故障率低

采购部 Ø  售后响应时间是否及时

设计部 Ø  交房的竣工图是否按时交付

    ★开发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会有哪些问题需要供应商帮助一同解决

    ★开发商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装配式建筑的全装修需要精装修单位如何配合

交房后一年内

a）开发商需要那些服务

b） 开发商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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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与工程的区别

总  结

★ 零售与工程的区别

                   类别

选择条件
零售 工程

客户群 个人 企业

产品选择

（侧重点）

个人喜好

Ø 更加理性、更加专业、会综合评估
Ø 更加注重产品性能，经济性是否符合

项目定位
Ø 更加注重产品的技术含量
Ø 是否便于日后减少报价等

产品安装 零星
Ø 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安装工作

Ø 须要有足够的熟练安装人员

企业实力 广告、促销等 Ø 自有资金能力

售后 售后不好个人会投诉
Ø 企业人员会在内部发布“禁用XXX品牌”

或行业协会同行间进行交流时等等



总结

总  结
开发商选择供应商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