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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装配式建筑是如何建成的？--主流体系参数全解析 
 

PC 框架体系 

装配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包括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及其他装配式混凝土框架结
构，后者更适用于住宅。该结构体系预制构件包括预制楼板、预制梁、预制墙、预
制柱、预制楼梯、其他复杂异形构件等。连接方式主要分为湿连接和干连接，现有
工艺以湿连接为主。PC 框架体系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其部分连接方式导致整体性较
差。 

PS 结构体系 

目前高层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结构体系传统的有纯框架、框架-支撑体系，新型的有
集装箱、钢管束、钢异形柱等。主要预构件包括预制楼板、外墙板、楼梯、钢框架
柱、钢梁等，各构件或部件之间通常采用焊缝、螺栓或铆钉连接。钢结构在住宅建
筑上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各种原因导致现阶段钢结构住宅难以大范围推广。 

木结构体系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按承重构件选用的材料可分为轻型木结构、胶合木结构、方木原
木结构以及木混合结构。连接方式分为：板销连接、裂环连接、剪盘连接、齿环和
齿环连接等。由于国内木结构造价高，不适用于高层住宅，因而国内木结构的住宅
较少。 

装配式剪力墙高层住宅体系 

装配式剪力墙结构主要预制构件包括预制剪力墙、叠合梁、叠合板等，连接方式有
干式链接和湿式连接两种。由于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在高层住宅中的建设求量较大，
近几年来，成为了高层住宅的主要结构形式。主要上市公司多数产品以此为基础。 

全装配式低层住宅体系 

全装配式低层住宅体系是由密柱支撑框架结构体系与集装箱式模块相结合，若干个
类似于集装箱的模块组合而成。改结构施工速度快、工期短，以钢结构、木结构居
多，近几年在我国农村自建房建筑中比较流行。 

预应力结构体系 

根据预应力技术应用的特点，通常可将预应力技术分为三大类型，即先张法、后张
法和体外预应力技术。由于采用高强度钢材和高强度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具
有抗裂能力强、抗渗性能好好的特点，但制作工艺较复杂，开工费用较大，在我国
现阶段住宅中使用较少。 

钢混结构体系 

装配式钢和混凝土组合结构主要构件包括组合梁、组合板、组合桁架和组合柱等，
钢筋与型钢连接方式有钢筋接驳器连接、钢筋连接板连接、型钢穿孔连接等。轻钢
轻混凝土结构体系可以改进低层轻型钢住宅的缺陷，目前有试点建设项目。 

模块化结构体系 

模块化建筑结构体系的拼装采用搭积木的方式，模块单元节点间使用高强螺栓连接
使模板可靠的连接为建筑整体。施工速度快，预制率高，但造价高支模不经济。 

主次框架结构体系 

亦称为巨型框架结构。主框架为巨型框架，次框架为普通框架，两者不是同一数量
级。主次框架的连接方式主要有刚接、半刚性连接和铰接，这种结构体系可以加大
建筑物的空间和高度，但目前我国住宅中运用较少。 

交错桁架结构体系 

交错桁架结构体系主要构件包括柱子、桁架、楼板、斜杆等，连接方式包括夹板连
接、摩擦连接、支座连接等，交错桁架结构可以在多高层建筑中实现较大的开间和
进深，但目前我国住宅中运用较少。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体系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由双面叠合剪力墙、预制叠合梁、预制叠合楼板、预制外挂凸
窗等预制构件组成，采用插筋连接，房间内不会露梁柱，空腔的存在使得同样体积
的墙体混凝土量更少。 

风险提示：相关政策推广不及预期；部分体系技术仍存缺陷；消费者接受需要一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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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相关新闻近年来不断进入大家视野，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更是采用装配式集装
箱结构快速建造为大家熟知。大家印象中，装配式建筑就像搭积木一样把房子拼搭起来。
那么，积木有多少种搭法？每块积木都张什么样子？积木和积木间如何连接起来？每种搭
法有什么优缺点？为此，我们实地考察并参阅文献，总结了现有装配式 11 种主流体系，
把每种体系的主要预制构件、连接方式、优缺点、案例做了通俗的说明，供大家在春节期
间充电学习。 

1. PC 框架体系 

装配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包括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及其他装配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前
者是指全部或部分框架梁、柱采用预制构件通过可靠的连接方式装配而成，连接节点处采
用现场后浇混凝土、水泥基灌浆料等将构件连成整体的混凝土结构。后者主要指各类干式
连接的框架结构，主要与剪力墙、抗震支撑等配合使用。前者是梁柱受力的体系，由柱子
来承受水平和竖向荷载；后者在框架结构的基础上加入了部分剪力墙，使剪力墙和柱子共
同承受水平和竖向荷载，更适用于住宅。 

1.1. 主要预制构件 

（1）预制楼板（含预制实心板、预制空心板、预制叠合板、预制阳台），预制楼板的使用
可以减少施工现场支护模板的工作量，节省人工和周转材料，具有良好的经济性，是预制
混凝土建筑降低造价、加快工期、保证质量的重要措施。 

（2）预制梁（含预制实心梁、预制叠合梁、预制 U 型梁）： 预制梁为主要的水平承重构
件，与预制楼板同为免模板技术。 

图 1：预制叠合楼板  图 2：预制叠合梁 

 

 

 

资料来源：锦萧建筑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锦萧建筑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3）预制墙（含预制实心剪力墙、预制空心墙、预制叠合式剪力墙、预制非承重墙）：采
用预制墙体可提高建筑性能和品质，节省使用期间的维护费用，同时减少门窗洞口渗漏风
险，具有良好的间接效益，针对国内住宅的特点，预制墙体和预制楼板将是工业化住宅构
件的主要产品。 

（4）预制柱（含预制实心柱、预制空心柱）：钢筋混凝土预制柱通常作为建筑结构部件来
使用，也可以被用作装饰。预制柱的外观多种多样，变化多端。为了运输和安装方便，预
制柱的出厂长度越长越好。 

（5）预制楼梯（预制楼梯段、预制休息平台）。 

（6）其他复杂异形构件（预制飘窗、预制带飘窗外墙、预制转角外墙、预制整体厨房卫
生间、预制空调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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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预制柱  图 4：预制楼梯 

 

 

 
资料来源：预制建筑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预制建筑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1.2. 连接方式 

装配式混凝土框架结构的连接主要分为湿连接和干链接。湿连接是指预制梁、柱或 T 形构
件在结合部利用钢筋连接或锚固的同时，通过现浇混凝土连接成整体框架的连接方式。关
于湿连接的抗震性能的试验证明，连接性能从总体上能够与现浇混凝土节点相媲美。湿连
接容错率高，是目前 PC 框架体系主流方式。 

图 5：预制梁在梁柱节点连接  图 6：预制梁在跨中连接 

 

 

 

资料来源：《装配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及其抗震性能研究》，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装配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及其抗震性能研究》，天风证券研究所 

干连接主要分为预应力连接和混合连接。预应力连接通过张拉预应力筋施加预应力把预制
梁和柱连接成整体，预应力连接在抗震性能的测验中构件损坏小，相对位移能力较强，位
移恢复能力强、残余变形小，能量耗散少，无粘结预应力连接比有粘结预应力连接的刚度
退化小。混合连接在预应力连接的基础上增加普通钢筋，利用其屈服来耗能，形成了预应
力钢筋和普通钢筋混合配筋的连接。在抗震性能方面与现浇结构相当，混合连接的自恢复
性好，变形能力强，耗能性能好，构件损坏小，节点域抗剪能力优于现浇结构。  

图 7：预应力连接  图 8：混合连接 

 

 

 

资料来源：《装配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及其抗震性能研究》，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装配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及其抗震性能研究》，天风证券研究所 

对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研究来看，由于钢筋套筒灌浆工艺因现场缺乏有效检测手段，
且以目前工人的技术水平，质量无法保证。因此，构件连接部位仍是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抗
震的薄弱环节，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结构体系的抗震性能可进一步优化提高。现有的装配式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整体抗震性能接近或等同于现浇水平，仍可进一步优化。为此，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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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展高性能新型装配式建筑结构体系、高性能连接形式与节点，从而满足更高抗震性能
目标需求。 

1.3. 优缺点 

装配整体式框架主要包括框架节点后浇和框架节点预制两大类，前者的预制构件在梁柱节
点处通过后浇混凝土连接，预制构件为一字形；而后者的连接节点位于框架柱、框架梁中
部，由于预制框架节点制作、运输、现场安装难度较大，现阶段住宅工程较少采用。 

表 1：PC 框架体系优缺点 

优点 缺点 

（1）质量保证：相对于现浇混凝土构件是由工人在工地现场绑钢筋、现场浇筑混土

来说，预制构件都是在工厂生产，采用流水线施工，工人分工明确，技术熟练，从而

施工质量易于保证；而且相对于现浇混凝土构件来说，预制泥凝土构件是集中在工厂

里养护，其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也比较容易控制，有利于提高混凝土构件的质量。 

（1）连接方式致整体性较差：预制混

凝土结构是预制构件在施工现场进行

拼装完成的，很容易出现结构的整体性

差的情况。部分连接技术还有待提高。 

（2）生产效率提高：预制混凝土构件是在工厂采用机械化、自动化的方式生产的，

与施工现场浇筑混凝土的生产方式相比，生产效率要高很多。构件运送到施工现场后，

进行现场装配也是采用机械化的施工方式，现场湿作业很少或者基本没有，可以减少

施工现场混凝土养护时间，而且受天气和季节的影响小，施工较快捷方便。利用清水

混凝土构件或提前做好建筑装饰的预制混凝土构件安装后直接投入使用，可以节省建

筑装修的时间。使用预制混凝土技术，可以明显的缩短工期，从而可以带来明显的综

合经济效益。 

（2）设计难度比较大：由于预制混凝

土技术还不够成熟，预制混凝土节点构

造比较复杂，设计难度比较大。结构设

计人员仅熟悉现浇混凝土结构的设计

方法，对预制混凝土结构的设计方法和

特点比较陌生。 

（3）节约资源和费用：现浇混凝土时需要木工现场支模板，浇筑混凝土、养护，之

后再拆除模板，因为混凝土构件尺寸不统一且模板是均是一次性的，下次浇筑时还需

木工重新支模板，这不仅浪费资源还耗时耗力，而预制混凝土构件时工厂的模具和生

产设备可以反复利用，可降低模板消粍，还有利于环保，省时省力，可大大的节约资

源和费用。 

（3）运翰安装存在问题：预制构件一

般在工厂预制，预制完成后需要从工厂

运送到施工现场进行组装拼接，运送和

安装时均需要大型的设备，这会増加成

本。 

（4）有利于环境保护：预制构件大部分是在工厂里完成的，从而现场湿作业大大减

少，有利于改善施工现场的环境，减少施工现场大置建筑垃圾的堆放，还可以有效降

低环境污染。在施工现场进行预制构件装配连接可以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噪

音污染也可以得到有效控制，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节能降耗。 

 

资料来源：《浅谈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优缺点》，天风证券研究所 

1.4. 代表作品 

北京市长阳天地产业化住宅项目，由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建。该项目集预制
构件深化设计、预制构件加工生产、现场安装施工于一体。使用产业化住宅预制构件包括：
外饰面砖预制外墙板、预制内墙板、预制叠合板、预制楼梯、阳台板、女儿墙、预制楼梯
隔墙板、预制 PCF 板，预制防火隔墙装饰板，预制构件数量约 16400 件，混凝土用量约 16000

立方，预制率达到 55%。 

图 9：北京市长阳天地产业化住宅实景图  图 10：北京市长阳天地产业化住宅项目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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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长阳天地 0909 工业化住宅项目，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长阳天地 0909 工业化住宅项目，天风证券研究所 

 

表 2：PC 框架体系代表作品 

建筑名称 预制率 装配率 特点 

北京市长阳天地产业化住宅项目 55%  项目集预制构件深化设计、预制构件加工生产、现场安装施工于一体。 

云南省金域南郡花园项目  85%以上 
万科公园里项目装配式建筑示范标段共计 3 栋普通高层住宅。地上建筑

面积 4.87 万平方米，项目于 2017 年 9 月开工建设，历时 460 天。 

装配式住宅产业化基地项目 3D打

印和检测车间 
 70% 

秦皇岛装配式住宅产业基地项目总建筑面积 7200 余平方米，包括 2 个

检测车间和 1 个 3D 打印车间，车间框架结构采用装配式施工。 

资料来源：中国建筑学会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委员会，BIM 建筑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2. PS 结构体系 

装配式钢结构是由钢制材料组成的结构。目前高层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结构体系传统的有
纯框架、框架-支撑体系，新型的有集装箱、钢管束、钢异形柱等。装配式钢结构主要由型
钢和钢板等制成的梁钢、钢柱、钢桁架等构件组成，并采用硅烷化、纯锰磷化、水洗烘干、
镀锌等除锈防锈工艺。各构件或部件之间通常采用焊缝、螺栓或铆钉连接。 

2.1. 几个细分结构体系 

（1）纯框架体系：可根据建筑功能的需求进行梁柱的灵活布置，增加建筑使用空间的利
用率。但由于纯钢框架抗侧力刚度较小，为了控制位移，构件的截面很大，且变形较大，
舒适度较差。 

（2）框架-支撑体系：由于支撑的存在，较纯框架建筑，构件截面可有效减小，进一步增
加建筑使用空间的利用率，抗侧力能力有显著增加，同时降低了整体用钢量。但支撑布置
受建筑功能的影响，不易找到合适布置位置，且支撑（大撑）布置位置零散，造成结构刚
度不均匀。 

图 11：纯框架体系  图 12：框架-支撑体系 

 

 

 

资料来源：第八届亚洲国际建筑工业化展览会，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第八届亚洲国际建筑工业化展览会，天风证券研究所 

（3）集装箱体系：可像积木一样将各个功能房间或户型进行多样的组合，建设周期较短。
但抗震性能较低，连接及单体强度较难满足高抗震设防烈度地区的高层建筑建设需求，适
用于低、多层建筑，且集装箱常规尺寸难以满足国内住宅市场对层高和房间开间的要求。
集装箱建筑可随时随地移动到各地，建造速度快。 

武汉蔡甸火神山医院由中建三局牵头，武汉建工、武汉市政、汉阳市政等 3 家企业参与，
参照 2003 年抗击非典期间北京小汤山医院模式建设的一座专门医院，医院建筑面积 2.5

万平方米，可容纳 1000 张床位，集中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火神山医院利用轻型
建筑材料，采用集装箱体系，具有拼装速度快、保温隔热效果好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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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集装箱体系  图 14：火神山医院病房 

 

 

 

资料来源：第八届亚洲国际建筑工业化展览会，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湖北日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4）钢管束、钢异形柱体系：采用钢管束、钢异形柱代替传统混凝土剪力墙，基本做到
室内不凸柱，平面布置可跟随建筑功能房间的需求灵活调整。但用钢量增大，较常规钢管
混凝土柱，由于此类构件空腔数量较多，截面较小，因此对混凝土作业的质量要求更高，
人工及材料成本有一定的上升。 

图 15：钢管束、钢异形柱体系  图 16：钢管束组合体系配置模型 

 

 

 

资料来源：第八届亚洲国际建筑工业化展览会，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绿色装配式钢结构建筑体系及实践分析》，天风证券研究所 

装配式钢结构住宅可以实现构配件生产产品化、现场组装机械化、便于实现对全部结构的
信息化管理，可以减少建筑垃圾，减少建筑施工对环境的不良影响，提高建筑质量，材料
回收利用率高，符合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需要，将会在未来市场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钢结构建筑比例仍然非常低，我国钢结构用钢量仅为钢产量的 20%，
纯钢结构的用钢量(板材、型钢等)大约只占建筑用钢量的 1.5~2%，占到建筑竣工面积
60%~70%的住宅建筑几乎全部是钢筋混凝土建筑，采用钢结构的比例很低。 

2.2. 主要预制构件和连接方式 

（1）预制楼板、外墙板、楼梯等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提倡采用非砌筑墙体，采用工厂预制墙板。根据围护体系应用位置，分
为外墙、内墙和分户墙；根据围护体系的构成形式和主要构成材料，分为预制混凝土墙板、
轻钢龙骨类复合墙板、轻质条板和夹心板等。装配式钢结构中楼板所用的类型主要有钢筋
桁架楼承板组合楼板和桁架钢筋混凝土叠合板等，楼梯可采用预制钢楼梯或预制混凝土楼
梯。钢结构采用薄型钢材料进行构建，并在外部框架中融入不易燃烧的管件材料，使所有
装配技术均能在“一体化”的要求中进行技术整合。 

（2）钢框架柱、钢梁等 

“工业化住宅”体系主要采用钢框架结构对建筑主体模型进行配置，需结合“钢管束组合”
模式进行设计构件（由多个钢管单元依次连接即构成钢管束总成，钢管束总成的总体形状
包括 C 型、一字型、Z 字型、T 字型、十字型或 L 型，多个钢管束总成构成钢管束组成结构
构件）。以“H 型”为基本的钢筋桁架进行成板配置，促使体系能改善传统配件承力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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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实际配置过程中，需要根据房屋的剪力效果进行测试，结合布局和房屋承重计算
出体系所需求的钢材量。 

图 17：T 字型钢管束总成  图 18：H 型钢 

 

 

 

资料来源：杭萧钢构，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天津阔恒钢铁销售有限公司，天风证券研究所 

（3）连接方式 

钢结构的连接方式有：焊接、铆接和螺栓连接等，其中螺栓连接又分不高强螺栓连接、普
通螺栓连接。焊缝连接，主要采用电弧焊，即在构件连接处，借电弧产生的高温，将置于
焊缝部位的焊条或焊丝金属熔化，而使构件连接在一起。螺栓连接的连接件包括螺栓杆、
螺母和垫圈，高强度螺栓连接用特殊扳手拧紧高强度螺栓，对其施加规定的预拉力。铆接
的连接形式除轻型钢结构外，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再采用。焊接和高强度螺栓连接复合使用
时，当设计无特殊要求，应按先栓后焊的顺序施工。钢结构预制率一般较 PC 框架体系高。 

图 19：焊缝形式  图 20：扭剪型高强螺栓安装 

 

 

 

资料来源：筑龙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搜狐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2.3. 优缺点 

钢结构建筑具有施工周期短、节能环保的独特优势，是理想的绿色建筑用材，因此在住宅
建筑上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现阶段钢结构住宅占比却很低，一是因为 19 年前相关部门
对于建筑用钢的不重视，也缺乏相应的政策扶持，政策上更多的给与 PC 结构更多的重视；
其二是规模经济尚未达到等种种原因造成钢结构住宅的造价要高于混凝土建筑结构；其三
是对于处在钢结构制造行业产业链中间的钢结构制造行业处于分包的弱势地位，导致钢结
构企业至今没有形成太大的规模。 

表 3：PS 结构体系优缺点 

优点 缺点 

（1）空间布置的灵活性与集成性：装配式钢结构不但内部空间构

建结构与布置轻巧灵活，而且结构体系的集成化程度也非常高。

由于钢结构自身延展性与可塑性极强，从而对住宅内部各个开间

的尺寸加以放大，空间的平面设计与布置也具有不定性。住宅的

使用者可以依照个人需要，既可以对其进行二次分割和重新的布

置构造，也可以保证住宅结构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1）腐蚀：根据行业规程《建筑钢结构防腐蚀技术规程》

JGJ/T251-2011，提供了建筑物在环境腐蚀等级为二级及以上

时，设计防腐年限在 15 年以下时防腐做法，而住宅建筑一般使

用寿命为 70 年，两者相差较多。此外住宅建筑由于对梁柱等构

件一般进行包覆，再次做防腐维修的费用较高。而选用防腐年

限在 50 年以上的防腐做法，对于住宅建筑来说造价偏高，需要

开发更为经济符合住宅建筑的防腐做法。 

（2）功能便捷性：装配式钢结构住宅由于建筑材料较轻，从而降 （2）防火：虽然钢材不可燃，防火性能好，但是钢结构耐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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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住宅的自身重点。但是，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材料的使用并不影

响住宅大承载能力与抗震能力。除此之外，建筑人员采用轻质的

钢化材料，降低地震发生时对住宅的破坏性。由于钢材自身具有

延展性好、可塑性强、强度力高的材料特点，在提高住宅安全性

前提下，建筑商的原材料成本也得到节省和降低，提高企业的经

济收益和企业形象。 

较差。钢结构置于火焰中时容易产生材质性能的变化，当钢材

表面的温度高于 600 度时，钢材性能可能会完全失效，造成整

个结构的不稳定和坍塌，防火性也是影响钢结构住宅发展的一

个重要因素。 

（3）绿色环保的节能效果：在装配式钢结构住宅建造过程中，现

场施工的一系列配置不但降低建筑废料的污染强度，还减少施工

中产生的噪音。除此之外，工程建设现场中产生的拆迁材料和废

弃原料集中处理，依照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进行二次回收利用，

保证建筑的节能环保、绿色减排。 

（3）隔音：由于钢材天然特型，隔音效果差，传音较远。即使

填充了一定的隔音材料（会增加成本），钢管束体系仍会有传声

情况。 

（4）装配式钢结构的住宅得房率较高，建造交房快，推广钢结构

绿色建筑可以化解钢铁产能。 
 

资料来源：《装配式钢结构住宅体系的发展与应用》，天风证券研究所 

2.4. 代表作品 

武汉蔡甸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合肥绿洲凤栖苑长丰县财政性投资保障房，由鸿路钢
构承建，该项目是“装配式钢结构”示范项目，采用鸿路自主研发的高层装配式钢结构技
术体系建设。本项目总建筑面积 304422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30090 平方米，地下
建筑面积 74332 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安徽省最大的抗震、节能、低碳、环保的绿色
住宅样板工程。。 

图 21：万郡·大都城  图 22：合肥绿洲凤栖苑 

 

 

 

资料来源：杭萧钢构，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鸿路钢构，天风证券研究所 

表 4：钢结构体系代表作品 

建筑名称 预制率 装配率 特点 

深圳坪山高新区综合

服务中心 
- 88% “研发+设计+制造+采购+施工装配”的 REMPC 一体化建造模式 

合肥绿洲凤栖苑 - 不低于 50% 
绿洲凤栖苑长丰县财政性投资保障房项目是“装配式钢结构”示范项目。项目

建成后将成为安徽省最大的抗震、节能、低碳、环保的绿色住宅样板工程。 

蚌埠大禹家园保障房 - 85% 是国家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也是安徽省首个“装配式钢结构”保障房项目。 

涡阳金诺公馆 - - 
项目采用鸿路钢构公司自主研发的高层钢结构装配式住宅技术，是“装配式钢

结构”示范项目。 

鹏宇国际城·秦相府

项目 
- - 

项目总建筑面积 34.49 万平方米，共有 32 栋单体工程，其中 10 栋采用杭萧钢

构自主创新研发的钢管混凝土束组合结构住宅体系，是目前河南省体量最大的

住宅类钢管混凝土束组合结构建筑。 

万郡·大都城 - - 

本项目以 33 层高层建筑为主，全部采用杭萧钢结构住宅产业化成套体系。结

构形式采用钢框架支撑体系，墙体采用汉德邦 CCA 轻质灌浆节能外墙，可充

分彰显钢结构住宅得房率高、保温节能、抗震性能好、舒适度高等多重优势。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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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鸿路钢构，杭萧钢构、天风证券研究所 

3. 木结构体系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是指主要的木结构承重构件、木组件和部品在工厂预制生产, 并通过现
场安装而成的木结构建筑。装配式木结构建筑在建筑全寿命周期中应符合可持续性原则, 

且应满足装配式建筑标准化设计、工厂化制作、装配化施工、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理和
智能化应用的“六化”要求。装配式木结构建筑按承重构件选用的材料可分为轻型木结构、
胶合木结构、方木原木结构以及木混合结构。近年来，建筑层高、建筑层数的规定限制了
我国木结构建筑的发展。 

图 23：预制梁柱式构件  图 24：预制板式组件 

 

 

 

资料来源：《装配式木结构建筑应用概述》，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装配式木结构建筑应用概述》，天风证券研究所 

3.1. 主要预制构件 

（1）预制梁柱式构件与木桁架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中最灵活的组件，需要在现场进行二次加工。木桁架是指由木构件组成
的桁架，是木屋盖、木塔架的主要承重结构。目前，我国的预制构件以方木、原木和胶合
木梁柱为主，一般应用于方木原木结构和胶合木结构中。 

（2）预制板式组件（墙体，楼盖、屋盖） 

板式预制是通过结构分解，将整栋建筑的墙体、楼面和屋面分解成不同功能的平面板块，
也就是分解成预制板式组件，并在工厂预制完成后运输到现场吊装组合而成。常用的预制
二维板式组件的结构形式有：钉接胶合木(NLT)，正交胶合木(CLT)，轻型木结构墙体，轻型
木搁栅楼（屋）盖。 

图 25：预制空间模块式组件  图 26：CLT 示意图 

 

 

 

资料来源：《装配式木结构建筑应用概述》，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搜狐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3）预制空间模块式组件 

空间模块式组件一般都是三维单元，其中包括墙、楼盖和屋盖，是预制程度最高的组件，
包括防水保温、外饰内装和水电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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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连接方式 

木结构连接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板销连接用板片状硬木销阻止被拼合构件的相对移动，
板销主要在顺纹受弯条件下传力，具有较高的承载能力，故应注意使其木纹垂直于拼合缝，
为保证连接的高度紧密性和生产的高效率，宜用专门的机具按统一尺寸挖销槽和制板销，
并按构造要求用系紧螺栓连接方木或圆木。裂环连接应用最早，连接点对木材受力面积削
弱较小，具有较高的承载能力，但连接主要靠木材受剪传力，韧性较差。剪盘连接用成对
的钢盘（剪盘和齿盘）分别嵌入连接缝两侧构件的环槽中，通过系紧螺栓受剪传力，木构
件主要受剪和承压。齿环连接和齿板连接中的齿环和齿板是对裂环和剪盘的改进。 

图 27：销连接  图 28：齿板连接 

 

 

 

资料来源：《木结构的连接》，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木结构的连接》，天风证券研究所 

3.3. 优缺点 

由于国内木材缺乏且生长周期长，从设计深化、工业拆分到施工建设技术要求都相对较高，
木结构单位造价远高于混凝土。而且没有大梁承重，木结构适合做一些低层建筑，因而国
内木结构的住宅较少。 

表 5：木结构体系优缺点 

优点 缺点 

（1）得房率高：由于墙体厚度的差别，木结构建筑的实际得房

率（实际使用面积）比普通砖混结构要高出 5%-8%。 

（1）大众观念的制约：大众仍停留在传统木材的观念上，

认为木结构建筑易着火、腐烂快及易受白蚁侵蚀。 

（2）工期短：木结构采用装配式施工，这样施工对气候的适应

能力较强，不会像混凝土工程一样需要很长的养护期，另外，

木结构还适应低温作业，因此冬季施工不受限制。 

（2）上下游产业链不完善：近几十年来，砖石、钢筋混凝

土结构风靡一时，导致建筑用木材的处理技术和现代木材工

业停滞。工程木材的相关研究也落后于发达国家。 

（3）木结构的墙体和屋架体系由木质规格材、木基结构覆面板

和保温棉等组成，测试结果表明，150mm 厚的木结构墙体，其

保温能力相当于 610mm 厚的砖墙，木结构建筑相对混凝土结

构，可节能 50%-70%。木材是唯一可再生的主要建筑材料，在能

耗、温室气体、空气和水污染以及生态资源开采方面，木结构

的环保性远优于砖混结构和钢结构，是公认的绿色建筑。 

（3）设计规范限制：建筑层高、建筑层数的规定限制了木

结构建筑的发展。由于自身材料承重有限，木结构很难有高

层建筑。 

（4）隔声性能：基于木材的低密度和多孔结构，以及隔音墙体

和楼板系统，使木结构也适用于有隔音要求的建筑物，创造静

谧的生活工作空间。另外，木结构建筑没有混凝土建筑常有的

撞击性噪音传递问题。 

（4）消防规范过于严厉，与国外的消防理念有较大差异。

国外重点是确保火灾时人员安全，中国除了人之外，还需要

确保财产不受损失。因此许多设计方案，在国外行得通，于

国内审查却无法过关。 

资料来源：建设工程教育网 ，天风证券研究所 

3.4. 代表作品 

贵州省黔东南州游泳馆；美国独角兽公司 Katerra的Walden House 项目将容纳 13 间套房，
配备床、淋浴室和浴缸。患者可以享受公用厨房、餐厅、起居室、洗衣房和健身区。这一
项目完全由 CLT 方式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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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贵州省黔东南州游泳馆  图 30：Walden House 

 

 

 

资料来源：被动房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Katerra 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表 6：木结构体系代表作品 

建筑名称 预制率 装配率 特点 

都江堰向峨小学 - -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项目都江堰市向峨小学，采用现代轻型木结构技术，充

分利用了木结构优越的抗震性能。 

贵州省黔东南州游泳馆 - - 
泳池上部屋盖采用张弦木拱体系，跨度 50.4m，为国内跨度第一和面积第

一的现代木结构屋盖。 

Walden House - - 
13 间套房，配备床、淋浴室和浴缸，患者可以享受公用厨房、餐厅、起居

室、洗衣房和健身区。这一项目完全由 CLT 建造。 

浙江东阳凤凰谷天澜酒

店木结构度假别墅 
- - 

由中天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构件是在工厂预制加工完成后，运送到施工

现场组装，现场作业时间短，酒店木结构别墅三栋样板房从设计到建造完

成仅用时三个月。 

资料来源：《大跨木结构研究与工程应用》，Katerra 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4. 装配式剪力墙高层住宅体系 

装配式剪力墙结构是将竖向结构主要受力构件剪刀墙、梁、板等由预制混凝土构件（预制
墙板、叠合梁、叠合板）组成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装配式剪力墙结构是目前技术最成熟、
应用最广泛的一种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体系，是高层住宅建筑的首选结构体系。目前应用最
多的是装配整体式剪力墙结构，其特点是全部或部分剪力墙采用预制，楼板采用叠合板，
边缘构件采用现浇。装配率可达 40%-50%，单体预制率约为 40%。 

4.1. 主要预制构件 

（1）剪力墙 

剪力墙命名来自于受力角度，可分为钢筋混凝土剪力墙、钢板剪力墙、内藏钢板支撑剪力
墙。剪力是指作用于同一物体上的两个距离很近（但不为零），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平
行力，如下图所示。例如用剪刀去剪同一物体时，物体所受两剪刀口的作用力就是剪力。
剪力墙具有更好的抗震性。地震来时，地面在水平方向上蛇形扭动。因为剪力墙比框架能
承受更多的水平力，所以当地面蛇形扭动时,剪力墙比框架更不容易折断。剪力墙一般为承
重墙（承重墙是支撑上部楼层的墙体）。 

图 31：剪力墙结构受水平荷载示意图  图 32：框架结构受水平荷载示意图 

http://ipoipo.cn/


 
 

行业报告 | 行业深度研究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16 

 

 

 

 

资料来源：筑龙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筑龙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预制内外墙板均采用一字型。预制外墙类型采用三明治夹心保温层。尺寸采用模数化拆分，
减少预制外墙种类，并且需考虑后期运输与安装，构件高度与重量要满足限制要求。（尺
寸由模台决定，目前国内流转台模宽度为 3-4 米，长度 9-10 米，固定台模 3.5-4 米，长度
10-12 米，所以相应构件的尺寸都会小于等于这个尺寸。重量取决于构件厚度，一般会小
于 25 毫米。）对于开有门窗洞口的墙肢，在洞口上方设置连梁，连梁与墙体一起预制。相
邻两块预制内墙之间设置后浇段，按照模数将墙拆分，且遵循少规格的原则。 

图 33：预制外墙  图 34：预制内墙 

 

 

 

资料来源：《装配式剪力墙结构的建模与拆分》，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装配式剪力墙结构的建模与拆分》，天风证券研究所  

（2）叠合板 

楼板指的是一座建筑物的承重结构，可根据使用材料的不同分为：木楼板、砖拱楼板、钢
筋混凝土楼板、钢衬板楼板。 

图 35：叠合板拆分  图 36：双向板 

 

 

 

资料来源：《装配式剪力墙结构的建模与拆分》，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装配式剪力墙结构的建模与拆分》，天风证券研究所 

（3）叠合梁 

长度较短的梁采用现浇，其余梁采用预制。门窗上方的连梁与剪力墙一起预制。预制梁与
后浇混凝土叠合层之间的结合面应设置粗糙面，且梁的端面设置键槽以增加抗震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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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叠合梁  图 38：叠合梁 

 

 

 

资料来源：预制建筑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装配式剪力墙结构的建模与拆分》，天风证券研究所 

4.2. 连接方式  

装配式剪力墙结构连接方式有干式链接和湿式连接两种。干式连接就是在施工现场无需浇
筑混凝土，全部预制构件、预埋件、连接件都在工厂预制，通过螺栓或焊接等方式实现连
接。湿式连接就是将两个承重构件之间钢筋互相连接后通过浇筑节点实现结构的整体连接，
以达到节点等同现浇。 

图 39：边缘构件  图 40：连接方式示意图 

 

 

 

资料来源：.《装配式剪力墙结构的建模与拆分》，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筑傲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装配式剪力墙纵横交接处的边缘构件采用后浇混凝土。转角墙，有翼墙均采用后浇形式，
后浇段的长度需满足《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的构造要求，且要满足结构计算要求。
干连接多以预埋连接件的方式实现，设计难度大，施工流程复杂，预制精度要求较高。目
前这种干式连接法在我国运用并不成熟，尤其这种技术在剪力墙的施工工程结构的拼装连
接中存在较多问题，如技术交底不完善、工人安装存在误差等，严重则会造成螺栓连接松
弛，并造成永久损坏。目前，国内使用较多的方式是湿式连接。 

湿式连接主要包括现浇带连接（为防止混凝土结构产生有害裂缝，在板、墙、梁相应位置
留设临时施工缝，将结构暂时划分为若干部分，经过构件内部收缩，在若干时间后再浇捣
该施工缝混凝土，将结构连成整体）、灌浆套筒连接（套筒灌浆连接就是将预留钢筋插入
带有凹凸槽的高强度套筒内进行连接，然后在钢筋与套筒内腔之间注入无收缩、高强度灌
浆料，形成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浆锚连接。 

4.3. 优缺点 

混凝土剪力墙结构是目前高层住宅的主要结构形式，尽管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的钢筋
模板安装工作量大，预制构件的成本相对较高，但由于其在高层住宅的应用和饱满的建设
求量，近几年来，成为集房地产、工程设计、预制构件生产和施工体化综合企业的研究与
开发焦点。 

表 7：装配式剪力墙高层住宅体系优缺点 

优点 缺点 

（1）预制构件在工厂生产，生产质量容易把控，能够实现标准

化和规模化生产，便于工程质量的现场管理，可以大幅度提高

（1）结构延性较差，适合以小房间为主的房屋，不能提供大

空间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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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质量。 

（2）由于预制构件在现场施工采用机械化施工，缩短了现场现

浇、支模以及养护时间。而且部分预制产品在工厂已经进行装

修，也节约部分装修时间。总的来说，预制装配式剪力墙结构

施工进度快，施工强度小，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施工工期。 

（2）混凝土现浇结构的整体性还是优于装配式结构。装配式

结构的节点连接是结构重要的环节。假如不能保证连接节点

的施工质量，那么容易导致连接节点失效甚至造成结构整体

破坏，目前钢筋插缝工艺尚未完全成熟。 

（3）由于预制构件是工厂内生产的，所以可以控制废物的排放

以及噪音的污染。施工现场湿作业大幅度减少，减少了支模、

养护所需的木材、钢筋等建筑用料，也减少了施工现场对环境

的污染。 

（3）预制构件运输成本高。把构件从工厂运输到施工现场，

需要大型运输设备、吊装和安装设备，因此对机械设备的要

求比较高。另外，受运输设备的限制，预制构件的形状、尺

寸都有了一定的限制。 

（4）预制构件厂可以使用废旧混凝土等工业废料为原料，采用

蒸汽养护的方式实现养护用水的循环再利用。预制装配式结构

对废物废料的再利用以及自然资源的合理应用，符合社会可持

续发展之路。 

 

资料来源：《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及应用技术综述》，天风证券研究所 

4.4. 代表作品 

北京万恒家园二期，由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承建。该工程为装配式剪力墙体系，结构形
式为剪力墙结构：内墙为现浇结构，外墙为预制结构，内外墙连接节点与预制构件连接后
浇注。 

观湖国际一期 14#楼装配式住宅：由中建七局承建，是中原地区第一个预制装配式项目，
地上结构体系为装配式剪力墙结构。该项目总建筑面积 9276 ㎡，地上 24 层，地下 2 层，
建筑高度 69.90m。该装配式楼预制率达 75%，装配率达 100%，采用的预制内外墙板、
叠合板、楼梯、隔墙、空调板、造型板等预制构件及钢筋。 

图 41：北京万恒家园二期  图 42：郑州中建观湖国际工程效果图 

 

 

 

资料来源：工程造价前沿，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建七局，天风证券研究所 

 

表 8：装配式剪力墙高层住宅体系代表作品 

住宅名称 预制率 装配率 特点 

上海顾村 F-4 地块 17 幢高

层住宅 
40% - 

该项目 17 幢高层住宅楼全部采用装配整体式砼剪力墙结构，装配式建筑比例

100%，单体预制率 40%。 

江苏常州新城帝景北地块 80% - 
 

建筑高度 99.62m，百年住宅，绿色三星，江苏省首批建筑产业，装配整体式

剪力墙体系中预制率最高、高度最高的国内在建高层项目。 

首开亦庄 X13 地块公租房

项目 
外墙 68.06% - 

预制构件：外墙、楼板、阳台、空调板、楼梯、轻质内隔墙。内墙板预制率

33.46%；叠合板预制率 74.61%；楼梯和空调板预制率 100%。 

龙湖·春江郦城项目 50％以上 - 

项目总建筑面积超 80 万㎡，其中住宅 50 万㎡。住宅楼采用预制装配整体式

剪力墙结构，预制构件类型包括预制叠合板、预制凸窗预制外墙预制空调板

和预制楼梯等。 

尖山印象公租房项目 - - 

项目主体结构体系为装配式剪力墙，采用远大住工工业化技术体系建设。该

项目总建筑面积 22 万平米，荣膺湖南省保障性住房示范工程示范项目等多项

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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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湖国际项目一期 14#楼

装配式住宅 
75% 100% 

中原地区第一个预制装配式项目，地上结构体系为装配式剪力墙结构，采用

的预制内外墙板、叠合板、楼梯、隔墙、空调板、造型板等预制构件及钢筋。 

资料来源：预制建筑网、搜狐焦点、远大住工、天风证券研究所 

5. 全装配式低层住宅体系 

整个建筑是由密柱支撑框架结构体系与集装箱式模块相结合，若干个类似于集装箱的模块
组合而成。首先在工厂预制集成，然后打包为集装箱形式，采用标准车辆运送至施工现场，
在现场以装配化形式施工。以钢结构、木结构居多，近几年在我国农村自建房建筑中比较
流行。 

5.1. 主要构成体系 

（1）基础体系 

主要采用简易桩基础和基础梁的基础型式。桩基础采用预制桩或钢桩，基础梁采用预制混
凝土梁。以此来减少现场湿作业，提高装配化程度，加快施工进度。 

图 43：桩基础  图 44：基础梁 

 

 

 

资料来源：筑龙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搜狗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2）结构体系 

采用方钢、H 型钢、薄壁轻钢龙骨等轻型钢框架结构，板材之间、板梁之间连接采用全高
强螺栓节点连接。上海城投 S7 公路项目管理用房是中国首个全装配螺栓干式连接项目，
项目引进了芬兰 Peikko 新型高强螺栓节点进行装配，取代了传统的灌浆套筒和灌浆波纹管
的构件连接方式。项目所有结构构件和维护构件均采用工厂预制，其中主体框架结构的连
接节点采用抗震框架体系，遵循了“强连接，弱构件”的设计原则，在满足结构连接设计
及安全的前提下，现场施工达到了免支撑，免支架的效果，节省了机械、人工的投入，极
大的提升了施工效率。 

图 45：结构体系示意图  图 46：围护体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搜狐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河南兴安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天风证券研究所 

（3）围护体系 

拟采用高分子发泡水泥板材、硅镁轻质条板、GRC 轻质条板等围护墙板材料，外加保温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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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一体化板的三明治结构形式。内墙采用壁纸、涂料和装饰板等内装材料。设备体系包括
能源体系、排水系统、厨卫系统、新风系统、地暖系统（电暖、水暖）、太阳能系统、照
明系统、污水处理系统等。轻钢材料结构基本无现场湿作业，重钢结构搭建楼板后，可选
择浇筑混凝土。 

5.2. 优缺点 

由于农村地价相对便宜，且交通不便，因而轻便、安装便捷的全装配式低层住宅体系在农
村和郊区比较流行。 

表 9：全装配式低层住宅体系优缺点 

优点 缺点 

（1）施工速度快、工期短：一幢三层中型别墅，只需要十几个工

人，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可完成房屋主体建筑，并且完成大部

分外墙装饰和室内装饰。建造施工只需要普通建筑施工工期的六

分之一。预制率可达 70%以上。 

需要有一定技术的工人，由于需要定期检修维护并且普通

轻钢房屋的使用年限远低于砖混，因此造价略高于砖混。 

（2）用轻钢搭建主体结构时，铺设多层板材作为保温隔音墙体，

隔音效果良好，节能环保，绿色星级指标较高。装配式低层住宅

的发展解决了农村住房需求，也解决了传统房屋带来的一系列困

扰，为人民生活带来便利。 

严重依赖产业配套，比如预制墙板、屋面板、墙体内填保

温材料、防火材料。 

资料来源：《浅谈组合结构的特点》，天风证券研究所 

5.3. 代表作品 

上海崇明岛轻法式建筑，由上海迷客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承建。该建筑采用全螺栓连接的钢
框架结构体系，工厂定制生产 ALC 墙板、楼板，以及装配式装修，实现建筑整体 70%以上
预制率，节能环保，抗震耐用。 

图 47：上海崇明岛轻法式建筑  图 48：上海崇明岛轻法式建筑 3D 效果图 

 

 

 

资料来源：搜狐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搜狐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表 10：全装配式低层住宅体系代表作品 

住宅名称 预制率 装配率 特点 

上海崇明岛轻法式建筑 70% - 
该建筑采用全螺栓连接的钢框架结构体系，工厂定制生产 ALC 墙板、楼板，

以及装配式装修 

冀东建设装配式住宅样板

工程 
- - 

 

主体承重结构秉承轻型钢框架结构，独创高强螺栓连接。使构件安装方便

快捷，而且安装完成后易于几何校正和偏差修正。 

晋马绿宅 - - 

采用 3D 打印喷涂技术建成绿色轻钢集成房屋抗震性能高、节能环保、美

观时尚、建筑工期短，充分顺应了国家建设新农村，提倡绿色环保生活，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政策号召。 

通州宋庄文化产业园乡村

别墅 
- - 

该项目每户占地面积：298.57 平方米，采用恒通科技钢结构与新型墙体材

料，不仅能做到防火阻燃，而且保温隔热，装配速度快。 

资料来源：中国周刊，新浪网，恒通科技，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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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预应力结构体系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是在结构构件受外力荷载作用前，先人为地对它施加压力，由此产生的
预应力状态用以减小或抵消外荷载所引起的拉应力，即借助于混凝土较高的抗压强度来弥
补其抗拉强度的不足，达到推迟受拉区混凝土开裂的目的。以预应力混凝土制成的结构，
因以张拉钢筋的方法来达到预压应力，所以也称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结构。 

图 49：T 字型钢管束总成  图 50：浇筑混凝土 T 字型钢管束总成 

 

 

 

资料来源：《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结构设计》，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华水基础，天风证券研究所 

6.1. 预应力技术类型 

根据预应力技术应用的特点，通常可将预应力技术分为三大类型，即先张法、后张法和体
外预应力技术。先张法是指在构件的混凝土浇筑之前将预应力筋张拉到设计控制应力，待
混凝土强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将预应力筋释放，使得预应力施加到混凝土构架上。 

图 51：混凝土预应力技术  图 52：灌浆材料使预应力筋与混凝土粘结成 

 

 

 

资料来源：《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结构设计》，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结构设计》，天风证券研究所 

后张法是指在构件的混凝土浇筑之前，在预应力筋相应的位置上预先埋设孔道或埋设无粘
结预应力筋，待混凝土强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将预应力筋张拉到设计张拉应力，并利用专
用锚具将预应力筋固定在混凝土构件端部，有粘结预应力筋需要在预留孔道中灌入灌浆材
料使预应力筋与混凝土粘结成整体。体外预应力技术是指预应力筋位于构件的外部，或者
说结构构件是由预应力筋与由其它材料形成的构件共同组成。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40，且不应低于 C30。预应力结构体系连
接方式属于干连接的一种，预制构件在制作时预留预应力孔道，现场施工时将预制构件安
装到位，通过张拉预应力筋连接各构件形成整体。预应力筋在提供连接作用的同时，还可
以提高结构的承载力，而且由于预应力筋的弹性恢复能力，使得结构变形后的恢复能力大
大提高，残余变形小，具有自复位功能。 

预应力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构材料，而是同属于一个统一的加筋
混凝土系列，所需要的材料主要为钢筋和混凝土，但是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必须采用高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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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和混凝土。理论上所有高强度钢材和高强度混凝土的结构都可以做预应力。我国现在
多采用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来建设桥梁，例如重庆大佛寺长江大桥。 

6.2. 优缺点 

预应力混凝土的制作工艺较复杂，对产品本身质量、制作人员及机器的要求较高，且价格
比较昂贵，我国现阶段住宅项目使用较少。 

表 11：预应力结构体系优缺点 

优点 缺点 

由于采用高强度钢材和高强度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具有抗裂

能力强、抗渗性能好、刚度大、强度高、抗剪能力和抗疲劳性能好

的特点，对节约钢材、减小结构截面尺寸、降低结构自重、防止开

裂和减少挠度都十分有效，可以使结构设计得更为轻巧与美观。 

（1）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生产工艺比钢筋混凝土构件

复杂，技术要求高，需要有专门的张拉设备、灌浆机械

和生产台座等以及专业的技术操作人员。 

 
（2）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开工费用较大，对构件数量

少的工程成本较高。 

资料来源：《桥梁预应力施工技术及原理》，天风证券研究所 

6.3. 代表作品 

美国加州伯克利市的 David Brower 大楼，David Brower 大楼设计中高强预应力钢绞线和普
通钢筋一起被用来控制结构的非线性响应。在地震作用下，高强无粘结钢绞线保持弹性，
并且提供震后恢复力，使结构回到初始位置。结构一半以上的承载力来自预应力，同时预
应力筋的存在大大减小了构件中普通钢筋的配筋率，减少了构件节点的钢筋拥挤，改善了
施工难度。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 Alan MacDiarmid Building，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 Alan MacDiarmid 

Building 是新西兰建造的第一个 PRESSS 混凝土结构。该结构在梁柱节点处和墙体底设置多
种耗能装置，为后张预应力框架-剪力墙结构体系。 

图 53：美国加州伯克利市的 David Brower 大楼  图 54：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 Alan MacDiarmid Building 

 

 

 

资料来源：预制建筑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搜狐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7. 钢混结构体系 

装配式钢和混凝土组合结构是指采用工厂生产的型钢梁和混凝土预制构件通过某种构造
方式，在现场组合成为整体，兼具钢结构和混凝土结构的特性，共同承受荷载的一种结构。
钢和混凝土组合结构有组合梁、组合板、组合桁架和组合柱四大类。 

7.1. 主要构件 

（1）组合梁 

由钢梁、连接件和钢筋混凝土板组成。组合梁的上翼缘有截面面积较大的钢筋混凝土板承
受压力，致使钢梁上翼缘截面减小，从而节约钢材,钢梁下翼缘则承受拉力，这是组合梁的
受力特点。组合梁的钢梁，可用热轧成型的工字钢。 

 

http://ipoipo.cn/


 
 

行业报告 | 行业深度研究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23 

 

图 55：工字钢  图 56：组合桁架 

 

 

 

资料来源：搜狐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研究》，天风证券研究所 

（2）组合板 

在压型钢板上先焊接连接件，后灌筑钢筋混凝土板而形成组合板结构。连接件采用带头栓
钉或钢筋。 

（3）组合桁架 

在钢桁架上弦焊接钢筋或带头栓钉的柔性连接件，然后灌筑钢筋混凝土板。 

（4）组合柱 

在薄壁钢管内灌注混凝土而成，也称钢管混凝土柱。截面形式有圆形和方形。 

图 57：U 型梁  图 58：结构平面图 

 

 

 

资料来源：《装配式钢-混凝土组合结构体系研究》，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装配式钢-混凝土组合结构体系研究》，天风证券研究所 

以“内蒙古集宁宜合国际小区”工程为例，该钢-混装配式结构体系以使用 U 型梁为特征，
柱、梁、楼板、楼梯、外墙、内墙全部构件为工厂预制，现场装配，其预制率、装配率可
达到 90%以上。以外包钢板剪力墙与方钢管柱为竖向构件，墙、柱内浇筑 C40-C60 高标号
混凝土；水平构件采用新型 U 型复合梁和预制楼层叠合板。 

7.2. 钢筋与型钢连接方式 

（1）钢筋接驳器连接：此做法是将接驳器在构件制作时焊接于钢构件上，安装时将钢筋
套上与接驳器拧紧。 

（2）钢筋连接板连接：钢筋搭接板在允许的情况下需要尽量焊于钢构件上，安装时再在
搭接板上焊接钢筋。 

（3）型钢穿孔连接：此种方法是工厂在钢构件上预先开设穿筋孔，现场施工时将钢筋穿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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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结构三维图  图 60：轻钢格构立柱示意图 

 

 

 

资料来源：《装配式钢-混凝土组合结构体系研究》，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轻钢轻混凝土结构在农村住宅中的应用研究》，天风证券研究所 

7.3. 优缺点 

轻钢轻混凝土结构体系可以改进低层轻型钢住宅在农村地区应用时暴露出的成本较高、舒
适感欠佳等缺点，试点工程建设如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藏民居庄园建设项目。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技术应用还处于探索阶段，在我国的运用还不是很广泛，施工技术上
还不是很成熟，可借鉴的施工经验相对较少。目前国内的型钢结构大多运用于建筑物核心
筒等主要受力区域，住宅使用相对较小。 

表 12：钢混结构体系优缺点 

优点 缺点 

（1）与传统现浇混凝土结构相比, 轻钢-混凝土结构住宅单位

建筑面积更节约钢材、混凝土，为建筑行业的节能减排发挥了

示范作用。 

相比较普通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钢-混凝土结构浇筑、振捣施

工难度较大。 

（2）型钢混凝土中的型钢被混凝土包裹，其整体变形受到很强

的约束，稳定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钢材的强度得以充分发

挥。同时在耐腐蚀及耐火性能上也大大优于钢结构。 

 

资料来源：《型钢混凝土的优势及应用建议》，天风证券研究所 

7.4. 代表作品 

内蒙古集宁宜和国际小区：由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建；该项目为预制装配式钢结构住
宅，总建设面积约为 55 万 m2。先行开发的一期项目为 20 万 m2 的住宅建筑，除 2 幢为 26

层外，其他单体为地上 18 层，地下一层，建筑高度 55-82m。其结构形式不同于国内已开
始推广的装配式钢结构住宅，而是以柱梁钢构件作为结构兼作模板、内浇素混凝土而形成
的一种钢和混凝土的组合框架结构，楼板为可拆卸式钢桁架楼承板，内外墙全部为新型自
保温装配式预制墙板，具有节能、环保、绿色的特点。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藏民居庄园建设项目：围护墙体由轻钢构架、免拆模板和浇
筑轻混凝土组成，承重楼面采用压型钢板混凝土楼面。 

图 61：内蒙古集宁宜合国际小区模型  图 62：装配式自锁连接整浇外墙现场吊装 

 

 

 

资料来源：龙元建设，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装配式钢-混凝土组合结构体系研究》，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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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模块化结构体系 

模块化建筑即将传统房屋以单个房间或一定的三维建筑空间为建筑模块单元进行划分，并
在工厂对模块单元楼板、天花板、墙体进行提前预制安装，完成后将这些建筑模块单元输
至现场，使用起重装备像“搭建积木”一样将其堆叠、连接在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建筑。
建筑模块单元的内部通常是完备的，模块内的一切设备、管线、装修、固定家具均已做好，
由于几乎不需要现场技工，因而大量减少了现场的工作时间。模块化结构体系的部品化率
一般会超过 85%，若完全在工厂进行预制并内部装修的模块化建筑的部品化率可达 95%，
剩余的 5%工作量为模块安装的连接工作。天津静海子牙尚林苑模块化房屋项目采用全干
法作业，预制装配率达 94%。 

相对于传统的装配式结构体系，模块化建筑结构体系整体性好、连接可靠、稳定性好，传
统装配式结构体系与模块化建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预制单元、运输过程、拼装
方式。目前在高层住宅运用模块化结构体系的不多。 

图 63：模块化组件示意图（木结构）  图 64：屋架模块化组件连接示意图（木结构） 

 

 

 

资料来源：《装配式轻型木结构屋架模块化设计》，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装配式轻型木结构屋架模块化设计》，天风证券研究所 

8.1. 连接方式 

模块化建筑结构体系的施工现场拼装采用搭积木的方式，模块单元节点间使用高强螺栓连
接，使模板可靠的连接为建筑整体。 

（1）模块内连接 

模块化组件的单榀桁架与传统桁架做法一致，各构件通过齿板连接或接长。若桁架跨度较
大，则考虑采用侧向支撑加强结构。 

（2）与外墙连接 

屋架组件运输到施工现场后，经吊装到位后通过金属连接件将桁架固定在建筑墙体的双层
顶梁板或墙骨柱上。与桁架连接的部分在工厂预先定位安装固定，从而实现现场快速安装，
提高了装配率以及现场施工作业效率。 

图 65：金属连接件连接示意图  图 66：3D 技术打印建筑模块 

 

 

 

资料来源：《装配式轻型木结构屋架模块化设计》，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温州日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行业报告 | 行业深度研究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26 

 

混凝土结构模块化一般和钢结构同时运用，形成钢板-混凝土结构，具有承载力高、延性好、
抗震能力优越等特点。操作流程位钢结构在工厂进行模块化预制、组装，与施工现场其他
施工工作同时进行；在钢结构模块安装就位后，混凝土浇筑可与房间完工、设备安装施工
等工作平行进行，可以加快施工进度、节约工期。 

8.2. 优缺点 

表 13：模块化结构体系优缺点 

优点 缺点 

（1）施工速度快，同搭板建筑相比可缩短施工周期 50~70%，缩短

建造时间。 
（1）模块化构件的预制工厂投资大。 

（2）节约人力物力装配化程度高（装配程度可达 85%以上），修建

的大部分工作，包括水、暖、电、卫等设施安装和房屋装修都移到

工厂完成，施工现场只余下构件吊装、节点处理，接通管线就能使

用。 

（2）运输、安装需要大型设备。 

（3）对环境污染极少，施工过程绿色环保 （3）造价较高。 

（4）方便后期扩建。 （4）单模块面积受限，建筑适用范围低。 

资料来源：《建筑工业化之我见——浅谈模块化建筑之盒子建筑》，天风证券研究所 

8.3. 代表作品 

长沙新方舟宾馆：由河南远大可持续建筑科技公司承建，采用全钢结构模块，所有部件均
事先在工厂制成，由流水线模具化生产而出，正式建房时只是部件的搭建与组装，整体搭
建使用了 46 个小时，装修用时 90 个小时，工期极短。 

天津子牙尚林苑：由中冶天工集团总包，位于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为我国首个正式
获正式相关审批的模块化居住项目，模块化高度集成，预制装配率达 94%。项目采用全干
法作业，模块采用工厂化加工，可以提高加工精度和质量，有效避免常规建筑质量通病。 

图 67：天津子牙尚林苑效果图  图 68：长沙新方舟宾馆 

 

 

 

资料来源：建筑工业化装配式建筑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河南远大可持续建筑科技公司，天风证券研究所 

9. 主次框架结构体系 

9.1. 框架结构和连接方式 

亦称为巨型框架结构。主次框架结构是由大型构件巨型梁、巨型柱等组成的主结构与由常
规梁、柱构件组成的次结构共同工作的结构体系。主框架为巨型框架，结构截面几何尺度、
面积、惯性矩等很大；次框架为普通框架，构件截面几何尺度、面积、惯性矩等相对很小，
两者不是同一数量级。巨柱通常由楼、电梯井或大截面实体柱组成，巨梁一般每隔几个或
者十几个楼层设置一道，梁高一般占一个或者几个楼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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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巨型框架结构体系  图 70：上海中心大厦结构体系组成 

 

 

       

资料来源：《巨型框架结构体系在钢结构高层建筑中的应用》，天风证券研究

所 

 资料来源：钢构地图，天风证券研究所 

主结构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按比例放大的框架，其中巨型柱的尺寸很大，有时可超过一个普
通框架的距离，形式上可以是大的实腹钢筋混凝土杆、钢筋混凝土杆、空间结构式衍架或
是筒体，大柱一般布置在房屋的四角和周边；巨型梁采用高度在一层左右的预应力混凝土
大梁或平面结构式衍架，一般每隔 3-5 个楼层设置一道。主结构为主要抗侧力体系，次结
构只起辅助作用和大震下的耗能作用，并负责将竖向荷载传给主结构。主结构的大粱可充
当刚臂，把两边的大柱连在一起组成一个整体巨型框架，共同抵抗水平荷载作用。 

图 71：巨型框架结构分类  图 72：巨型钢框架+框架-核心筒的结构体系   

 

 

 

资料来源：武汉洪佳钢构工程有限公司，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建筑技艺杂志，天风证券研究所 

由于巨型框架结构中沿竖向可以设置数道大梁，小柱不再是主要的抗力构件，故两大层之
间的小柱在竖向没必要一定连续。纯框架结构中没有剪力墙。 

主框架梁柱材料为混凝土，而次框架采用钢结构时，主次框架的连接方式主要有刚接、半
刚性连接和铰接。刚接是指构件之间是一个整体，在破坏以后，梁柱之间的夹角为零，所
受的内力全部有柱子传给巨型梁。铰接是指在结构受力以后，梁柱之间可以自由的转动，
不受其他约束，各节点相互独立，梁不能将上部弯矩传递到柱上。半刚性连接是介于钢接
和铰接之间的一种新型连接方式。 

9.2. 优缺点 

主次框架结构可以加大建筑物的空间和高度，更适用于展厅等大空间建筑，在国内很少应
用于住宅。 

表 14：主次框架结构体系优缺点 

优点 缺点 

（1）框架结构所用的钢筋混凝土或型钢有很好的抗压和抗弯能

力，因此可以加大建筑物的空间和高度，稳定性好。 

（1）因构件截面尺寸不可能太大故强度和刚度受到一定

限制，因此房屋的高度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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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较好的整体性，传力明确，有较好的抗震能力。 （2）巨型框架结构大梁的跨度大且承担荷载大。 

（3）可以减轻建筑物的重量，且有较好的延性。  

资料来源：《对楼房“框架结构技术”的浅认知》，天风证券研究所 

9.3. 代表作品 

厦门北站：由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承建，
该项目采用巨型结构，实现了具有闽南民居“燕尾脊”特色的国内最大跨度无柱候车厅，
双向无柱跨度为 132m×220m。首次在大型铁路客运站房中采用双向巨型混合框架结构体
系，在屋盖中应用双向不等高交叉桁架组成的新型网格结构。 

图 73：厦门北站  图 74：厦门北站无柱候车厅 

 

 

 

资料来源：建筑技艺杂志，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建筑技艺杂志，天风证券研究所 

10. 交错桁架结构体系 

是指以预制钢筋混凝土柱或钢柱、钢桁架、预制楼板等预制构件组成的大跨度空间结构，
主体结构采用装配式交错桁架结构，配置外墙、内隔墙和楼盖系统的建筑。 

建筑物横向的每个轴线上，平面桁架隔层设置，而在相邻轴线上交错布置。在相邻桁架间，
楼层板一端支撑在下一层平面桁架的上弦上，另一端支撑在上一层桁架的下弦上，实现施
工少支撑甚至免支撑。由于交错桁架的结构体系是有预制柱支撑，沿高度交错布置的平面
桁架构成，可以组成平面规则的条形、L 形、槽型、回字形等进深和开间都比较大的建筑。
利用交错桁架与钢框架做的多高层住宅和旅馆相比，用钢量减少 50%。 

图 75：交错桁架结构  图 76：交错桁架钢框架结构 

 

 

 

资料来源：搜狐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建标库，天风证券研究所 

10.1. 主要构件及连接方式 

（1）柱子 

一般采用 H 型钢、方钢管或圆钢管，亦可以采用钢管混凝土或组合截面柱。与普通钢结构
体系不同，这种结构体系的柱仅布置在结构周边，在开间内形成无柱的大空间。布置在结
构周边的柱子作为桁架的支承点，与桁架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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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桁架 

杆件彼此在两端用铰链连接而成的结构。桁架由直杆组成的一般具有三角形单元的平面或
空间结构，桁架杆件主要承受轴向拉力或压力，从而能充分利用材料的强度，在跨度较大
时可比实腹梁节省材料，减轻自重和增大刚度。 

图 77：桁架  图 78：结构平面及三维图 

 

 

 

资料来源：搜狐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建标库，天风证券研究所 

（3）楼板 

在荷载传递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楼板必需具有足够的平面内强度和刚度，能同
时承受相应的水平力和竖向荷载。楼面结构可以采用混凝土现浇楼板、压型钢板组合楼板
或者装配整体式楼板。当楼面有大开洞时，宜采用混凝土现浇楼面或者采取刚性水平支撑
加强。 

（4）斜杆 

防止杆与杆之间产生过大的挠度，增加桁架的整体刚度，使受力可以由整榀桁架共同承担；
在节点处焊接一角钢，减少了杆件的计算长度和长细比，从而增加了杆件的局部稳定性。 

图 79：交错桁架和预制楼板  图 80：交错桁架的组成 

 

 

 

资料来源：土木工程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土木工程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从施工的角度来说，交错桁架结构和普通桁架的施工没有太大的差别。每层桁架可能只有
少许的差别，一般采用工厂制作，现场拼装的方式施工，这样可以快速安装并且不受天气
的影响，加快施工速度。 

（5）连接方式 

桁架与柱连接：1）先将钢桁架置于牛腿上，铺设预制楼板，拧紧节点板与柱子的螺栓，
此阶段牛腿承担全部竖向剪力；2）然后现浇混凝土，新增荷载产生的竖向剪力由牛腿和
节点板共同承担，水平拉力由节点板螺栓传递。 

柱子连接：灌浆套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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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优缺点 

交错桁架结构以木结构、钢结构为主，我国目前用于较多用于公共建筑，住宅项目较少。 

表 15：交错桁架结构体系优缺点 

优点 缺点 

（1）可以在多高层建筑中实现较大的开间和进深，便于布置。 （1）技术成熟度不够 

（2）能抵抗较大的侧向荷载，自重轻，便于安装，降低了地

基于基础的造价。 

（2）结构空间大，其跨中高度 H 较大，给建筑体型带来笨重

的大山头，单层建筑尤难处理 

（4）施工上可标准化生产，施工速度快，施工周期短，投资

回报快。 

（3）侧向刚度小，钢屋架尤甚，需要设置支撑，把各榀桁架

联成整体，使之具有空间刚度，以抵抗纵向侧力，支撑按构造

（长细比）要求确定截面，耗钢而未能材尽其用。 

资料来源：《交错桁架结构体系介绍和应用》，天风证券研究所 

10.3. 代表作品 

美国芝加哥戈弗雷酒店；该项目利用了交错桁架结构建造大跨度空间，共有 221 个客房、
Spa 和健身设施，减轻了结构的自重并缩短了安装的时间。预应力混凝土板在桁架的上下
方布置，同时在上方还有桁架。 

图 81：芝加哥戈弗雷酒店  图 82：芝加哥戈弗雷酒店侧视图 

 

 

 

资料来源：土木工程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土木工程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11.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体系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是新型装配式结构体系，由双面叠合剪力墙、预制叠合梁、预制叠合
楼板、预制外挂凸窗、预制带凸窗飞承重墙、预制楼梯、预制阳台、轻质条板等预制构件，
以及现浇剪力墙、现浇混凝土节点、现浇楼板等现浇部分共同组成。除双面叠合剪力墙与
普通预制剪力墙有较大不同外，其他预制构件与普通装配式剪力墙结构类似。 

11.1. 主要构件和连接方式 

双面叠合剪力墙是由工厂化生产的两片预制混凝土墙板通过桁架钢筋连接成内部带空腔
的预制剪力墙板，在形成的空腔中现场浇筑混凝土形成整体受力的结构构件。 

图 83：双面叠合剪力墙  图 84：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体系 

 

 

 

资料来源：X 技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建科技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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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预制剪力墙是在工厂预制好墙体，现场通过向预留的注浆孔灌注混凝土，相当于用“粘
合剂”将已经建好的墙体和工厂预制的墙体固定在一起。而叠合板式剪力墙的竖向则是通
过在空腔内插筋，然后向空腔内浇筑混凝土，将上下墙体连接成整体，结合面更大。叠合
墙由于其空腔的尺寸比插筋所需要的空间尺寸大很多，因此在安装过程中，叠合墙更便于
施工。由于普通预制墙体的套筒直径较小，调整空间相对有限。同样的时间，安装叠合板
式剪力墙的数量将会是普通预制剪力墙的两倍。 

图 85：新型结构体系施工现场  图 86：混凝土叠合墙板 

 

 

 

资料来源：建筑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双面叠合板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设计研究》，天风证券研究所 

叠合剪力墙不需要套筒或浆锚连接，叠合剪力墙上下、左右连接均为利用现浇层和现浇边
缘构件等，采用插筋连接，施工便捷，无钢筋与套筒精准定位的困难，施工质量便于保证；
同时也规避了专用套筒和灌浆料的高额成本。 

图 87：叠合楼板与叠合墙连接节点  图 88：双面混凝土叠合洞口连梁示意图 

 

 

 

资料来源：《上海某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抗震超限设计》，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上海某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抗震超限设计》，天风证券研究所 

11.2. 优缺点 

双面叠合墙有不同的厚度规格，由于有空腔的存在，同样宽度和高度的墙体重量要比普通
墙轻一半左右。由于普通预制剪力墙竖向钢筋连接的施工速度较慢，因而叠合墙能发挥独
特作用，但目前国内可借鉴的工程经验不多。 

表 16：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体系优缺点 

优点 缺点 

（1）用钢筋混凝土墙板来代替框架结构中的梁柱，承受全部水平和

竖向荷载。侧向刚度大，空间整体性好，水平力作用下抵抗变形的

能力强，抗震性能好。 

（1）墙体较厚，如果做成内墙，不容易满足大空间需

求的房间，空间改造麻烦。 

（2）房间内不会露梁柱，整齐美观，不影响使用。正是由于空腔的

存在，同样体积的墙体，混凝土量更少，材料用量省，规模生产造

价更低。 

（2）理论计算方法比较复杂，尤其是剪力墙为了放置

门窗或者是设备的安装，如通风口、排气扇等需要开洞，

且构件标准化比较困难。 

（3）墙体较厚，如果作为外墙，有较好的保温功能  

资料来源：搜狐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11.3. 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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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新区宝业万华城：由宝业集团负责承建，通过结构优化，将剪力墙全部布置在建
筑外围。内部空间无任何剪力墙和结构柱。用户可以根据不同需求对室内空间进行灵活分
割。 

沈阳保利云禧项目：所应用的叠合墙在东北地区尚属首例。为保证生产、运输、安装过程
中构件破损率降至最低，项目在叠合墙总厚度上选择 250mm 厚，单页墙厚达 60mm。 

图 89：上海浦东新区宝业万华城 23 号楼  图 90：沈阳保利云禧 

 

 

 

资料来源：房天下，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365 淘房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12. 风险提示 

相关政策推广不及预期；部分体系技术仍存缺陷；消费者接受需要一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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