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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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筑装饰 

  

证券研究报告 

2020年 02月 21日 

投资评级 

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维持评级) 

上次评级 强于大市 

 

作者   

唐笑 分析师 
SAC执业证书编号：S1110517030004 
tangx@tfzq.com 

岳恒宇 分析师 
SAC执业证书编号：S1110517040005 
yuehengyu@tfzq.com 

肖文劲 分析师 
SAC执业证书编号：S1110519040001 
xiaowenjin@tfzq.com  
 

 

资料来源：贝格数据 

  
相关报告 

1 《建筑装饰-行业点评:钢结构特性体
现在疫情防治中，各公司高增长低估值
凸显价值》 2020-02-11 

2 《装配式建筑是如何建成的？——主
流体系参数全解析》 2020-01-30   

 

行业走势图 

十问装配式建筑-体系差异、政策脉络和经济适用性 
 

装配式建筑 11种体系之间的关系？ 

根据主要结构构件，装配式建筑可分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装配式钢结构和装配
式木结构建筑。其他建筑体系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限，一建筑可以包含多种体系，
具体可以参考《装配式建筑是如何建成的？——主流体系参数全解析》一文。 

这些体系中，哪些在住宅中应用较多？ 

各种装配式住宅体系使用频率主要与开发商和消费者两者有关，开发商较注重住宅
开发的政策、成本、消费者接受程度、建造周期等，消费者较注重住宅的质量、价
格、隐私性等。综合起来，装配式剪力墙高层体系、全装配式低层体系应用较多。 

主要上市和相关公司都擅长哪些体系？ 

根据上述公司公开的专利和其他项目产品信息，擅长 PC、PS、剪力墙体系的公司最
多，钢结构公司在建造大型公共设施时会采用主次框架、交错桁架结构来增加空间，
各个公司之间掌握的技术略有区别。中建科技披露其擅长的建筑体系最多，远大住
工在预制装配式领域有已 20余年经验，研究广泛。 

南京曾叫停 PC装配式暴露出 PC结构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构件连接部位是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薄弱环节，处理不当就会形成安全隐患，还可
能发生渗漏和结露。目前竖向装配结构受力体系连接不成熟，但还是有解决方法。
除了套筒灌浆技术，在实务中比较好的替代方式如使用外墙挂板体系，将装配式和
现浇相结合。目前新建的装配式住宅仍以 PC结构为主。 

钢结构高层住宅为什么比例很低？ 

钢结构高层住宅比例低主要是因为：（1）我国混凝土发展较早且成本方面具备优势，
围护链条完善。（2）装配式建筑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问题，总包制度制约了企业在
钢结构方面的发展。（3）钢结构天然振动传音较明显，钢结构住宅接受程度不高。 

为什么 2019年政策开始强调钢结构装配式？ 

2019年住建部很多政策和推广钢结构有关。我们认为，在政策和自身特性下，装配
式钢结构住宅体系在农村大有可为。其次，在 PC 结构竖向套筒灌浆技术尚存在安
全隐患的问题下，城市也应该适当增加钢结构公共建筑和住宅的比例。钢结构对于
解决钢铁过剩产能也有一定帮助。 

预制率、装配率是什么？，不同预制率的建筑一般都预制了哪些部分？ 

在不同业态、不同预制率的住宅中，选择哪些构件进行预制的装配率是不同的。即
使是现浇的建筑，采用装配式的楼梯、阳台、空调板也能达到 15%左右的装配率。
国家标准规定装配式建筑预制率不低于 20%。以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为例，预
制率达到 30%一般会再增加叠合楼板，达到 40%一般再增加外墙板。 

装配式为什么贵？贵多少？有没有比现浇便宜的？ 

从掌握的案例来看，装配式钢结构较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略贵，装配式混凝土剪力
墙高层住宅又比现浇贵。但交错桁架结构、全装配式低层住宅结构体系等装配式体
系的建造成本有可能比现浇便宜。从目前的掌握的数据来看，装配式成本正向现浇
靠拢，我们认为 PC 成本更低更具有推广意义，而钢结构则需要客观条件的进一步
成熟。 

为什么地产商纷纷开始采用装配式，且以保障房、人才公寓居多？ 

相应国家和各地方政府的政策要求，为了执行落实这些政策，土地出让合同上就要
求兴建装配式。但是由于成本原因，地产商将装配式运用于商品房住宅的意愿较低。
由于保障房大规模建设、户型标准化程度相对高，使用同一构件的数量多，有利于
提高保障房质量和性能、缩短建设工期。保障房量大，可以摊薄当地建设成本、节
约资源能源。 

未来装配式会在哪些区域发展较好？ 

由于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以上的城市多集中于大城市群内，因而受政策等各方面影
响，未来装配式建筑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及其他省份的省会城市
政策推动效应较为明显，发展前景较好。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达预期；目前部分装配式体系技术存在缺陷，较难大规模推
广；消费者接受程度难以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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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快速发展，《装配式建筑是如何建成的？——主流
体系参数全解析》一文中提到了各类装配式建筑的预制构件、连接方式、优缺点等。这次
针对投资者关心的装配式建筑发展现状，我们总结了十个主要问题，更细致地回答投资者
关注的政策情况、经济适用性、主要企业对装配式各体系的运用情况等，以便解答大家的
疑惑。 

1. 装配式建筑 11种体系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 1 月 30 日报告《装配式建筑是如何建成的？——主流体系参数全解析》中详细阐
述了 11种装配式建筑主流体系，下图反映了这十一种主流体系之间的具体关系： 

图 1：装配式建筑 11种体系关系 

 
资料来源：预制建筑网、BIM建筑网、《绿色装配式钢结构建筑体系及实践分析》，天风证券研究所 

根据主要结构构件，装配式建筑可分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装配式钢结构和装配式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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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筑。装配式混凝土和钢结构组合形成钢-混凝土结构体系。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独有预应
力结构体系和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体系；混凝土和钢结构中若使用了剪力墙或主次框架则
可以细分为装配式剪力墙高层住宅体系或主次框架结构体系；钢结构和木结构中若使用了
交错桁架则可细分为交错桁架结构体系；三者若为全装配式、低层住宅则有全装配式低层
住宅体系，若使用模块则可细分为模块化结构体系。 

不过，以上建筑体系并没有严格的分界限，一个建筑可以包含多种体系，具体可以参考《装
配式建筑是如何建成的？——主流体系参数全解析》一文。 

2. 这些体系中，哪些在住宅中应用较多？ 

各种装配式住宅体系使用频率主要与开发商和消费者两者有关： 

1）开发商：较注重住宅开发的政策、成本、消费者接受程度、建造周期等。装配式混凝
土政策推广较早，且装配整体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发展时间较早，技术较成熟，因而是目
前我国高层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主流体系。而预应力混凝土、双面叠合剪力墙、木结构等
不仅对产品本身质量、制作人员及机器的要求较高，价格也相对昂贵。但预应力混凝土、
双面叠合剪力墙侧向刚度大，水平力作用下抵抗变形的能力强，抗震性能更好，原有 PC

工厂流程改造不大，因此更多在非住宅试点项目中运用。 

2）消费者：较注重住宅的质量、价格、隐私性等。目前消费者对装配式建筑还处于认识
阶段，更容易接受与现浇住宅相似的装配式混凝土住宅。主次框架结构、交错桁架结构、
钢结构在展厅等大空间建筑中更常见，但运用于住宅时消费者会担心住宅的隔音保温效果
等，因而对此类装配式住宅接受程度较低。对于在乡村、山区或海边地带，对隔音要求不
高，强调抗震和易用的底层房屋也多用全装配低层装配式住宅体系。 

所以综合起来，装配式剪力墙高层住宅体系、全装配式低层住宅体系应用较多。 

表 1：主要体系在住宅中的应用 

体系名称 使用频率 原因 代表项目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 最多 
开始时间较早，技术较成熟，同时能综合满足结构力学性能和建筑

防水、保温等物理功能的要求。 

龙湖·春江郦城项目 

尖山印象公租房项目 

北京万恒家园 

郑州中建观湖国际 

全装配式低层住宅体系 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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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流行。 

晋马绿宅 

通州宋庄文化产业园

乡村别墅 

木结构 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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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造价远高于混凝土，而且没有大梁承重，

适合做一些低层建筑。 

北京市都市绿海农业

观光园别墅工程 

钢-混凝土结构体系 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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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济宁市宜和小

区 

双面叠合剪力墙结构体系 较少 
预制薄板在运输、安装中易损坏，施工中组装固定较困难，现场浇

筑量较大，相对增加了成本 
上海宝业万华城 

钢结构体系 较少 
钢结构自重轻且没有预制 PC构件竖向连接方面的安全隐患，但住

宅隔音差，客户接受程度不高 

万郡大都城项目 

合肥绿洲凤栖苑 

预应力结构体系 基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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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次框架结构体系 基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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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没有此类需求。 
/ 

交错桁架结构体系 基本无 受力性能较低、更适用于展厅等大空间建筑。 / 

资料来源：1月 30日报告《装配式建筑是如何建成的？——主流体系参数全解析》，预制建筑网、BIM建筑网、《绿色装配式钢结构建筑体系及实践分析》，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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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装配式剪力墙高层住宅体系  图 3：全装配式低层住宅体系 

 

 

 

资料来源：远大住工，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新浪地产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4：钢-混凝土结构体系  图 5：钢结构体系 

 

 

 

资料来源：杭萧钢构，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房天下，天风证券研究所 

3. 主要上市和相关公司都擅长哪些体系？ 

根据各个公司所拥有的专利技术和年报、官网中所披露的产品体系，我们总结了国内市场
主要建筑公司所擅长的装配式建筑体系（由于信息有限，下表不完全代表公司所有擅长的
体系）： 

表 2：主要公司专利和其他信息 

公司名称 专利 其他信息 

中建钢构 

一种钢板剪力墙的制作方法及其临时支撑结构 

一种双曲弧形大跨度钢桁架及其制作方法 

一种模块化内隔墙板 

香港环球贸易广场基于装配式钢结构制作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基于主次框架结构制作 

杭萧钢构 

使用预制钢骨混凝土的组合梁 

一种钢梁与钢筋桁架楼承板组成的组合梁及其施工方法 

钢管束组合剪力墙结构住宅体系 

万郡大都城项目是基于钢结构剪力墙制作的 

乌鲁木齐巴哈尔路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是基

于装配式钢结构制作的 

鸿路钢构 
一种整体装配式建筑系统 

连续大跨度钢结构支座滑移监测系统软件 

“一体化装配式高层钢结构住宅成套技术”，

“高端智能车库存取技术”，“装配式低层住宅

集成技术”等三大技术体系 

天津 117大厦基于主次框架结构制作 

东南网架 
一种防屈曲钢板剪力墙抗侧承载力预测方法 

一种桁架式多腔体钢板组合剪力墙耐火极限计算方法 

拥有大跨度空间钢结构、高层重钢结构、轻钢

结构、金属屋面系统和钢结构住宅等系列产品 

精工钢构 
一种方钢管组成的多腔钢混组合剪力墙 

一种 Y字型变截面弯扭箱型桁架结构及其制作方法 

PSC住宅、公寓、学校、医院、办公楼体系五

大产品体系，该体系兼顾了钢结构和混凝土两

种结构材料的优点。 

富煌钢构 
一种装配式建筑壁式框架支撑结构 

一种装配式钢管混凝土壁式框架建筑集成结构 

主要产品包括重型钢结构、轻型钢结构和实木

复合门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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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国际 后张预应力装配式混凝土叠合梁钢筋结构及其设计方法 
香港新机场客运大楼基于交错桁架结构体系

制作 

远大住工 

混凝土预制件的养护窖及养护系统 

一种复合式叠合楼盖 

预制叠合装配整体式管廊技术 

独特智能制造管理系统 PC-CPS 

一种活动台模先张法预应力预制构件生产方法及设备 

别墅项目“枫丹白露”为全装配式低层住宅体

系 

远大方舟宾馆为模块化结构体系 

中建科技 

用于仿古建筑的木结构装配式楼梯及其装配方法 

一种预应力梁柱接缝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叠合剪力墙 

推进产品体系创新，形成了十大产品体系 

筑友智造科技 

一种预制梁成型模具 

一种剪力键槽成型装置及模具 

低层装配式建筑专利体系 

长沙绿地城际空间站是根据装配整体式剪力

墙结构制作的 

恒通科技 
多层复合木塑建筑模压板全自动生产设备与工艺 

建筑砂浆及其制备方法和纤维水泥墙板 

北京市都市绿海农业观光园别墅工程是根据

装配式木结构制作的 

建工材料 
一种平面矩阵式 PC构件制造装置 

一种用于防止放张拉应力破坏的 U型梁模具及 U型梁制备方法 

宝山顾村住宅项目是根据装配式高层剪力墙

住宅结构制作的 

资料来源：各公司年报，各公司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根据上述公司公开的专利和其他项目产品信息，我们认为各个公司在以下体系中技术较为
成熟：其中擅长 PC、PS、剪力墙体系的公司最多，钢结构公司在建造大型公共设施时会采
用主次框架、交错桁架结构来增加空间。其中中建科技披露的擅长的建筑体系较多，并以
工程总承包模式中标、建造了深圳长圳百万平米装配式建筑人才安居工程、深圳坪山 15

万平米的装配式会展中心项目等，成为我国装配式建筑领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全
国首批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远大住工在预制装配式领域有已 20余年经验，是最早采用
PC装配式的建筑公司，研究的产品体系较广泛。 

表 3：主要公司擅长体系 

公司名称 擅长体系 

中建钢构 PS、剪力墙、主次框架、交错桁架、模块化 

杭萧钢构 PS、剪力墙、主次框架、钢混、交错桁架、全装配式 

鸿路钢构 PS、主次框架、交错桁架、全装配式 

东南网架 PS、剪力墙、交错桁架 

精工钢构 PS、剪力墙、主次框架、钢混、交错桁架 

富煌钢构 PS、主次框架、钢混、交错桁架 

中国建筑国际 PC、PS、剪力墙、主次框架、交错桁架、预应力 

远大住工 PC、PS、剪力墙、双面叠合剪力墙、模块化、全装配式、交错桁架 

中建科技 PC、PS、剪力墙、主次框架、钢混、预应力、双面叠合剪力墙、交错桁架、模块化、全装配式 

筑友智造科技 PC、剪力墙、全装配式 

恒通科技 木结构、PC、剪力墙、全装配式 

建工材料 PC、剪力墙、预应力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4. 南京曾叫停 PC装配式暴露出 PC结构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根据腾讯网报道，2018 年中南京市质监站称：按照市建委要求，南京所有项目报图审时，
装配式建筑不采用竖向受力构件（即框架柱、剪力墙）；正在进行图审的项目，要调整为
没有竖向受力构件报审；已经通过图审项目，建议进行设计变更，变更为没有竖向受力构
件再次图审。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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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要求迅速引发了行业对 PC 结构稳定性的争论。因为竖向受力构件的连接主要采用了
钢筋套筒灌浆技术--指带肋钢筋插入内腔为凹凸表面的灌浆套筒，通过向套筒与钢筋的间
隙灌注专用高强水泥基灌浆料，灌浆料凝固后将钢筋锚固在套筒内实现针对预制构件的一
种钢筋连接技术。全套筒灌浆用于装配式建筑中的梁钢筋，螺纹套筒在施工中能节约大量
钢筋，但在装配式建筑中，在预制墙板没有办法拧螺丝，所以产生了半灌浆套筒连接，即
直螺纹套筒和灌浆套筒连接。 

构件连接部位是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薄弱环节，处理不当就会形成安全隐患，还可能发生
渗漏和结露，解决构件的连接及防水、保温问题并确保其可靠性、耐久性，历来是技术关
键。 

图 6：全套筒灌浆连接  图 7：半套筒灌浆连接 

 

 

 

资料来源：产权大管家，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产权大管家，天风证券研究所 

目前竖向装配结构受力体系连接技术，即套筒灌浆不成熟，主要表现为： 

1）国内生产的钢筋规格较细（大多低于 36mm，而国外标准普遍要求在 40mm以上），从
而需要多孔多钢筋才能保证结构质量，这加大了预制构件的制造难度。当预制构件制作工
艺不精湛以致钢筋无法插入空隙孔中时，工人现场施工会拔掉部分钢筋来浇筑，这种方式
存在结构上的安全隐患。 

图 8：灌浆套筒在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中的位置  图 9：预制构件钢筋偏位 

 

 

 

资料来源：装配式建筑 360，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筑龙 BIM，天风证券研究所 

2）国内施工时主要还是依靠工人手工操作，很少看到工厂化的影子，灌浆套筒的无收缩
灌浆料，可能会产生部分灌浆套筒内的灌浆料不饱满、灌浆接头工艺检验不过关等问题，
灌浆时如果空气不能排出会产生气泡，质量无法保证。 

3）我国建筑工人以农民工为主，而发达国家如德国等国的建筑工人要接受三年以上职业
教育培训才能上岗，因而对于我国农民工来说较难达到较高的技术操作要求。 

4）一般来说，传统的建筑工地会尝试做一些样品来检测结构性能，但装配式建筑由于结
构特性很难有样品。灌浆料密实度无有效检测手段，灌浆料质量在市场上良莠不齐，如果
检测必须做破损试验，但破损试验后又需重新进行结构加固，这样对结构安全十分不利。 

图 10：灌浆时空气未排出  图 11：观察套筒灌浆流动路径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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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产权大管家，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如何看待并保证装配式建筑的灌浆技术》，杜常岭，李营，天风证券

研究所 

关于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连接特别是套筒灌浆连接，《如何看待并保证装配式建筑的灌浆技
术》一文中杜常岭和李营先生认为灌浆检测和技术耐久性问题有下列解决方法： 

表 4：套筒灌浆连接问题和解决方法 

主要问题 解决方法 

灌浆检测问题 

1、灌浆作业从下口灌浆、上口出浆，上口出浆就意味着灌浆套筒满了，这本身就是检测手段。 

2、灌浆料不是普通的高强度砂浆，而是带有微膨胀特性的专用浆料，只要灌浆饱满，密实度不应当存在问

题。 

3、使用符合规范要求的灌浆料，在保证堵缝严密、上口出浆的情况下，不会出现不饱满的现象。 

4、日本人为研究灌浆的合理工艺，做成可视的 1:1构件接缝模型（见图 11），观察灌浆浆料的流动路径、

排气情况和饱满度情况，由此制定正确的灌浆作业规程，以避免出现灌浆不饱满的现象，实践证明这种方

法是可靠的。 

灌浆技术耐久

性问题 

1、如果灌浆料和灌浆作业符合规范要求，耐久性就不会有问题。因为水泥与水化合形成的水泥石的强度在

使用寿命期内还会略有上升，况且灌浆料是在套筒内硬化膨胀的，不是裸露在自然环境当中。 

2、日本已经普遍将灌浆技术应用在寿命百年以上的建筑中，而我国大多数的建筑设计使用年限才 50年。

可以推断，灌浆技术本身的耐久性不成为问题。 

资料来源：《如何看待并保证装配式建筑的灌浆技术》，杜常岭，李营，天风证券研究所 

除了套筒灌浆技术，在实务中比较好的替代方式是现浇和装配式结合，即保证结构抗震性
能的关键受力部位不适合采用预制，而应采用现浇。地下室、剪力墙结构下部加强部位的
剪力墙、框架结构首层柱都应使用现浇。 

外墙挂板体系在内墙用大模板以混凝土浇筑，墙体内配钢筋网架；外墙挂预制混凝土复合
墙板，配以构造柱和圈梁。外墙挂板竖向受力结构采用现浇，便于施工，加快进度，提高
了建筑的工厂化加工，确保工程质量和不降低抗震能力的前提下节省建设投资。 

图 12：外墙挂板体系 

  

资料来源：预制建筑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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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视镜的角度来看，该事件对 PC装配式的推广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19年的政策
开始多处提及钢结构装配式的推广。但是技术上仍未能解决竖向受力连接问题，且目前新
建的装配式住宅仍以 PC结构为主，PC装配式的发展依旧如火如荼。 

5. 钢结构高层住宅为什么比例很低？ 

我国现阶段装配式建筑中 PC结构占据主要位置，其次为钢结构。以住建部 2016年发布的
119项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为例，PC结构项目为 41项，占比 35%；钢结构 19项，占比 16%；
木结构为 4项，其余为部品部件生产项目。 

图 13：住建部 2016年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  图 14：中国装配式混凝土新建面积（百万平方米），2013-2023（预测）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远大住工招股书，天风证券研究所 

近两年来，装配式建筑发展速度较快，2018年全国新开工装配式建筑 2.9亿平方米，同比
2017年增长 81%，但钢结构建筑和钢结构住宅的占比仍然较低。钢结构作为装配式建筑的
一种重要的结构形式，实际上在装配式建筑当中所占的比例仅为 30%左右，且大部分钢结
构装配式建筑都是公共建筑，住宅占比不到 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表 5：20个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在建钢结构工程统计（万平方米）  

年度 新建建筑面积 
其中钢结构建筑 钢结构住宅 

面积 占比 面积 占比 

2017 82033.94 1932.06 2.3 160.94 0.2 

2018 96476.87 2104.84 2.2 275.04 0.3 

资料来源：《2019中国钢结构建筑行业报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钢结构高层住宅比例低主要是因为： 

1）我国混凝土发展较早且成本方面具备优势，钢结构住宅的发展还没有产生规模经济效
应。一般装配式钢结构的开发成本尚且较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高约 15%（见表 14），相交钢
筋混凝土肯定还要高。且钢结构的配套围护和装饰体系比混凝土少，配套链条尚不完善。 

2）装配式建筑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问题，总包制度制约了企业在钢结构方面的发展。目
前，许多钢结构公司只具备钢结构专业承包资质，很多以钢结构为主的工程，还须由土建
公司总承包，因此钢结构公司很难有话语权。据建筑时报统计，截至 2018 年底，全国施
工总承包特级企业资质数量达 788个，未包括钢结构公司。在新版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
准征求意见中，施工总承包企业申请特级资质应具备以下条件，钢结构公司能够满足的屈
指可数： 

表 6：施工总承包企业申请特级资质具备条件 

主要问题 要求 

企业资信能力 
企业净资产 6亿元以上，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近 3年营业收入均在 50亿元以上、银行授信额度均在 10亿元以上、未被列入行贿犯罪档案 

企业技术负责人 
具有 15年以上从事本类别工程技术管理经历、工程序列高级工程师或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主持完成过 2项符合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标准要求的代表工程 

科技进步水平 企业须具有省部级（或相当于省部级水平）及以上的企业技术中心、近 3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均达到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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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 0.8%以上 

企业建筑工程 

企业近 5年承担过下列任意 3类工程的施工总承包或主体工程承包且工程质量合格：高度 120米以上的建

筑物，钢筋混凝土结构单跨 30米以上（或钢结构单跨 36米以上）的建筑工程 2项，以工程总承包方式承

建的单项合同额 5亿元以上的建筑工程，高度 60米以上的预制装配式建筑工程。 

资料来源：《新版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征求意见》，天风证券研究所 

2015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北京东方诚国际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等 27 家钢结
构企业开展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试点的通知》，决定在杭萧钢构有限公司等钢结构企业开
展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试点，核发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证书（包括企业注册资本
金 5000万元以上，企业净资产 6000万元以上；近 3年最高年工程结算收入 2亿元以上等），
部分钢结构公司至此才有了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 

且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的具体定位和推广依赖于住建部所拥有的话语权，现任住建部 7位
主要领导中，两位有在大型总包公司任职的经历，中国建筑业协会第三批专家委员也仅有
三人专业为钢结构，大多数专家都是总包单位或是研究混凝土结构出身。  

图 15：中国建筑业协会专家委员专业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建筑业协会，天风证券研究所 

3）钢结构的住宅梁柱主体一般采用 H 型钢，钢结构天然容易固体传声，所以振动传音较
明显，隔墙以轻钢、龙骨、石膏板为主，传音问题较难解决。轻钢结构房屋由于受力构件
自重较轻，且中间基本上为中空结构，很容易形成鼓膜效应。加上一些防护材料的防火性
能还未能达标，市场上对钢结构住宅接受程度不高。 

图 16：钢结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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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铁建地产营造社，天风证券研究所 

6. 为什么 2019年政策开始强调钢结构装配式？ 

政策原因对于装配式钢结构的发展及其重要，国家对钢结构的政策从节约用钢、合理用钢
转向鼓励用钢，这为钢结构建筑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2019年至今我国推广钢结构的政
策如下： 

表 7：2019年我国钢结构主要政策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2019.02.05 
中国建筑业协

会 

《中国建筑业协会2019年

工作要点》 

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以构建新时期建筑产业现代化经济体系为主

线，以发展新型建造方式为重点，深入推进建筑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大力发展钢结构等装配式建筑，组织开展各类装配式技术交流活动，

加快装配式建筑技术团体标准编制工作。 

2019.03.11 住建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

市场监管司2019年工作要

点》 

开展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试点。选择部分地区开展试点，明确试点

工作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稳步推进试点工作。推动试点项目落地，

在试点地区保障性住房、装配式住宅建设和农村危房改造、易地扶

贫搬迁中，明确一定比例的工程项目采用钢结构装配式建造方式，

跟踪试点项目推进情况，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推动建立成熟的钢结构

装配式住宅建设体系。 

2019.05 
中国建筑金属

结构协会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钢

结构分会2019年工作要点 

积极投入到一带一路、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中，积极发展裝式建筑技术，推出具有市场广阔应用前景和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装配式钢结构建筑体系和钢结构住宅体系，引领市场

消费，推动钢结构建筑在我国的大面积推广和使用。 

2019.12.23 住建部 
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

会议 

大力发展钢结构等装配式建筑，积极化解建筑材料、用工供需不平衡

的矛盾，加快完善装配式建筑技术和标准体系。 

开展钢结构装配式农房建设试点。 

2019 

青海、四川、河

南、山东、湖南、

浙江、江西 

《推进钢结构装配式住宅

建设试点方案》 

提出钢结构住宅的试点目标及范围、主要任务和政策支持，并且住建

部同意各省批复，以期尽快探索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钢结构装配式

住宅建设推进模式。 

2020.02.08 住建部、卫健委 

《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应急救治设施设计导

则（试行）的通知》 

结构形式选择应当因地制宜，方便快速加工、运输、安装，优先考虑

轻型钢结构等装配式建筑。 

资料来源：住建部，《2019中国钢结构建筑行业报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表 8：2019年我国钢结构主要行业标准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行业标准 

2019.05.17 住建部 《轻型模块化钢结构组合房屋技术标准》 

2019.06.18 住建部 《装配式钢结构住宅建筑技术标准》 

资料来源：住建部，天风证券研究所 

2019年推广装配式钢结构的原因在于： 

1）钢结构全装配式住宅体系在农村或偏远郊区有独一无二的优势。第一，钢材相对于混
凝土重量轻，运输较为方便，部分农村公路等级较低难以承受运输混凝土墙板的卡车（高
层钢筋混凝土建筑物的自重在 1.5-2.0t/m2左右，高层建筑钢结构自重大多在 1.0t/m2以下，
且钢结构运输半径是 PC结构的 5倍）。第二，钢结构干作业施工更为方便，不需要打地基，
同时也能做到完全的螺栓连接，技术要求不高，而预制混凝土连接需要难度较大的灌浆套
筒技术。第三，虽然钢结构具有易腐蚀、隔音差等问题，但对于农村低层住宅而言影响不
大。钢结构具备的抗震性好、建造周期短等优点，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最后一年，推广钢
结构对脱贫有较大帮助。因而住建部在 2019 年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也多次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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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了开展钢结构装配式农房建设试点。 

2）钢结构于混凝土结构越来越具有替代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钢结构污染治理成
本较低，土建项目在施工现场产生的粉尘较多，是可吸附颗粒物的重要来源之一。第二，
国家为了环保而开始控制水泥的产量，进而导致水泥成本上升（2019 年水泥价格指数是
2017 年的 1.6 倍），钢材价格反而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预制混凝土结构原材料成本
上升。第三，由于建筑业是一个劳动力聚集型行业，劳动力成本在土建项目里的占比较高，
钢结构现场施工周期较混凝土结构短，劳动力成本较低。 

图 17：全国水泥价格指数走势   图 18：螺纹钢期货现货价格走势（元）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3）目前市场上采用装配式预制混凝土结构的住宅占比已经较高，但套筒灌浆工艺存在安
全性能不完善的问题，在快速发展中需要重新放慢脚步去论证。钢结构采用焊接、螺栓连
接，不存在安全方面的问题，同时钢结构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不再是一个新型的建筑结
构，大部分设计院目前都有钢结构设计人员，这就为钢结构的普及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
此政府开始从政策上引导装配式钢结构的发展。这次应对疫情也证明在一些公共建筑的建
设上钢结构的优势十分明显。 

4）自 2015年末实施供给侧改革后，钢材社会库存量仍处于高位，推广具有市场广阔应用
前景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装配式钢结构建筑体系和钢结构住宅体系可以解决过剩产能，
引导市场消费，推动钢结构建筑在我国的大面积推广和使用。下表和下图反映了我国近年
来钢结构企业的产量及社会钢材库存总量： 

表 9：2014-2018年产量完成 5万吨以上的钢结构企业 

项目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完成产值超过 50亿元的企业数量 8 4 6 7 12 

完成产量超过 30万吨的企业数量 9 11 10 9 12 

完成产量超过 10万吨的企业数量 25 33 29 34 41 

完成产量超过 5万吨的企业数量 36 53 54 54 60 

资料来源：《2019中国钢结构建筑行业报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从上表可以发现，近年来完成产量超过 5 万吨、10 万吨、30 万吨的钢结构企业数量不断
在增加，说明我国建筑用钢量在逐年增加。对去掉社会上钢材库存有一定帮助。 

图 19：钢材社会库存总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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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因此我们认为，在政策和自身特性下，装配式钢结构住宅体系在农村大有可为。其次，在
PC 结构竖向套筒灌浆技术尚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下，城市也应该适当增加钢结构公共建
筑和住宅的比例。 

7. 预制率、装配率是什么？不同预制率的建筑预制了哪些部分？ 

预制率是表示装配式建筑室外地坪以上主体结构和围护结构中预制部分的混凝土用量占
对应构件混凝土总用量的体积比。 

装配率则表示装配式建筑中预制构件、建筑部品的数量（或面积）占同类构件或部品总数
量（或面积）的比率。 

《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 51129-2017中定义的装配率计算公式如下： 

𝑃 =
𝑄1 + 𝑄2 + 𝑄3
100 − 𝑄4

× 100% 

式中：𝑃——装配率；𝑄1——主体结构指标实际得分值；𝑄2——围护墙和内隔墙指标实际
得分值；𝑄3——装修与设备管线指标实际得分值；𝑄4——计算项目中缺少的计算项分值综
总和。 

表 10：装配式建筑计分表 
 

评价项 评价要求 评价分值 最低分值 

主体结构（50分） 
柱、支撑、承重墙、延性墙板等竖向构件 35%≤比例≤80% 20-30 

20 
梁、板、楼梯、阳台、空调板等构件 70%≤比例≤80% 10-20 

围护墙和内隔墙（20分） 

非承重围护墙非砌筑 比例≥80% 5 

10 围护墙与保温、隔热、装饰一体化 50%≤比例≤80% 2-5 

内隔墙非砌筑 比例≥50% 5 

内隔墙与管线、装修一体化 50%≤比例≤80% 2-5  

装修和设备管线（30分） 

全装修 / 6 6 

干式工法楼面、地面 比例≥70% 6 

/ 
集成厨房 70%≤比例≤90% 3-6 

集成卫生间 70%≤比例≤90% 3-6 

管线分离 50%≤比例≤70% 4-6 

资料来源：《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 51129-2017，天风证券研究所 

在不同业态、不同预制率的住宅中，选择哪些构件进行预制的成本是不同的，下表从房地
产开发项目角度，以上海项目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列出来叠加别墅、洋房、高层三种业
态不同预制率下的主要单体构件经济性组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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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不同业态、预制率下的主要单体构件 

业态 主要单体构件 

叠加别墅 

（1）叠加别墅预制率 15%，只做外围护构件（外墙板、阳台板），即可满足 PC率要求。 

（2）叠加别墅的楼梯标准化不强，因此在预制率 30%、40%时选择了叠合楼板构件。 

（3）预制率从 30%增加到 40%，外墙板的比例增加，由 63%增加到 72%。 

洋房 

（1）洋房预制率 15%，只做外围护构件（外墙板、阳台板）和楼梯，即可满足 PC率要求。 

（2）预制率从 15%增加到 30%，由于叠合楼板的价格优于外墙板，因此选择增加叠合楼板。 

（3）预制率从 30%增加到 40%，外墙板的比例增加，由 58%增加到 68%。 

高层 

（1）预制率 15%，只做外围护构件（外墙板、阳台板）和楼梯，即可满足 PC率要求。 

（2）预制率从 15%增加到 30%，由于叠合楼板的价格优于外墙板，因此选择增加叠合楼板。 

（3）预制率 30%增加到 40%，外墙板的比例增加，但由于高层可均衡空间较大，因此外墙比例增加不多，由

56%增加到 58%。 

资料来源：装配家园，天风证券研究所 

即使是现浇的建筑，采用装配式的楼梯、阳台、空调板也能达到 15%左右的装配率。《工
业化建筑评价标准》GB/T 51129-2015 中规定装配式建筑预制率不低于 20%，各地预制率
的计算方法和标准略有差别。以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为例，预制率达到 30%一般增加
叠合楼板，达到 40%一般增加外墙板。 

图 20：部分 PC构件产品及各自的安装位置 

  

资料来源：远大住工招股书，天风证券研究所 

8. 装配式建筑为何造价贵？有可能比现浇方式便宜吗？ 

装配式建造方式的成本相比传统现浇方式有增有減，要视结构形式、技术体系、抗震设防
水平、预制率、管理水平、项目规模等具体情况而定，不能笼统地说装配式建筑的成本高
或者低。具体来说装配式建筑成本增加部分主要包括：预制构件产品和运输费、现场安装
吊装费、大型机械租赁费、墙板和楼板拼缝处理及相关材料费用。成本減少部分主要包括：
钢筋和混凝土工程都在预制构件厂进行，減少了现场砌筑费用，減少了劳动力成本，还减
少了现场支撑和模板费。 

（1）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体系案例一 

大部分装配式建筑造价较现浇高，根据《装配式建筑综合效益分析方法研究》论文中的沈
阳某项目实例测算，如果考虑一定运费，目前装配式建筑（以 PC为例）造价高出现浇 20%

左右。该项目为框架-剪力墙结构住宅楼，其中 1号为装配式建筑，基础至三层采用现浇式，
4-17层为装配式；3号楼为纯现浇建筑。装配式建筑在土建部分，尤其是竖向构件方面造
价较现浇高，大部分来源于竖向钢筋连接的成本、预制外墙与现浇构件连接处的成本增加。 

表 12：现浇建筑与装配式建筑造价对比 

项目名称 3号楼 1号楼 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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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价/元 单价/（元·m-1） 合价/元 单价/（元·m-1） （元·m-1） 

土建部分 1041882.62 1722.06 4426384.42 2513.22 791.16 

（1）平行构件 245270.89 1714.82 1597254.89 2339.41 624.59 

（2）竖向构件 796611.73 1724.31 2829129.53 2623.26 898.95 

装饰装修部分 4669211.18 874.53 3653266.72 684.25 -190.28 

安装部分 2322309.36 434.96 2273372.92 425.80 -9.17 

合计 8033403.16 1604.63 10353024.1 1939.09 334.46 

资料来源：《装配式建筑综合效益分析方法研究》，天风证券研究所 

（2）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体系案例二 

根据亚泰集团张建国等 2017年分析结果显示现浇及装配率分别为 20%、40%、60%的建
筑每平米建造成本分别增加 11.1%、30%、33.8%，但装配率提升人工费用占比逐渐下降。
如下表所示，该项目为沈阳某装配式剪力墙住宅项目，1#、2#、3#楼装配率分别达到 20%、
40%、60%。 

表 13：剪力墙住宅不同装配率住宅估算参考价 

类别 传统现浇 装配式 

1# 2# 3# 

装配率（%） 0 20 40 60 

人工费（元/平方米） 211 183 152 135 

材料费（元/平方米） 672 814 1154 1300 

机械费（元/平方米） 32 46 23 15 

措施费（元/平方米） 62 59 41 37 

管理费（元/平方米） 258 270 235 166 

合计 1235 1372 1605 1653 

装配式较现浇成本增加（%） - 11.10 30.00 33.80 

人工费占比 17.10 13.30 9.50 8.20 

资料来源：亚泰集团，天风证券研究所 

这主要有几方面原因： 

1）由于目前国內预制构件的标准化较低、规格尺寸多，预制构件的生产未实现规模化采
购、规模化生产和规模化运输，采用散装运输方式的效率低。 

2）预制构件标准化程度不同，构件费用高。大部分厂家依然停留在楼梯、楼梯板等水平
预制构件的生产上，竖向构件如墙板生产不多，这都造成了预制厂家在设备投入上的资金
压力过大，同时就带来了预制构件在设备摊销上的成本增加。因此可以看到，从 20%的预
制率到 40%的预制率时，成本大幅提高。 

3）目前设计、生产、施工一体化程度低等。装配式供应商作为总包方设计可以降低成本。 

（3）装配式混凝土和钢结构消耗定额比较 

住建部《装配式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征求意见稿）也对 9类 PC率（装配率）不同的装
配式混凝土住宅及装配式钢结构住宅工程的投资估算分别给出了参考指标，这使得计算装
配式建筑的成本提供了清晰、统一的标准和依据，如下表所示。由于钢材成本较混凝土贵，
钢结构造价成本要高于装配式混凝土住宅。 

表 14：不同装配率住宅估算参考价（元） 

住宅类型 装配率 建安费用 工程建设及其他费用 预备费 估算参考指标 

装配式混凝土小高层住宅 20% 1691.77 199.00 100.00 1990.77 

装配式混凝土小高层住宅 40% 1813.00 213.00 107.00 21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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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混凝土小高层住宅 50% 1874.11 221.00 110.00 2205.11 

装配式混凝土小高层住宅 60% 1935.00 228.00 114.00 2277.00 

装配式混凝土高层住宅 20% 1896.00 223.00 112.00 2231.00 

装配式混凝土高层住宅 40% 2037.00 240.00 120.00 2397.00 

装配式混凝土高层住宅 50% 2106.00 248.00 124.00 2478.00 

装配式混凝土高层住宅 60% 2175.00 256.00 128.00 2559.00 

装配式钢结构高层住宅 - 2360.00 278.00 139.00 2777.00 

资料来源：《装配式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天风证券研究所 

但也需要看到，装配式建筑的成本正在向现浇看齐，有几点原因。首先，全国各地都对装
配式建筑推出了优惠政策。例如上海：装配式建筑外墙采用预制夹心保温墙体的，给予不
超过 3%的容积率奖励。截至 2018 年 12月，上海市共有 81个项目通过该规划容积率奖
励政策评审，这些项目总建筑面积近 700 万平方米，共获得约 19.5 万平方米的不计容面
积奖励。因而当容积率放宽后，装配式建筑的造价能够相对降低。 

其次，装配式建筑施工周期短，特别是现在新楼盘必须结顶之后才发放住房贷款，装配式
住宅的优势在于能够快速结顶，达到发放贷款及销售的标准。因此装配式建筑的造价在降
低，下表为降低装配式建筑造价的主要方式： 

表 15：降低装配式住宅造价的主要方式 

措施 原因 

1、大力推行工程总承包模式 
装配式建筑领域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可有力地提高设计施工一体化水平，促进

设计施工深度融合及行业技术进步，有力降低建造成本。 

2、建立自有产业工人队伍 
自有产业工人队伍有利于施工队伍稳定，提高装配式构件生产和现场安装质量，

从组织上保证生产和施工质量、安全，加快进度、降低成本。 

3、加强技术创新，改进生产和施工工艺 
要不断加强脱模工艺改进等，优化构件标识、运输、堆放安排，方便装卸吊装，

提升现场吊装效率，在各个环节上不断优化、降低成本。 

4、深化 BIM和信息化技术应用 
利用 BIM技术可以串联起装配式建筑设计、生产、施工、装修和管理的全过程，

服务于设计、建设、运维、拆除的全生命周期，提升工作效率，降低建造成本。 

5、采取解决顶层设计标准技术、完善行业体系

建设 

加强行业人才培养、提高装配式建筑社会认知度和认同度等手段，逐步缩小装配

式建筑与传统建筑的造价差，让市场主动接受和推动装配式建筑。 

资料来源：水泥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4）其他装配式体系案例 

在装配式体系中，交错桁架结构成本可较现浇低。一般高层钢结构自重约为混凝土结构自
重的 1/2至 3/5，交错桁架结构自重较普通钢框架-剪力墙更轻，用钢量少，可以使基础的
造价降低，尤其在南方软土地区，结构自重降低后，基础造价降低幅度更明显。如《交错
桁架结构的设计》一文中，选用福州市某城市广场工程 15 层商住酒店式公寓为例，发现
交错桁架-剪力墙结构比钢框架-剪力墙结构用钢量低，造价降低。但交错桁架结构不太适
用于住宅中。 

全装配式低层住宅结构体系成本比现浇略低，因为农村建房不是简单的消费行为，它是生
产行为，客户可以参与房屋建造。全装配式能兼顾能量化生产，同时有它的开放性和灵活
性，建造方式简单，可由社区居民参与完成，因而建造周期短，劳动力成本低。如福州林
炳村的项目，通过就地取材，多人协作完成。 

图 21：福州林炳村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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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有方空间，天风证券研究所 

因此普遍的情况是，装配式钢结构较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略贵，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高层
住宅又比现浇贵。但交错桁架结构、全装配式低层住宅结构体系等装配式体系的建造成本
有可能比现浇便宜。从目前的掌握的数据来看，装配式成本正向现浇靠拢，我们认为 PC

成本更低更具有推广意义，而钢结构则需要客观条件的进一步成熟。 

9. 为什么地产商纷纷开始采用装配式建房，且以保障房、人才公
寓居多？ 

近年来地产商纷纷开始采用装配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国家和各地方政府的政策要求。推行装配式建筑与环保限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
需求相契合。装配式建筑性能优越，具有建造速度快、节能环保、强度高、自重轻、空间
利用率大、隔热性能好等优点，能极大降低污染和资源浪费，顺应绿色制造与节能环保需
求。其次，发展装配式建筑是供给侧改革组合拳之一，“三去一降一补”中，装配式建筑
承担着生态文明补短板和钢铁、水泥、建材等行业去库存重任。 

表 16：国家和各地方政府的政策要求 

政策级别 发布时间 部门 政策标题 主要内容 

装配式建筑占比规定 

中央 2017.03 住建部 
《“十三五”装配式及建筑

行动方案》 

提出到 2020年全国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达

到 15％以上，其中重点推进地区和鼓励推进地区

分别大于 20%、15%和 10% 

地方配套 2017-2018 北京等各地区住建厅 
各地区《关于推进装配式

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 

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明确 2020年、2025年装配式

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明确重点推地区、积极

推进地区、鼓励推进地区及各地区比例目标 

建筑装配化率规定 

中央 2017-2018 住建部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

标准》、《装配式钢结构建

筑技术标准》、《装配式木

结构建筑技术标准》、《装

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明确规定被评定为装配式建筑的单体建筑需满足

下列条件：1）竖向承重构件为混凝土材料时，预

制部品部件比例不应低于 50%；2）竖向非承重构

件为金属材料、木材及非水泥基复合材料时，竖向

构件应全部采用预制部品部件；3）楼盖构件比例

不低于 70%；4）外围护墙比例不低于 80%；5）内

隔墙不低于 50%；6）采用全装修 

地方配套 2017-2018 北京等各地区住建厅 
《北京市发展装配式建筑

2017年工作计划》等 

细化了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要求、评价标准、实施范

围等，如北京规定装配式建筑装配率不低于 50％，

同时明确高度在 60米(含)以下时，单体建筑预制

率应不低于 40％，建筑高度在 60米以上时，单体

建筑预制率应不低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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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补贴支持政策 

中央 

2016.09 国务院 
《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

筑的指导意见》 

明确提岀推进装配式建筑的保障措施，包括加大政

策支持，给予相关企业政策优惠、税收优惠、土地

保障等 

2017.03 住建部 
《“十三五”装配式及建筑

行动方案》 

明确提岀要落实支持政策，包括鼓励各地创新支持

政策，加强对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支持力度，加强

士地保障，税收优惠等，同时可将装配率水平作为

支持鼓励政策的依据 

地方配套 2017-2018 上海等各地区住建厅 
各地区《关于推进装配式

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等 

如北京提出包括面积奖励、财政奖励、增值税即征

即退优惠、房屋预收便利等支持政策；上海提出符

合条件的装配式建筑项目，每平方米补贴 100元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2）各地为了执行落实这些政策，在土地出让合同上就要求兴建装配式。例如，早在 2016

年，南京国土部门发布的 2016年第 05号土地出让公告，来自江宁、江北的 10幅地块将
在 7月 8日正式公开出让。这 10幅地块中，有 8 幅将采用“限价”新规。此外，有 6幅地
块的公告备注中首次出现了“装配式建筑”的强制性要求。除了南京市，长春、杭州、湖州、
嘉兴、成都、佛山等多省市开始在土地出让合同中明确必须采用装配式建筑。 

表 17：土地出让明确装配式建筑要求的地区 

省市地区 相关规定 

南京市 
南京市国土局 2016年第 5号土地出让公告中首次明确将“装配式建筑”写入公告，土地出让公告中，6幅地块的

公告备注中首次出现了“装配式建筑”的强制性要求。 

海南省 
新出台的《装配式建筑实施主要环节管理规定(暂行)》要求，住建部门在土地出让前，需明确是否实施装配式建筑，

如果实施应明确相关指标。土地出让成交后，就装配式建筑的相关要求与竞得人签定补充协议，并负责监管。 

黑龙江省 
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根据当地装配式建筑发展目标，将装配式建筑的相关要求纳入供地方案，并落实到土地

使用合同中。 

成都市 
全市新建房建工程项目应在土地出让阶段严格落实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建设要求。各区(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应将每一宗拟出让土地具体的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建设要求写入《(招拍挂)建设条件通知书》中予以明确。 

德阳市 
全市在 2020年 1月 1日前已出让土地但未明确装配式建筑具体要求的项目，自 2020年 1月 1日起（以《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获得时间为准）应全面推行装配式建设方式（含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木结构等）。 

嘉兴市 
嘉兴市拍卖嘉秀洲-004号地块，在挂牌出让时明确要求做装配式住宅，这是嘉兴市首例在土地出让中，明确必须

采用装配式建筑。 

佛山市 

各区自然分局在编制出让方案时征求住建部门意见，明确出让地块需要使用装配式建筑的比例，出让公告注明“受

让人需采用装配式建筑的建造方式”的，该用地必须按照要求实施装配式建筑，装配式建筑的认定按照国家或省

现行的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资料来源：各地住建部，天风证券研究所 

3）由于装配式建筑工期短，企业资本周转速度较快，可以大大缓解资金成本压力，提升
资金使用效率。采用工业化生产方式建造同等规模的工程可以比传统方式的建设周期缩短
40%以上。 

但是由于成本原因，近年来，装配式住宅以保障房、人才公寓居多，地产商将装配式运用
于商品房住宅的意愿较低。我国房建约 70%左右为住宅建设，保障性住房开工面积占住宅
新开工面积比例近年来处于 40-50%区间（2017年测算占比为 44%）。受益于民生工程重
要性凸显，国家推进保障性住房支持力度大，根据住建部建设事业“十三五规划”，将持
续推进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持续、加快农村危房改造力度。 

图 22：2017年保障性住房开工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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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保障性住房采用装配式有以下几点原因： 

1）保障性住房是政府投资建设，保障房大规模建设、户型标准化程度相对高，使用同一
构件的数量多，利于工厂化批量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因此各地都将保障房作为推动装配
式建筑的主力军。 

2）保障房户型小，剪力墙多，可以发展使用装配式高层剪力墙结构体系，设计简单等特
点适合装配式建筑的建造方式。发展装配式保障房有利于提高保障房质量和性能，缩短建
设工期。 

3）保障房量大，可以摊薄当地建设成本、节约资源能源，装配式建筑恰好也可以借助保
障房大规模建设的契机快速推广。 

10. 未来装配式会在哪些区域发展较好？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中强调“要以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三大城市群为重点推进地区，常住人口超过 300万的其他城市为积极推进地区，其余
城市为鼓励推进地区，因地制宜发展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和现代木结构等装配式建
筑。”截至 2017年末，中国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以上的共有 27城，且多集中于大城市群
内。其中，9城位于长三角，3城在珠三角，2城在京津冀。 

表 18：中国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以上城市 

份/直辖市 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数量（万） 

上海市 上海市 2418.33 

北京市 北京市 1876.60 

重庆市 重庆市 1500.47 

广东省 

深圳市 

广州市 

东莞市 

1252.83 

1184.99 

649.90 

湖北省 武汉市 868.48 

天津市 天津市 846.90 

四川省 成都市 766.72 

江苏省 
南京市 

苏州市 

642.68 

332.94 

河南省 郑州市 637.82 

浙江省 
杭州市 

宁波市 

637.07 

332.82 

湖南省 长沙市 532.03 

辽宁省 
沈阳市 

大连市 

511.91 

4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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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 西安市 493.86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492.57 

山东省 
青岛市 

济南市 

445.83 

404.00 

吉林省 长春市 404.12 

安徽省 合肥市 395.90 

云南省 昆明市 393.22 

山西省 太原市 370.97 

福建省 厦门市 347.37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333.33 

资料来源：2018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天风证券研究所 

2017年 3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十三五”装配式建筑行动方案》中指出“到 2020

年，全国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15%以上，其中重点推进地区达到 20%以上，
积极推进地区达到 15%以上，鼓励推进地区达到 10%以上。鼓励各地制定更高的发展目
标。 

截止到 2017年 8月，全国共有 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57个地级市出台了 152份装
配式建筑相关的政策文件。其中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要求 2020

年装配化率达到 30%以上，远高于全国目标，多数地区要求达到 15%或 20%，部分中西
部省份宁夏、青海等地区则因地制宜提出 10%的目标。同时各地政府也积极通过税费优惠、
用地支持、财政补贴、容积率奖励等多种方法给予产业发展充分激励。下图黄点为首批 30

个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部分与常住人口城市有重合），绿点为城区常住人口达到 300 万
以上的城市： 

图 23：装配式 30座示范城市及城区常住人口达到 300万以上的城市 

  

资料来源：住建部，天风证券研究所 

从图中可以看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及各省会城市人口较多、交通运输较为方便，具
备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基本条件。因而未来装配式建筑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
群及其他省份的省会城市的政策推动效应较为明显，发展前景较好。 

11. 风险提示 

（一）政策推进不达预期 

从政策推动到市场推动需要一定时间，且从地方来看，部分扶持政策并未真正落地，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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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有效的政策推动作用。 

（二）目前部分装配式体系技术存在缺陷，较难大规模推广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仍未能解决竖向受力连接等技术问题，但目前新建的装配式住宅仍以
PC结构为主。 

（三）消费者接受程度难以预估 

目前装配式建筑成本造价仍高于传统现浇模式，装配式建筑的优势特点并未充分发挥，市
场消费者对于装配式建筑的积极程度难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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