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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规范装配式建筑评价，受浙江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委托，浙建省标准设计站会同有关单位开展了本

标准编制工作。 

标准编制组通过广泛调研，认真总结装配式建筑的实践经验，

遵循国家现行标准，结合浙江省的实际情况，在广泛征求意见、

反复讨论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了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为 5 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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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统一装配率计算，规范装配式建筑评价，促进装配式建

筑发展，提高装配式建筑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制

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浙江省民用建筑的装配率计算和装配式建筑

的评价。 

1.0.3  建筑装配率计算和装配式建筑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

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2  术   语 
 

2.0.1 装配式建筑 prefabricated building 

由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 

2.0.2 装配率 prefabrication ratio 

单体建筑±0.000 以上的主体结构、围护墙和内隔墙、装修

和设备管线等采用预制部品部件的综合比例。 

2.0.3 全装修 decorated 

所有功能空间的固定面装修和设备设施安装全部完成，达到

建筑使用功能和建筑性能的状态。 

2.0.4 集成厨房 integrated kitchen 

楼面、吊顶、墙面、橱柜、厨房设备及管线等通过设计集成、

工厂生产，在工地主要采用干式工法装配而成的厨房。 

2.0.5 集成卫生间 integrated bathroom 

楼面、吊顶、墙面和洁具设备及管线等通过设计集成、工厂

生产，在工地主要采用干式工法装配而成的卫生间。 

  



3  基本规定 
 

3.0.1 本标准用装配率指标评价建筑的装配化程度。 

3.0.2 装配率计算和装配式建筑评价单元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装配率计算和装配式建筑评价单元应为单体建筑； 

  2 单体建筑由主楼和裙房组成时，主楼和裙房可作为不同的装

配率计算和装配式建筑评价单元。 

3.0.3  装配式建筑评价应分两阶段进行，并符合下列规定： 

1  第一阶段，应按施工图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计算装配率； 

2  第二阶段，项目竣工验收后，应按竣工验收资料计算装配

率，并进行装配式建筑确定和装配式建筑等级划分。 

3.0.4 装配式建筑项目宜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 

3.0.5 装配式建筑宜采用装配式装修。 

  



4  装配率计算 
 

4.0.1 装配率应按下式计算： 

  
        

      
                 （4.0.1） 

式中：P——装配率； 

Q1——主体结构指标实际评价分值，按表 4.0.1确定； 

 

Q2——围护墙和内隔墙指标实际评价分值，按表 4.0.1

确定； 

 

Q3——装修和设备管线指标实际评价分值，按表 4.0.1

确定； 

 

Q4——评价项目中缺少的评价项评价分值总和。 

  



表 4.0.1 装配式建筑评分表 

评价项 评价要求 评价分值 
最低

分值 

主体结构 

（Q1） 

（50 分） 

柱、支撑、承重

墙、延性墙板等

竖向构件 

应用预制部件 35%≤比例≤80% 20～30* 

20 
现场采用高精度模板 70%≤比例≤90% 5～10* 

现场应用成型钢筋 比例≥7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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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 

（20 分） 

非承重围护墙非砌筑 比例≥80% 5 

10 

围护墙 

墙体与保温隔热、 

装饰一体化 
50%≤比例≤80% 2～5* 

采用保温隔热与装饰一体化

板 
比例≥80% 3.5 

采用墙体与保温隔热一体化 50%≤比例≤80% 1.2～3.0* 

内隔墙非砌筑 比例≥50% 5 

内隔墙 

采用墙体与管线、装修一体

化 
50%≤比例≤80% 2～5* 

采用墙体与管线一体化 50%≤比例≤80% 1.2～3.0* 

装修和 

设备管线 

（Q3） 

（30 分） 

全装修 — 6 6 

干式工法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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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竖向布置管线与墙体分离 50%≤比例≤70% 1～3* 

水平向布置管线与楼板和 

湿作业楼面垫层分离 
50%≤比例≤70% 1～3* 

注： 表中带“*”项的分值采用“内插法”计算，计算结果取小数点后 1 位。 

  



4.0.2 柱、支撑、承重墙、延性墙板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主要采用

混凝土材料时，预制部件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4.0.2） 

式中：q1a1——柱、支撑、承重墙、延性墙板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

中预制部件的应用比例； 

V1a1——柱、支撑、承重墙、延性墙板等主体结构竖向构

件中预制混凝土体积之和，符合本标准第 4.0.3 条规定的预制构

件间连接部分的后浇混凝土也可计入计算； 

V——柱、支撑、承重墙、延性墙板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

混凝土总体积。 

4.0.3 当符合下列规定时，混凝土结构中主体结构竖向构件间连接

部分的后浇混凝土可计入预制混凝土体积计算。 

1 预制剪力墙板之间宽度不大于 600mm的竖向现浇段、预制

墙板两端的端柱或边长不大于 600mm的暗柱和高度不大于 300mm

的水平后浇带、圈梁的后浇混凝土体积； 

2 预制框架柱和框架梁之间柱梁节点区的后浇混凝土体积； 

3 预制柱间高度不大于柱截面较小尺寸的连接区后浇混凝土

体积。柱截面较小尺寸小于 800mm 时，预制柱间后浇混凝土高度

可取不大于 800mm。 

4.0.4 现浇混凝土结构的柱、承重墙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施工中采

用高精度模板时，其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4.0.4） 

式中：q1a2──柱、承重墙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施工中高精度模板

的应用比例； 

V1a2──柱、承重墙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施工中采用高精度

模板的现浇混凝土体积之和； 

4.0.5 现浇混凝土结构的柱、承重墙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施工中采

用成型钢筋时，其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4.0.5） 

式中：q1a3──柱、承重墙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施工中成型钢筋的

应用比例； 

V1a3──柱、承重墙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施工中采用成型钢

筋的现浇混凝土体积之和； 

4.0.6 当混凝土结构的柱、支撑、承重墙、延性墙板等主体结构竖

向构件中预制部品部件的应用比例，按本标准第 4.0.2 条计算结果

不小于 35%，且其余柱、承重墙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施工中采用

高精度模板时，竖向构件总评价分值可取按预制部件的应用比例

确定的评价分值和修正后的按现场采用高精度模板确定的评价分

值两者之和，且竖向构件总评价分值不超过 30 分。 

4.0.7 当现浇混凝土结构的柱、承重墙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施工中

同时采用高精度模板和成型钢筋时，可分别按本标准第 4.0.4 条和

第 4.0.5 条计算应用比例，确定评价分值；竖向构件评价分值取两

者之和。 

4.0.8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和装配式木结构建筑主体结构竖向构件

评价分值取 30 分。 

4.0.9 钢框架—混凝土核心筒（剪力墙）混合结构的柱采用钢柱或

钢管混凝土柱、梁采用钢梁、混凝土核心筒（剪力墙）施工应用

高精度模板施工工艺时，主体结构竖向构件评价分值可取 25 分。 

4.0.10 梁、板、楼梯、阳台、空调板等构件中预制部件的应用比

例应按下式计算： 

    
   

 
                   （4.0.10） 

式中：q1b——梁、板、楼梯、阳台、空调板等构件中预制部件的

应用比例； 

A1b——所有楼层预制装配的梁、楼板（含屋面板）、楼梯、

阳台和空调板等构件的水平投影面积之和。 



A——所有楼层的梁、楼板（含屋面板）、楼梯、阳台和空

调板等构件的水平投影面积之和。 

4.0.11 预制装配式楼板、屋面板的水平投影面积可包括： 

1叠合楼板、屋面板的水平投影面积，预制楼板、屋面板的

水平投影面积； 

2叠合楼板、屋面板的预制底板间的宽度不大于 300mm的后

浇混凝土带水平投影面积； 

3金属楼承板组合楼板、屋面板的水平投影面积； 

4木楼盖、屋盖的水平投影面积； 

5 其他在施工现场免支模的楼板、屋面板的水平投影面积。 

4.0.12 非承重围护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4.0.6） 

式中：q2a——非承重围护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 

A2a——所有楼层非承重围护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外表面积之

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Aw1——所有楼层非承重围护墙外表面总面积，计算时可不

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4.0.13 围护墙可采用墙体与保温隔热、装饰一体化，或采用保温

隔热、装饰一体化板，或采用墙体与保温隔热一体化，应根据下

列应用情况计算应用比例： 

1 当围护墙采用墙体与保温隔热、装饰一体化时，应用比例

可按下式计算： 

     
    

   
                      （4.0.13-1） 

式中：q2b1——围护墙采用墙体与保温隔热、装饰一体化的应用比

例； 

A2b1——所有楼层围护墙采用墙体与保温隔热、装饰一体化

的墙面外表面积之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

积；          



Aw2——所有楼层围护墙外表面总面积，计算时可不扣除门、

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2当围护墙采用保温隔热、装饰一体化板时，应用比例可按

下式计算： 

     
    

   
                （4.0.13-2） 

式中：q2b2──围护墙采用保温隔热、装饰一体化板的应用比例； 

A2b2──所有楼层围护墙采用保温隔热、装饰一体化板的墙

面外表面积之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3 当围护墙采用墙体与保温隔热一体化时，应用比例可按下

式计算： 

     
    

   
            （4.0.13-3） 

式中：q2b3──围护墙采用墙体与保温隔热一体化的应用比例； 

A2b3──所有楼层围护墙采用墙体与保温隔热一体化的墙

面外表面积之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4.0.14 内隔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4.0.14） 

式中：q2c——内隔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 

A2c——所有楼层内隔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墙面面积之和，计

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Aw3——所有楼层内隔墙墙面总面积，计算时可不扣除门、

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4.0.15 内隔墙可采用墙体与管线、装修一体化，或采用墙体与管

线一体化，应根据下列应用情况计算应用比例：  

    1 当内隔墙采用墙体与管线、装修一体化时，应用比例可按

下式计算： 

     
    

   
                 （4.0.15-1） 



式中：q2d1——内隔墙采用墙体与管线、装修一体化的应用比例； 

A2d1——所有楼层内隔墙采用墙体与管线、装修一体化的墙

面面积之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2 当内隔墙采用墙体与管线一体化时，应用比例可按下式计

算： 

     
    

   
                 （4.0.15-2） 

式中：q2d2──内隔墙采用墙体与管线一体化的应用比例； 

A2d2──所有楼层内隔墙采用墙体与管线一体化的墙面面

积之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4.0.16 干式工法楼面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4.0.16） 

式中：q3a——干式工法楼面的应用比例； 

A3a——所有楼层采用干式工法楼面的水平投影面积之和； 

A3——所有楼层的梁、楼板、阳台板等构件的水平投影面

积之和。 

4.0.17 集成厨房的橱柜和厨房设备等应全部安装到位。厨房的墙

面、吊顶和楼面中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4.0.17） 

式中：q3b——集成厨房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 

A3b——所有楼层厨房墙面、吊顶和楼面采用干式工法的面

积之和； 

Ak——所有楼层厨房的墙面、吊顶和楼面的总面积。 

4.0.18 集成卫生间的洁具设备等应全部安装到位。卫生间墙面、

吊顶和楼面中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4.0.18） 

式中：q3c——集成卫生间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 



A3c——所有楼层卫生间墙面、吊顶和楼面采用干式工法的

面积之和； 

Ab——所有楼层卫生间墙面、吊顶和楼面的总面积。 

4.0.19 管线分离比例应根据竖向布置管线与墙体分离、水平向布

置管线与楼板和湿作业楼面垫层分离情况分别进行计算。   

1 竖向布置管线与墙体分离的管线分离比例可按下式计算： 

     
    

  
                  （4.0.19-1） 

式中：q3d1——竖向布置管线与墙体分离的管线分离比例； 

L3d1——所有楼层竖向布置管线与墙体分离的长度，包括裸

露于室内空间和非承重墙体空腔的电气、给水排水和采暖管线在

竖向长度之和；  

L1——所有楼层电气、给水排水和采暖管线在竖向的总长

度。 

 

2 水平向布置管线与楼板和湿作业楼面垫层分离的管线分离

比例可按下式计算： 

     
    

  
                  （4.0.19-2） 

式中：q3d2——水平向布置管线与楼板和湿作业楼面垫层分离的管

线分离比例； 

L3d2——所有楼层水平向布置管线与楼板和湿作业楼面垫

层分离的长度，包括裸露于室内空间以及敷设在楼面架空层和吊

顶内的电气、给水排水和采暖管线在水平向长度之和；  

L2——所有楼层电气、给水排水和采暖管线在水平向的总

长度。 

  



5  评    价 
 

5.0.1 装配式建筑评价包括装配式建筑确定和装配式建筑等级划

分。评价时应先对评价单元进行装配式建筑确定，再进行装配式

建筑等级划分。 

5.0.2  评价单元满足下列要求时可确定为装配式建筑： 

1 主体结构部分的评价分值不低于 20分； 

2 围护墙和内隔墙部分的评价分值不低于 10分； 

3 实施全装修； 

4 应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 

5 体现标准化设计； 

6公共建筑的装配率不低于 60％，居住建筑的装配率不低

于 50％。 

5.0.3 当评价单元已确定为装配式建筑，且主体结构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的，可进行装配式建筑等级划分： 

1采用装配式钢结构或木结构； 

2钢框架—混凝土核心筒（剪力墙）混合结构的主体结构竖向

构件评价分值为 25 分； 

3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主体结构竖向构件中预制部件的应用

比例不低于 35%。 

5.0.4 装配式建筑评价等级划分为 A 级、AA 级、AAA 级，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装配率为 60％～75％时，评价为 A级装配式建筑； 

2 装配率为 76％～90％时，评价为 AA级装配式建筑； 

3 装配率为 91％及以上时，评价为 AAA级装配式建筑。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允许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标准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 “应

符合……的规定” 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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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

意见》明确提出发展装配式建筑，装配式建筑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为推进装配式建筑健康发展，亟须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符合浙

江实际的装配式建筑认定标准，对其实施科学、统一、规范的认

定和评价。 

按照“立足当前实际，面向未来发展，简化评价操作，提高

质量和效益”的原则，本标准主要从建筑系统及建筑的基本性能、

使用功能等方面提出装配式建筑认定方法和指标体系。认定方法

的制定结合了目前工程建设整体发展水平，并兼顾了远期发展目

标。设定的指标具有科学性、先进性、系统性、导向性和可操作

性。 

    本标准体现了现阶段装配式建筑发展的重点推进方向：①主

体结构由预制部品部件的应用向建筑各系统集成转变；②装饰装

修与主体结构的一体化发展，推广全装修，鼓励装配式装修；③

部品部件的标准化应用和产品集成。 

1.0.2  依据本标准进行建筑装配率计算和装配式建筑评价的建

筑工程项目，项目建设应符合相应的国家、行业和浙江省工程建

设标准。 



当建筑工程项目采用没有相应国家、行业和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

的建筑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时，依据《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下放部分

省级行政审批和管理事项的通知》（浙政发〔2012〕73号）规定，

在通过由设区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技术论证基础上，当符

合本标准的相关要求时，可参照本标准进行装配率计算和装配式

建筑评价。 

本标准适用于浙江省采用装配方式建造的民用建筑的装配率计算

和是否为装配式建筑的评价，包括了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当前

装配式建筑发展以居住建筑为重点，但考虑到公共建筑建设总量

较大，标准化程度较高，适宜装配式建造，因此本标准的评价适

用于全部民用建筑。 

对于一些与民用建筑相似的单层和多层厂房等工业建筑，如精密

加工厂房、洁净车间等，当符合本标准的相关规定时，可参照本

标准进行建筑装配率计算和装配式建筑的评价。 

1.0.3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是装配式建筑评价的前提

条件。本标准主要针对建筑工程项目是否为装配式建筑进行评价，

项目涉及规划、设计、质量、安全等方面的内容尚应符合国家和

浙江省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2  术   语 
 

2.0.1  装配式建筑是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

内装系统的主要部分采用预制部品部件集成的建筑。装配式建筑

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将预制部品部件通过系统集成的方法在工地

装配，实现建筑主体结构构件预制，非承重围护墙和内隔墙非砌

筑并全装修的建筑。装配式建筑的主体结构可采用装配式混凝土

结构、装配式钢结构、装配式木结构及钢框架—混凝土核心筒（剪

力墙）混合结构等。 

    部件是在工厂或现场预先生产制作完成，构成建筑结构系统

的结构构件及其他构件的统称。部品是由工厂生产、构成外围护

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内装系统的建筑单一产品或复合产品组

装而成的功能单元的统称。 

2.0.2  本标准中建筑的装配化程度采用装配率这一综合指标来

表述，装配率综合反映了建筑中主体结构、围护墙和内隔墙、装

修和设备管线等采用预制部品部件的情况。 

2.0.4  集成厨房多指居住建筑中的厨房，本条强调了厨房的“集

成性”和“功能性”。集成厨房是装配式建筑装饰装修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设计应按照标准化、系列化原则，并符合干式工法施

工的要求，在制作和加工阶段实现装配化。当评价项目各楼层厨

房中的橱柜、厨房设备等全部安装到位，且墙面、吊顶和楼面采

用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大于 70％时，应认定为采用了集成厨房；

当比例大于 90％时，可认定为集成式厨房。 



2.0.5  集成卫生间充分考虑了卫生间空间的多样组合或分隔，包

括多器具的集成卫生间产品和仅有洗面、洗浴或便溺等单一功能

模块的集成卫生间产品。集成卫生间是装配式建筑装饰装修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设计应按照标准化、系列化原则，并符合干式工

法施工的要求，在制作和加工阶段实现装配化。当评价项目各楼

层卫生间中的洁具设备等全部安装到位，且墙面、吊顶和楼面采

用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大于 70％时，应认定为采用了集成卫生间；

当比例大于 90％时，可认定为集成式卫生间。 

 

  



3  基本规定 
 

3.0.2 以单体建筑作为装配率计算和装配式建筑评价单元，主要

基于单体建筑可构成整个建筑活动的工作单元和产品，并能全面、

系统地反映装配式建筑的特点，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 

由主楼与裙房组成的建筑或多个主楼由裙房连成一体的建筑，

当出现裙房建筑面积过大或主楼与裙房在建筑功能、结构体系、

预制建筑部品部件类型有较大差异等情况时，裙房可选择单独作

为装配率计算和装配式建筑评价单元。 

农居、别墅、独栋办公等类型的建筑，一般情况下，此类建

筑具有下列特征：①建筑功能、结构体系、装修及设备系统等基

本相同；②建筑层数、平面和立面、建筑标准等基本相同或相似，

当上述各个单体建筑层数不大于 3 层且地上建筑面积不超过

500m2 时，为了简化装配率计算和装配式建筑评价，装配率计算

和装配式建筑评价单元可为由多个单体建筑组成的建筑组团。 

3.0.3  为保证装配式建筑评价质量和效果，切实发挥评价工作的

指导作用，装配式建筑评价宜分为两阶段进行。 

施工图审查合格后，应按施工图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计算设计阶

段的装配率，项目宜进行预评价。预评价不是必须程序，其作用

是如果预评价结果不满足装配式建筑评价的相关要求，项目可结

合预评价过程中发现的不足，通过调整或优化设计方案使其满足

要求，同时也向施工图审查、项目统计与管理等提供基础性依据。

项目竣工验收后，应按照竣工资料和相关证明文件，计算项目的

最终装配率，进行项目评价。 

3.0.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

办发〔2017〕19号中提出“加快推行工程总承包。装配式建筑原

则上应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政府投资工程应完善建设管理模式，

带头推行工程总承包。”装配式建筑项目具有“设计标准化、生

产工厂化、施工装配化、主体机电装修一体化、全过程管理信息



化”的特征，推行工程总承包模式，能将工程建设的全过程联结

为完整的一体化产业链，全面发挥装配式建筑的建造优势。 

3.0.5  装配式装修是装配式建筑的倡导方向。装配式装修是将工

厂生产的部品部件在现场进行组合安装的装修方式，主要包括干

式工法楼(地)面、集成厨房、集成卫生间、管线分离等方面的内

容。 

  



4  装配率计算 
 

4.0.1  评价项目的装配率应按照式 4.0.1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应

按照四舍五入法取整数。若计算过程中，评价项目缺少表 4.0.1

中对应的某建筑功能评价项(例如，公共建筑中不设置厨房)，则

该评价项分值记入装配率计算公式的 Q4中。 

表 4.0.1 中部分评价项在评价要求部分只列出了比例范围的

区间。在工程评价过程中，如果评价项实际应用比例小于比例范

围中的最小值，则评价分值取 0 分；如果评价项实际应用比例大

于比例范围中的最大值，则评价分值取比例范围中最大值对应的

评价分值。例如：梁、板、楼梯、阳台、空调板等构件中预制部

件的应用比例小于 70％时，该项评价分值为 0 分；当应用比例大

于 80％时，该项评价分值为 20分。 

进行装配式建筑评价时，主体结构、围护墙和内隔墙分析对

象针对建筑±0.000 楼层以上部位包括屋面，装修和设备管线分

析对象包括±0.000楼层但不包括屋面。 

4.0.2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应用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装配式混凝

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1和现行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叠合板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技

术规程》DB 33/T 1120 等标准的规定。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主要包

括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装配整体式剪力墙结构、装配整体式框

架-现浇剪力墙结构、装配整体式框架-现浇核心筒结构、装配整

体式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叠合板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等。这里



所指的整体式包含全装配式。叠合板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中叠合

剪力墙空腔内现浇混凝土体积按 80%计入 V1a1。 

4.0.4  高精度模板是一种装配化的工具式模板，主要有组合铝合

金模板、大钢模板等，主体结构竖向混凝土构件施工采用高精度

模板时，混凝土表面平整度、立面垂直度的允许偏差应满足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中普通抹

灰的要求。组合铝合金模板的应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组合铝

合金模板工程技术规程》JGJ 386 的有关规定。 

4.0.5  成型钢筋是指按施工图设计文件规定的形状、尺寸和要求，

采用机械加工成型的普通钢筋制品，本标准所指成型钢筋为采用

专业化加工模式加工的成型钢筋。成型钢筋的应用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混凝土结构成型钢筋应用技术规程》JGJ 366 的有关规

定。 

4.0.6  修正后的按现场采用高精度模板确定的评价分值可取现

场采用高精度模板的最低评价分值 5 乘以两个修正系数的结果，

一个修正系数是竖向构件中现浇混凝土部分施工采用高精度模板

的体积占现浇混凝土总体积的比例系数，另一修正系数是竖向构

件中现浇混凝土部分体积占竖向构件混凝土总体积的比例系数。 

4.0.8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装配式钢结构建

筑》GB/T 51232、《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和现

行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高层钢结构住宅设计规范》DB 33/T1133 

等标准的规定。装配式钢结构可采用钢框架结构、钢框架-支撑结

构、钢框架-延性墙板结构、筒体结构、巨型结构、交错桁架结构、



门式刚架结构、低层冷弯薄壁型钢结构等。钢框架是具有抗弯能

力的钢框架，框架柱可采用钢柱或钢管混凝土柱；钢框架-支撑结

构中的支撑在设计中可采用中心支撑、偏心支撑和屈曲约束支撑；

钢框架-延性墙板结构中的延性墙板主要指钢板剪力墙、钢板组合

剪力墙、钢框架内填竖缝混凝土剪力墙等；筒体结构中的筒是指

钢筒，体系包括框筒、筒中筒、桁架筒、束筒；巨型结构主要包

括巨型框架和巨型桁架结构。 

4.0.9  钢框架—混凝土核心筒（剪力墙）混合结构应用应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组合结构

设计规范》JGJ 138 和现行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高层钢结构住

宅设计规范》DB 33/T1133 等标准的规定。 

钢框架—混凝土核心筒（剪力墙）混合结构中混凝土核心筒

（剪力墙）施工时，高精度模板的应用比例不应低于 80%。 

当钢框架—混凝土核心筒(剪力墙)混合结构中柱采用型钢混

凝土柱或梁采用型钢混凝土梁时，主体结构竖向构件评价分值应

参照混凝土结构按本标准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4.0.10  楼板（含屋面板）的水平投影面积可取楼层外边线投影

围合的面积扣除围合范围内的洞口面积、阳台的面积、混凝土墙

和柱的水平投影面积、以及梁的水平投影面积后剩余的面积。梁

的水平投影面积不包括梁与柱重叠、梁与混凝土墙重叠的面积。 

4.0.11  叠合板的应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技术规程》JGJ1 和现行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叠合板式混凝土剪

力墙结构技术规程》DB 33/T 1120 等标准的规定。为简化计算，



第 1、2款规定了叠合楼板、屋面板的水平投影面积为叠合楼板、

屋面板的预制底板水平投影面积与叠合楼板、屋面板的预制底板

间宽度不大于 300mm的后浇混凝土带水平投影面积之和。 

金属楼承板包括压型钢板和钢筋桁架楼承板。金属楼承板组

合楼板（屋面板）是装配式钢结构、钢框架—混凝土核心筒（剪

力墙）混合结构常用的楼板（屋面板）类型，金属楼承板组合楼

板（屋面板）的应用应符合现行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

范》JGJ 138 和现行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高层钢结构住宅设计

规范》DB 33/T1133 等标准的规定。 

其他在施工现场免支模的楼板（屋面板）是指除叠合楼板、

预制楼板、金属楼承板组合楼板、木楼盖和轻型金属屋面外，现

浇混凝土楼板的底模板不拆除的楼板（屋面板）。 

对装配式钢结构，柱采用钢柱或钢管混凝土柱、梁采用钢梁

的钢框架—混凝土核心筒（剪力墙）混合结构建筑，金属楼承板

组合楼板（屋面板）或其他在施工现场免支模的楼板（屋面板）

的水平投影面积可计算为预制装配式楼板（屋面板）的水平投影

面积，并按本标准第 4.0.10条计算应用比例，确定评价分值。 

对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金属楼承板组合楼板（屋面板）和其

他在施工现场免支模的楼板（屋面板）的水平投影面积不应计算

为预制装配式楼板（屋面板）的水平投影面积。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符合下列要求时，可按下列规定确定评价

分值： 



1 当梁、板、楼梯、阳台、空调板等构件中预制部件的应用

比例按本标准第 4.0.10条计算不低于 65%，且其余楼板采用金属

楼承板组合楼板（屋面板）或其他在施工现场免支模的楼板（屋

面板）时，可将金属楼承板组合楼板（屋面板）和其他在施工现

场免支模的楼板（屋面板）的水平投影面积按 25%折算为预制装

配式楼板（屋面板）的水平投影面积后，并重新按本标准第 4.0.10

条计算应用比例，确定评价分值。 

2 当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中梁、板、楼梯、阳台、空调板等构

件中预制部件的应用比例按本标准第 4.0.10条计算低于 65%，且

所有楼层采用叠合楼板（屋面板）、预制楼板（屋面板）的水平

投影面积、金属楼承板组合楼板（屋面板）的水平投影面积或其

他在施工现场免支模的楼板（屋面板）的水平投影面积之和不低

于所有楼层的楼板（屋面板）水平投影面积之和的 90%，同时建

筑中楼梯和空调板等预制部件的应用比例均不少于 70%时，表

4.0.1主体结构“梁、板、楼梯、阳台、空调板等构件”项的评

价分值可根据建筑中楼梯和空调板等预制部件的应用比例取 3～5

分。 

4.0.12  新型建筑围护墙体的应用对提高建筑质量和品质、建造

模式的改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积极引导和逐步推广新型建筑围

护墙体也是装配式建筑的重点工作。非砌筑是新型建筑围护墙体

的共同特征之一，非砌筑类型墙体包括非承重预制普通混凝土墙

板、轻质条板等各种中大型板材、不设内衬墙的玻璃幕墙、木骨

架或轻钢龙骨式复合墙体等，应满足工厂生产、现场安装、以“干



法”施工为主的要求。对于设置内衬墙的金属和石材幕墙、人造

板材幕墙等非透明幕墙，非承重围护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

为非砌筑内衬墙体的应用比例。 

非承重预制普通混凝土墙板与主体结构宜采用外挂式连接，

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等标准的有关规定。轻质条

板可采用蒸压加气混凝土墙板、陶粒混凝土板，轻质墙板与主体

结构连接可采用内嵌式、外挂式、嵌挂结合等方式。轻质条板用

于居住建筑的非承重围护墙时，应有可靠工程经验且应采取有效

构造措施。 

高层钢结构住宅中应用的轻钢龙骨轻集料灌浆墙可视作非砌

筑墙体。 

计算外表面积时，非承重围护墙的墙宽按实取（外挂时，可

按墙板宽度计算），不论采用内嵌还是外挂方式，墙高可取建筑

层高，不扣除墙体平面内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4.0.13 本条所指围护墙包括了承重围护墙和非承重围护墙。围护

墙采用墙体与保温隔热、装饰一体化强调的是“集成性”，通过

集成，满足结构、保温隔热、装饰要求。同时还强调了从设计阶

段需进行一体化集成设计，实现多功能一体的“围护墙系统”。 

结合当前实际，本标准将围护墙采用墙体与保温隔热、装饰

一体化分为三种情况，即围护墙采用墙体与保温隔热、装饰一体

化，围护墙采用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围护墙采用墙体与保温隔热

一体化。（当评价单元中不同部位的围护墙采用不同技术方案时，



围护墙采用墙体与保温隔热、装饰一体化的部位可视作围护墙采

用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或围护墙采用墙体与保温隔热一体化部位，

围护墙采用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的部位可视作围护墙采用墙体与保

温隔热一体化部位） 

基于连接构造和结构受力特点，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分为保温

装饰夹心板和保温装饰板两种类型。保温装饰板包括无机非金属

面板保温装饰板、石材面板保温装饰板、金属面板保温装饰板和

有釉面发泡陶瓷保温板等产品。保温装饰夹心板应用应符合现行

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保温装饰夹心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应用技术

规程》DB 33/T 1141的规定。保温装饰板应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保温防火复合板应用技术规程》JGJ/T 350 和现行浙江省工

程建设标准《无机非金属面板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应用技

术规程》DB33/T1164 等标准的规定。 

围护墙采用墙体与保温隔热一体化时，应用应符合现行浙江

省工程建设标准《墙体自保温系统应用技术规程》DB33/T 1102

中“墙体自保温系统”的要求，即墙体自保温系统是主墙体部位

采用自保温墙体块材，热桥部位采用普通抹灰砂浆或保温抹灰砂

浆、保温薄片等无机材料进行处理，形成能满足墙体节能要求的

墙体保温系统。 

计算外表面积时，围护墙的墙宽按实取，计算中不扣除墙体

平面内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4.0.14  内隔墙中非砌筑类墙体包括各种中大型板材、木骨架或

轻钢骨架复合墙体等，应满足工厂生产、现场安装、以“干法”

施工为主的要求。 

   计算内隔墙墙面面积时，不扣除墙体平面内门、窗及预留洞口

等的面积，内隔墙高度应按内隔墙实际高度取值。 

4.0.15  内隔墙采用墙体与管线、装修一体化强调的是“集成性”。

内隔墙从设计阶段就需进行一体化集成设计，在管线综合设计的

基础上，实现墙体与管线的集成以及土建与装修的一体化，从而

形成“内隔墙系统”。 

结合当前实际，本标准将内隔墙采用墙体与管线、装修一体

化分为两种情况，即内隔墙采用墙体与管线、装修一体化，以及

内隔墙采用墙体与管线一体化。实际工程应根据应用情况选择一

种方式计算应用比例，确定评价分值。 

4.0.16  本条中的楼层包括±0.000楼层，但不包括屋面。 

干式工法楼面是指楼层地面的面层施工采用干式工法。 

楼板的水平投影面积可取楼层外边线投影围合的面积扣除围

合范围内的洞口面积、阳台的面积、混凝土墙和柱的水平投影面

积、以及梁的水平投影面积后剩余的面积。梁的水平投影面积不

包括梁与柱重叠、梁与墙体重叠的面积。 

4.0.17  本条中的楼层包括±0.000楼层，但不包括屋面。 

4.0.18  本条中的楼层包括±0.000楼层，但不包括屋面层。 



4.0.19  管线分离是将设备与管线设置在结构系统之外的方式。

考虑到工程实际需要，纳入管线分离比例计算的管线专业包括电

气(强电、弱电、通信等)、给水排水和采暖等专业。 

    对于裸露于室内空间以及敷设在地面架空层、非承重墙体空

腔和吊顶内的管线应认定为管线分离；而对于埋置在结构构件内

部(不含横穿)或敷设在湿作业地面垫层内的管线应认定为管线未

分离。 

    本标准将管线分离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竖向布置管线与墙

体分离，另一种是水平向布置管线与楼板和湿作业楼面垫层分离，

并分别计算管线分离比例，确定评价分值，管线分离的评价分值

为两部分评价分值之和。 

  



5  评    价 
 

5.0.2  本条是评价项目可以评价为装配式建筑的基本条件。符合

本条要求的评价项目，可以认定为装配式建筑。 

装配式建筑应采用全装修，全装修是装配式建筑非常重要的

一项内容，也是发展迅速的一个领域。全装修在传统的工程流程

中基本上是与建筑设计脱节的，加强设计协同和工程统一管理是

促进全装修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手段，设计单位和工程建设单位

均应加强这部分工作。全装修的范围和基本要求应符合本标准

2.0.3 的要求其中公共建筑全装修的范围应包括建筑的公共区域

和在建造阶段已确定使用功能和标准的全部室内区域。居住建筑

全装修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现行相关规定和标准的要求。 

宜建立设计 BIM 模型、构件制作 BIM 模型和施工阶段的 BIM

模型，并实现一个模型下信息传递。 

体现标准化设计是指装配式建筑应采用模块及模块组合的设

计方法，遵循少规格、多组合的原则。住宅建筑的楼梯、集成式

厨房、集成式卫生间等模块应采用组合设计。装配式建筑外墙、

阳台板、空调板、外窗、遮阳设施及装饰等部品部件宜进行标准

化设计。 

为贯彻落实《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绿色建筑和建

筑工业化发展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2016〕111 号文件提出的

“推广钢结构建筑。发挥我省钢结构产业集聚优势，大力推广钢

结构建筑应用，加快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和钢结构建筑的融合发展。

积极推进钢结构住宅发展，推动政府投资的公共建筑，以及单体



建筑面积超过 2 万平方米的机场、车站、宾馆、饭店、商场、写

字楼等大型公共建筑全面应用钢结构。有序推进轻钢结构农房建

设，推动工业建筑和市政交通基础设施广泛应用钢结构。积极推

动钢结构产业基地建设，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建筑钢结构产业集

群。大力提升钢结构企业工程总承包能力，实现由专业承包商向

系统集成商转变。加快建立钢结构建筑地方技术标准体系和工程

计价依据，促进钢结构产业化和规模化。” 的要求，适当提高公

共建筑装配率要求，引导和鼓励公共建筑采用钢结构。 

5.0.3  当钢框架—混凝土核心筒(剪力墙)混合结构中柱采用型

钢混凝土柱或梁采用型钢混凝土梁时，主体结构竖向构件评价分

值应参照混凝土结构按本标准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