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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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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装配式混凝

土建筑评价；5.装配式钢结构建筑评价；6.装配式木结构建筑评价。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

展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欢迎各单位和个人对本标准（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编制

组进一步修改完善。意见或建议请寄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9号；邮编：100835，邮箱：pdzq201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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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中建建筑工业化设计研究院、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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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发展装配式建筑，规范装配式建筑评价,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民用建筑的装配化程度评价。

1.0.3 装配式建筑评价除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2 术 语

2.0.1 装配式建筑 prefabricated building

装配式建筑是用预制构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

2.0.2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 prefabricated concrete building

主体结构由混凝土构件构成的装配式建筑。

2.0.3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 prefabricated steel structure building

主体结构由钢构件构成的装配式建筑。

2.0.4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 prefabricated timber building

主体结构由木构件构成的装配式建筑

2.0.5 装配率 prefabrication ratio

装配式建筑中，±0.00 标高以上预制构件、部品部件数量占同类构件、部

品部件数量的比例。其中，预制构件、部品部件数量比例适用于体积比、面积比、

长度比和个数比。

2.0.6 全装修 deco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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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能的基本要求。

2.0.7 集成式厨房 integrated kitchen

由工厂生产的楼地面、吊顶、墙面、厨柜、厨房设备及管线等集成并主要采

用干式工法装配完成的厨房。

2.0.8 集成式卫生间 integrated bathroom

由工厂生产的楼地面、吊顶、墙板和洁具设备及管线等集成并主要采用干式

工法装配完成的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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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1 一 般 规 定

3.1.1 装配式建筑评价应以单体建筑作为评价对象。

3.1.2 申请评价的建筑项目应具备标准化设计、工厂化制作、装配化施工、一

体化装修、信息化管理的装配式建筑基本特征。

3.1.3 申请评价时，应提交项目申请评价报告、相关评价文件和证明材料。评

价报告应参照本标准附录编制。

3.1.4 实施评价时，应按本标准的有关要求，对申请文件进行审查，对工程项

目进行现场考察，并应科学、公正地出具评价报告。

3.2 评 价 方 法

3.2.1 装配式建筑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申请评价项目宜在设计阶段进行预评价；

2 申请评价项目应在通过竣工验收后进行项目评价。

3.2.2 装配式建筑的评价应包括基础项和评分项两类指标。

3.2.3 基础项是装配式建筑评价的基本要求，申请评价项目应符合基础项的全

部规定。

3.2.4 评分项包括四类指标：一类指标应包括主体结构及围护结构构件等，二

类指标应包括装饰装修及设备管线等，三类指标应包括标准化与信息化，四类指

标为创新项指标。

3.2.5 评分项总分值为 110 分，并应按下式计算：

Q＝Q1＋Q2＋Q3＋Q4

式中：Q——装配式建筑评价的总得分值；

Q1——一类指标评价的得分值；

Q2——二类指标评价的得分值；

Q3——三类指标评价的得分值。

Q4——四类指标评价的得分值。

3.2.6 装配式建筑评价结果应划分为 A级、AA 级、AAA 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申请评价的项目满足基础项要求时，评价为 A级装配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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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请评价的项目总得分值为 70～85 分时，评价为 AA 级装配式建筑；

3 申请评价的项目总得分值为 86 分及以上时，评价为 AAA 级装配式建筑。



5

4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评价

4.1 基 础 项

4.1.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主体结构和围护结构预制构件比例应不低于 30%，

并应实现建筑全装修。

4.1.2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非砌筑外围护墙比例应不低于 80%，非砌筑内隔墙比

例应不低于 50%。

4.1.3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应进行建筑、结构、设备管线、装饰装修一体化设计

和建造。

4.2 评 分 项

4.2.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评分规则应符合表 1的规定。本条评价的最高分值为

110 分。

表 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评分规则

指标类型 评价项目 评 价 指 标 评价分值

一类指标

主体结构和

围护结构预

制构件

预制承重墙、柱、梁、楼板、

外墙板、楼梯、空调板、阳台、

女儿墙等

30%≤比例＜60% 30～45

比例≥60% 50

二类指标
装饰装修及

设备管线

内隔墙采用非砌筑比例
50%≤比例＜80% 5～8

比例≥80% 10

墙面采用免抹灰比例 比例≥70% 3

楼（地）面采用干式工法比例 比例≥70% 4

集成式厨房比例 比例≥70% 3

集成式卫生间比例 比例≥70% 6

管线与结构分离比例 比例≥70% 4

三类指标

标准化

三个基本户型或单元的个数

占总数量的比例
比例≥70% 6

三个规格的厨房、卫生间总个

数占总数量的比例
比例≥70% 4

信息化

设计阶段的全专业设计一体

化建筑信息模型
是 5

设计、制造、运输、装配全过

程一体化建筑信息系统
是 5

四类指标 创新项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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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评价

5.1 基 础 项

5.1.1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主要构件和部品应在工厂生产，外围护墙体应采用

非砌筑方式，非砌筑内隔墙的比例应不低于 50%，并实现建筑全装修。

5.1.2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应进行建筑、结构、设备管线、装饰装修一体化设计

和建造。

5.2 评 分 项

5.2.1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评分规则应符合表 2的规定。本条评价的最高分值为

110 分。

表 2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评分规则

指标类型 评价项目 评 价 指 标 评价分值

一类指标

主体结构预制

构件

梁、柱、支撑、钢板剪力墙 全装配 30

楼板、楼梯、阳台、空调板
比例＜50% 0

50%≤比例≤100% 5～10

围护结构预制

构件
外围护墙体 非砌筑 10

二类指标
装饰装修及设

备管线

内隔墙采用非砌筑比例
50%≤比例＜80% 5～8

比例≥80% 10

墙面采用免抹灰比例 比例≥70% 3

楼（地）面采用干式做法比例 比例≥70% 6

集成式厨房比例 比例≥70% 3

集成式卫生间比例 比例≥70% 5

管线和结构分离比例 比例≥70% 3

三类指标

标准化

三个基本户型或单元的个数占

总数量的比例
比例≥70% 6

三个规格的厨房、卫生间总个

数占总数量的比例
比例≥70% 4

信息化

设计阶段的全专业设计一体化

建筑信息模型
是 5

设计、制造、运输、装配全过

程一体化建筑信息系统
是 5

四类指标 创新项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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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评价

6.1 基 础 项

6.1.1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的主要构件和部品应在工厂生产，并实现建筑全装修。

6.1.2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应进行建筑、结构、设备管线、装饰装修一体化设计

和建造。

6.2 评 分 项

6.2.1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评分规则应符合表 3的规定。本条评价的最高分值为

110 分。

表 3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评分规则

指标类型 评价项目 评 价 指 标 评价分值

一类指标

主体结构预制

构件

梁、柱、支撑、桁架、木质承

重墙体
全装配 30

楼板、楼梯、阳台、空调板
50%≤比例＜80% 5～10

比例≥80% 10

围护结构预制

构件
外围护墙体 非砌筑 10

二类指标
装饰装修及设

备管线

内隔墙采用非砌筑比例 比例≥70% 8

集成式厨房比例 比例≥70% 8

集成式卫生间比例 比例≥70% 8

楼（地）面采用干式做法比例 比例≥70% 6

三类指标

标准化

三个基本户型或单元的个数占

总数量的比例
比例≥70% 6

三个规格的厨房、卫生间总个

数占总数量的比例
比例≥70% 4

信息化

设计阶段的全专业设计一体化

建筑信息模型
是 5

设计、制造、运输、装配全过

程一体化建筑信息系统
是 5

四类指标 创新项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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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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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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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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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GB/T XXXXX－201X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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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说明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针对装配式混凝土建筑、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和装

配式木结构建筑开展了广泛的项目调研与技术交流，总结了近年来的实践经验，

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开展了试评价工作，完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

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

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事项进行了

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

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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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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体看，我国装配式建筑应用规模小，结构装

配化程度和技术集成度较低。为推进装配式建筑健康发展，亟需构建一套适合我

国国情的装配式建筑评价体系，用于对评价对象实施科学、统一、规范的评价。

本标准主要从建造方式、基本性能、使用功能等方面提出装配式建筑评价方

法和指标体系。评价指标具有科学性、先进性、系统性、导向性和可操作性。评

价内容和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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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地

区的自主创新空间。

现阶段装配式建筑发展的重点内容包括：（1）主体结构由预制构件运用向结

构整体装配转变；（2）装饰装修与主体结构的一体化发展，鼓励装配化装修方式；

（3）部品部件的标准化应用和产品集成；（4）设计、生产、建造和监管全过程

信息化技术的应用。

1.0.2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装配方式建造的民用建筑评价，包括居住建筑和公共

建筑。当前我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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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评价范围涵盖了全

部民用建筑。

1.0.3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是参与装配式建筑评价的前提条件。本标

准主要针对装配式建筑的装配化程度和水平进行评价，涉及质量、安全、防灾等

方面内容，还应符合我国现行有关工程建设标准的规定。



14

2 术 语

2.0.1 装配式建筑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将预制构件、部品部件通过系统集成的

方法，在工地装配并实现主体结构、围护结构、设备管线、装饰装修一体化的建

筑，主要包括装配式混凝土建筑、装配式钢结构建筑、装配式木结构建筑等。

2.0.2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是相对于主体结构为现场浇筑的混凝土建筑而言，其

承重墙体、柱、梁、楼板、外墙板、楼梯、空调板、阳台、女儿墙等主体结构和

围护结构构件以及内装部品、设备管线等是在工厂预制、现场装配，实现了建造

方式的转型，提高了工程质量和效率，降低了劳动强度，减少了现场建筑垃圾排

放。

2.0.3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包括主体结构采用钢构件（梁、柱、墙等）装配、外

围护系统采用部品部件装配、全装修和设备管线装配四部分。其中，主体结构竖

向受力构件应采用钢柱、钢管混凝土柱（墙）等免支模构件；水平受力构件应采

用钢梁，当采用型钢混凝土梁时，不计入装配式钢结构建筑预制构件比例的计算；

钢框架的抗侧力构件应采用钢构件或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

2.0.4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的主体结构应采用预制木结构构件，主要包括梁、柱、

支撑、木质承重墙等。

2.0.5 本标准中的装配率是一个综合评价指标，可按下式计算：

%100
80





价分值装饰装修及设备管线评件评价分值主体结构和围护结构构

装配率

80 为本标准表 1、表 2、表 3中主体结构和围护结构构件指标与装饰装修及

设备管线指标评价满分的合计值。

2.0.7 集成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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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集成式卫生间充分考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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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式厨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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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作和加工阶段全部实现

装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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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1 一 般 规 定

3.1.1 以单体建筑为评价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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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全面、系统地反映装配式建筑的特点，具有通用性和可操作性。

3.1.2 装配式建筑基本特征为装配式建筑发展提出了方向，也是判断项目是否

符合申请评价条件的基本要求。了解并掌握装配式建筑的基本特征可避免申请评

价项目的不确定性和盲目性。申请评价项目应在设计方法、技术手段、建造方式

和信息化管理等方面体现出装配式建筑基本特征。

3.1.3 装配式建筑的评价涉及到房屋建造的各个方面，因此要求申请项目评价

的单位应提交评价项目申请报告、主要建造环节的设计文件、施工文件以及验收

文件等，内容应完整、详实。

3.2 评 价 方 法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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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式建筑评价分为项目预评价和项目评价。项目预评价宜在设计阶段完成后进

行，主要目的是促进装配式建筑设计理念尽早融入到项目实施中。如果项目预评

价结果满足基础项评价要求，申请评价单位可结合预评价过程中发现的不足，通

过调整和优化设计方案，进一步提高装配化水平；如果预评价结果不满足基础项

评价要求，申请评价单位可通过调整和修改设计方案使其满足要求。申请评价项

目应在主体结构和装饰装修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后再进行项目评价，并以此次评价

结果作为项目最终评价结果。

3.2.3 基础项是装配式建筑评价的基本要求，也是申请评价项目的必要条件，

因此，当申请评价项目有一条指标不满足本标准基础项规定时，申请评价项目不

应评价为装配式建筑。

3.2.4 评分项指标是装配式建筑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主体结构和围护结构构

件、装饰装修及设备管线、标准化与信息化、创新项等四类指标，申请评价项目

应根据其结构类型选用相应的评分规则，计算评价得分和评估项目等级。

创新项指标应符合本标准第 4、5、6章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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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评价

4.1 基 础 项

4.1.1 对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主要预制构件比例和全装修进行基本要求，以期

正确引导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发展方向。

本条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出于以下考虑：（1）规定适宜的预制混凝土构件的比

例指标对推动全国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均衡、有序发展是有益的；（2）为鼓励和引

导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主体结构和围护结构采用预制构件，本标准提出了 30%的

比例要求；（3）强调预制混凝土构件体系化的合理应用。

在装配式建筑中采用全装修是保证建筑完整性、耐久性和质量稳定性的重要

内容。建筑全装修可拓展新的产业链和产业模式，促进绿色建造与绿色居住，与

发展装配式建筑结构技术体系和建造技术体系同等重要。本标准明确全装修的主

要内容是：（1）保证装配式建筑的建成品具备使用功能，不能毛坯交房；（2）主

体结构与设备管线、装饰装修的系统集成；（3）工厂化生产的部品通过模数协调

和标准化接口实现现场的干式安装。

当申请评价项目不满足本条规定时，应不予评价；当申请评价项目未按照设

计文件中对预制混凝土构件的要求施工时，应不予评价。

4.1.2 本条规定外围护墙非砌筑比例应不低于 80%，内隔墙非砌筑比例应不低

于 50%，对于减少现场湿作业、缩短施工周期、改善建筑品质和提高装配化水平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鼓励外围护墙选用设计使用年限更高的单元式幕墙或预制

外墙板，或采用其他符合性能要求的工业化板材。

4.1.3 建筑、结构、设备管线、装饰装修一体化设计是进行装配式建筑评价的

基本要求。申请评价项目在设计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装配式建筑的特点以及项目所

在地的技术经济条件，注重各专业间的协同配合，强调装饰装修与建筑、结构、

设备管线的系统集成，保证各项技术功能指标要求的实现。

4.2 评 分 项

4.2.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评分规则的说明如下：

(1) 一类指标：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主体结构和围护结构预制构件比例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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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和主体 
对应构件混凝土总体积

制混凝土构件体积主体结构和围护结构预
围护结构预制构件比例结构

主体结构、围护结构等构件主要包括：预制承重墙、柱、梁、楼板、墙板、

楼梯、空调板、阳台、女儿墙等。

预制构件比例计算应遵循以下原则：（1）预制构件比例在 30%～60%之间时，

可采用内插法计算分值；（2）建筑屋面和立面装饰性构架等采用预制混凝土构件

时，应通过评价计入预制构件比例统计范畴；（3）所有预制构件的使用均应符合

合理性设计原则。

（2） 二类指标：

二类指标主要包括装饰装修及设备管线相关指标。为简化计算，若申请评价

项目标准层或标准单元数占建筑总楼层数或总单元数大于等于 70%时，可选取一

个标准层或者标准单元进行计算；若标准层或标准单元数占建筑总楼层数或总单

元数小于 70%时，应将该建筑±0.00 标高以上部分全部纳入计算。

1）装配式建筑内隔墙宜采用干式工法施工，鼓励采用成品墙板进行现场整

体装配，实现墙体非砌筑。非砌筑内隔墙比例计算公式为：

%100
建筑内隔墙总面积

非砌筑内隔墙面积
非砌筑内隔墙比例

非砌筑内隔墙面积和内隔墙总面积为内隔墙任一长向的立面面积；计算时可

不扣除门、窗、箱体等洞口面积。

2）装配式建筑宜采用免抹灰墙面体系，鼓励采用成品墙板进行现场整体装

配，减少现场湿作业量。免抹灰墙面比例计算公式为：

%100
建筑墙面总面积

免抹灰墙面面积
免抹灰墙面比例

为简化计算，在计算免抹灰墙面面积和建筑墙面总面积时，可不扣除门、窗、

箱体等洞口面积。

3）装配式建筑的楼地面宜采用干式工法施工，鼓励采用成品楼地面进行现

场整体装配，减少现场湿作业量。干式工法楼地面比例计算公式为：

%100
建筑楼地面总面积

干式工法楼地面面积
干式工法楼地面比例

上式中，干式工法楼地面面积、楼地面总面积不包括厨房与卫生间部位的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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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轴线面积，计算时可不扣除楼面风井、电梯井等预留孔洞面积。

4）集成式厨房和集成式卫生间应遵循标准化、系列化、模块化的设计原则，

并符合干式工法施工的要求，在制作和安装阶段全部实现装配化。集成式厨房（卫

生间）比例计算公式为：

%100
厨房（卫生间）总数量

数量集成式厨房（卫生间）
比例集成式厨房（卫生间）

若申请评价项目的厨房或卫生间干式工法墙面、顶面及楼地面面积之和与其

墙面、顶面及楼地面总面积之比大于 70%，可认为是集成式厨房或卫生间。当申

请评价项目中没有设置厨房或卫生间时，相应分值按满分计。

5）装配式建筑实施管线与结构分离技术，能有效避免设备管线更新改造时

大片剔凿主体结构而导致的质量、安全问题，提升设备管线的可更新性，而且有

利于节能环保、改善居住品质和延长建筑寿命。管线与结构分离比例计算公式为：

n
比例专业管线与结构分离

管线与结构分离比例
 i

式中： i为专业种类数目， i =1,2,...,n

%100
同专业管线的总长度

长度与结构分离的专业管线
分离比例某种类专业管线与结构

管线长度计算范围为楼层或单元的公共管道井之外的管线长度。敷设于各类

架空层或非承重墙体空腔内的管线认为管线与结构相分离，敷设于结构内部（不

含横穿）或湿作业垫层内的管线认为管线与结构未分离；燃气、通风空调系统及

排水系统认同为管线与结构相分离，不参加计算，其它专业依照上式计算。

（3） 三类指标：

三类指标主要用于评价装配式建筑的标准化和信息化程度。

标准化程度评价主要包含两项指标：

1）建筑设计标准化程度评价

本条中，基本户型是指居住建筑的套型单元；基本单元适用于公共建筑，是

根据功能需要及结构体系要求等设定的基本功能单位（如写字楼的标准办公间、

酒店的标准间、医院的标准病房、学校的标准教室等）。

需要注意，“相同基本户型或单元”的判定标准为建筑平面、剖面层高、外

墙板及门窗洞口位置全部相同。当阳台、空调板等立面构成要素不一致时，应将

基本户型和单元与不一致的部分区分开。



19

2）卫生间、厨房等功能模块标准化程度评价

考虑到部分民用建筑可能没有厨房，本条评价时允许选择“某一种功能模块”

代替，但测算评价项不能少于两项，即“卫生间+厨房”或“卫生间+功能模块”。

信息化水平评价也包含两项重要指标：

1）设计阶段全专业信息化

本条以能否提供建筑信息模型为评价依据，该信息模型应包含建筑模型、结

构模型、设备管线模型和装饰装修模型，且在同一建模软件下，各专业模型接口、

数据交互格式要统一，信息融合时，不失真、不丢失。

设计阶段信息化可按提交的三个层次资料进行评价：①建筑信息模型；②建

筑、结构、设备管线、装饰装修各专业协同的综合信息模型；③综合信息模型下

的构件、部品的深化设计模型。

2）全过程的信息化

本条以能否提供设计、制造、运输、装配全过程信息有效传递和协同资料（包

括全过程信息化管理系统、信息模型、工厂信息化管理系统、现场装配信息化管

理系统等）为评价依据，并需要现场实地考察。

设计、制造、运输、装配全过程信息化可按提交的三个层次资料进行评价：

①工厂信息化管理系统；②现场装配信息化管理系统；③设计、制造、运输、装

配全过程信息管理系统。

（4） 四类指标

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确定创新指标后，应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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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评价

5.1 基 础 项

5.1.1 为引导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发展，本条对外围护墙体和全装修作出了最

低要求限制。

外围护墙体非砌筑，内隔墙 50%非砌筑的要求能够更好地发挥钢结构自重

轻、抗震性能好的优势，同时有利于改善现场施工环境、减少资源浪费。

推广装配式装修，实现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全装修，可减少建筑垃圾和资源浪

费，提高装饰装修质量和改善居住品质。

5.2 评 分 项

5.2.1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评分规则的说明如下：

（1） 一类指标：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主体结构钢构件装配可采用螺栓连接、焊接连接和铆接连

接等连接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方式进行，评价分值一律取 30 分。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楼面体系（包括楼板、楼梯、阳台、空调板等）的预制

构件比例以免模楼面面积作为评价指标计算基础。目前，免模楼面不仅包括预制

楼板、预制叠合楼板、预制楼梯、钢楼梯等预制构件，也包括钢筋桁架楼承板、

压型钢板等免模现浇组合楼板。为鼓励各省市因地制宜地发展装配式楼面体系，

提高建造质量和效率，计算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楼面的预制构件比例时，不考虑上

述楼面建造方式的折减系数。根据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建造经验，楼面的预制构件

比例一般可达到 50%以上。因此，当申请评价项目的此项比例小于 50%时，评价

分值取 0分；当此项比例在 50%～100%之间时，采用内插法计算分值。计算公式

如下：

%100
总面积对应结构构件水平投影

投影面积免模结构预制构件水平
楼面预制构件比例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外围护墙板宜采用干式工法施工，鼓励采用成品墙板进行

现场整体装配，实现墙体非砌筑。

（2） 二、三类指标：

此部分条文说明参照本标准第 4.2.1 条相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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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四类指标

创新项可包括：新型保温装饰一体化外墙板、新型钢结构体系、减震隔震技

术；钢结构防火防腐的创新技术等。

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确定创新指标后，应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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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评价

6.1 基 础 项

6.1.1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的主要结构构件和部品应在工厂生产，并综合考虑项

目所在地理位置、构件运输便利性、施工机具和人工等影响因素，合理确定装配

方案。生产单位应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必要的试验检测手段，并建立完善的

构件加工制作档案。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应实现全装修。推进建筑、装饰装修设计施工一体化，提

高装配化程度，保证建筑安全和质量稳定。

6.1.2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在设计阶段应加强建筑、结构、设备管线和装饰装修

等专业间的配合，使预制构件既满足建筑使用功能、结构安全和标准化设计的要

求，又满足制作、运输、堆放、安装全过程质量控制的要求，提高安装效率和施

工质量，降低建设综合成本。

6.2 评 分 项

6.2.1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评分规则的说明如下：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评价应在考虑自身特点的基础上，与装配式混凝土建筑、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保持基本一致。

（1） 一类指标：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主体结构构件中的梁、柱、支撑、木质承重墙等应实现全

装配，符合要求时，评价分值为 30 分，否则不得分。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主体结构中楼板、屋盖、楼梯、阳台、空调板等预制构件

比例是指预制构件水平投影面积占全部构件水平投影总面积的百分比。若申请评

价项目此部分预制构件存在湿作业结构层或构造层，应将相应部分预制构件水平

投影面积折减 30%，同时全部构件水平投影面积保持不变。计算公式：

%100
积对应构件水平投影总面

预制构件水平投影面积
木结构预制构件比例

当楼板、屋盖、楼梯、阳台、空调板等预制构件比例在 50%～80%时，采用

内插法计算分值。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的外围护墙体应采用非砌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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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三类指标：

此部分条文说明参照本标准第 4.2.1 条相应内容。

（3） 四类指标

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确定创新指标后，应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