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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One

中国建筑工业化存在的
问题及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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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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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要求

l 人口红利消失，建

筑业人工成本上升

l “四节一环保”的

要求

l 建筑工程品质提升

的要求

l 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政策推动

l 国家政策：用10年

左右时间，装配式

建筑占比达到30％。

l 地方政策：30余省

市制定装配式建筑

发展计划，并出台

激励措施，积极引

导装配式建筑发展。

发展快速

l 企业积极参与尝试

装配化建筑建设实

验。

l 研发投入加大，新

的技术标准即将实

施，为装配式建筑

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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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业化趋势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PC） 装配式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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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体系

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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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体系（按结构类型划分）

原木——高档住宅

胶合木——高档住宅及大型公建
北美欧洲重型（柱梁）结构

北美轻型（2’× 4’)结构——普通住宅

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中高档住宅和庙宇建筑

日本再来木造——住宅

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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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体系（按结构类型划分）

“    ”管密肋柱+“H”型梁

“    ”管柱+“H”型梁

“H”型柱+“H”型梁

超轻型钢结构（冷弯薄壁体系）——住宅

（中国于2011年发布了技术规程）

钢结构柱梁体系:

钢木混合体系：胶合木梁和钢柱结合

钢结构

钢混体系: SRC (“    ”管柱+“H”型梁）

CFT (“    ”柱+“    ”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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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体系（按结构类型划分）

剪力墙体系：预制墙板、楼板、楼梯等

框架体系：预制柱梁、楼板、楼梯等

预制混凝土（PC）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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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痛点

造价偏高问题

舒适度问题

产业配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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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痛点——造价偏高问题

主体结构

• 低层建筑：约
△+50元/㎡

• 多层建筑：约
△+100元/㎡

• 小高层建筑：约
△+150元/㎡

围护墙体

• 传统墙体（块体或
现浇：270元/㎡-
300元/㎡）

• 轻质墙体（板体）：
400元/㎡

• 重质墙体（三明治
PC）：500元/㎡

• 重质墙体（挤出
法）：700元/㎡

楼盖（屋盖墙体）

• 传统：150元/㎡
• 预制：220元/㎡

内隔墙及其他

• △+100元/㎡

△综合差额：350-5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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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痛点——舒适度问题

Ø 住宅无梁无柱保证室内空间使用舒适 

Ø 结构设计不合理导致的问题

①②③④ 四个问题导致建安造价增加，空间使用受影响，舒适度降低，质量劣化

① 柱角问题 ②柱梁不等截面
问题

③梁翼缘与墙
体不等厚问题

④楼板过厚（≥50cm）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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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痛点——产业配套问题

       建筑设计建材、部品、部件、设备，种

类繁杂，没有一家企业能生产齐全的产品，

钢结构企业若由结构加工业转型为建筑工业

化，即提供装配式建筑企业，第一阶段核心

业务为：

① 结构优化设计、生产能力

② 预制围护墙体研发、生产能力

③ 楼盖生产、集成能力
① 三种功能可分属于三家企业

② 也可由一家企业同时拥有三种功能

推倒固有思维，寻找他人长板，建立互惠模式

技术

市场产业

解决路径：



Chapter Two

北新FK轻型预制外围护
系统核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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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层平面 户型详图

参照角部详图

A

B

A

B

北新FK技术住宅应用——无柱角异形柱结
构



角部详图一(北方寒冷地区) 

室
外

室
内

外墙厚度：375

角部详图二（南方夏热冬暖、冷地区等）

外墙厚度：310

室
内

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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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新FK技术住宅应用



窗洞做法

带窗墙板立面

墙板水平剖面

墙板竖向剖面

附加龙骨

FK墙体剖面图女儿墙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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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新FK技术住宅应用——屋盖                                                                                                                                                         



安装完成底面

混凝土叠合板在住宅建筑中的优势
Ø 实现跨度大，无需模板，安装快速

Ø 用于住宅时，板底部易于处理

Ø 应用范围广，价格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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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新FK技术住宅应用——楼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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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平面设计——标准层平面

参照角部详图

北新FK技术住宅应用——框架或框剪结构                                                                                                                                                       



Ø 以轻型钢为支撑结构，复合新型墙

体材料而成高性能建筑外围护系统，

同时满足建筑外围护及装饰功能。

Ø FK 轻型预制外围护系统是建筑工

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是一种

改变生产方式，建筑业态升级的集

成式的新产品。FK软件可实现产品

信息化的设计、生产; 统筹设计、

材料、生产和安装四个环节。

FK墙板样品 FK项目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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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产品——FK轻型预制外围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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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产品性能特征

抗震

防火

超耐候

性价比高

安装便捷

大尺寸

运输成本低

外观多样

便于回收

轻量化 隔声

预制化

保温隔热

可回收

装配式高层建筑外围护系统——关键技术特征



安装过程性能检测报告 水密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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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产品性能指标



各项参数

抗震 满足8度抗震设防要求； 生产简单 无需大量模具，省工30%，省料10%

隔声 Rw≥45dB 大墙板 最大尺寸4200*13000

抗风压等级 第9级（5.0kPa）（最高标准） 安装便捷 1块板/4人  8分钟

水密性 第5级（2.0kPa）（最高标准） 便于回收 回收率90%

气密性 第4级（最高标准） 耐久性 不低于70年

平面内变形 第5级（最高标准） 重量轻 70--125kG/m2

墙体热传导
系数

可达到0.34 W/(㎡·K) 产品预制率 ≥90%

防火
完整性:≥121min   隔热性:≥121min
新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一类建
筑非承重外墙的不燃性要求为≥60min

运输成本 200kM运输半径，物流成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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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产品性能参数



安装精度高，解决建筑外围护气密、水密问题

结构保温内外装一体化

双波双防水构造保证防水性能

个性化建筑外观，外立面可做成弧形、半圆形 施工高效无尘，现场仅需拼装作业
24

FK产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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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新FK核心技术

专业设
计软件

先进生
产设备

完备技
术体系

领先专
利技术

产品体
系多样



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登记证书

       实现建筑装配化的首要前提是精度，北新集团引进了专

业的墙板设计软件，该软件能够对各种类型的墙板自动排版，

计算并保存成整体建筑所有墙板的模型信息，数据可与生产

设备共享。

       该软件能自动统计墙板的物料信息，修改墙板过程中能

实时读取物料信息的变化，为工程预算提供可靠的数据信息。

       软件适应中国市场需要的FK轻型预制外围护系统专业设

计软件，为国内首创，填补了市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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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设计软件



自动生成安装详图 自动生成部件加工图 自动生成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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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的设计

实现从CAD到CAE的转变，实现工程信息化管理
每个板块均有独特身份标识



先进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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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CAD到CAE到CAM转变，实现龙骨成型、激光切割、机器人焊接一体化。



国内首台套、PLC控制达到建筑工业化3.0水平
年产20万平方米连续生产、流水作业的自动化生产线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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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生产设备



先进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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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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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轻型预制外围护系统产品设计图集》1

《FK轻型预制外围护系统企业标准》2

4 与国家住建部共同编写《装配式蒸压加气混凝土轻钢复合保温
墙体应用技术规程》CECS 454:2016，规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FK 轻型预制外围护系统产品各项技术指标经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检测，完全符合建筑要求，同时制定了相关技术规程及标准：

《FK轻型预制外围护系统设计、生产、安装手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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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备技术体系



丰富多样产品

33

      FK 轻型预制外围护系统具有丰富多样的系列产品，有制造各种造
型的外围护墙体特殊技术。

真石漆饰面系列 金属外墙板饰面系列 大理石饰面系列 瓷砖饰面系列 旧墙改造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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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造型的外围护墙体技术

丰富多样产品



 专利号（申请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1 201310554034.0 一种防震节能外墙围护系统 发明专利
2 201310556673.0 一种L形密封条及其拐角密封、插接和组合密封结构 发明专利
3 201410790668.0 可调式墙体和梁的连接结构 发明专利
4 201410788504.4 幕墙骨架与结构梁的安装方法 发明专利
5 ZL 2013 2 0705443.1 一种建筑外围护墙体 实用新型专利
6 ZL 2013 2 0707721.7 一种滑动墙体 实用新型专利
7 ZL 2013 2 0708290.6 一种墙体的密封结构及其密封条 实用新型专利
8 ZL 2013 2 0707723.6 一种L形密封条及其拐角密封、插接和组合密封结构 实用新型专利
9 ZL 2013 2 0708301.0 一种连接件 实用新型专利

10 ZL 2014 2 0807266.2 可调式墙体和梁的连接结构 实用新型专利
11 ZL 2014 2 0806502.9 墙体与梁连接件 实用新型专利
12 ZL 2014 2 0805320.X 一种墙体骨架及墙体 实用新型专利
13 ZL 2014 2 0805327.1 一种预制墙体与梁的连接件 实用新型专利
14 201710243160.2 一种墙体的制作方法 发明专利
15 201710243164.0 一种墙体的生产线 发明专利
16 201720389873.5 一种墙体的生产线 实用新型专利35

FK领先专利技术



北新集团成都办公楼 日本写字楼

36

FK工程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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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建部原副部长宋春华对北新FK装配式建筑成

套技术体系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装配式建筑发展

钢结构+FK板是绝配，解决了几十年未能解决的行

业痛点。

      北新FK外围护系统与钢结构、混凝土结构可以

完美结合、任意组合，彻底解决围护系统防水问题，

对装配式建筑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专家评价



国内某重点项目的六种外围护系统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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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为北新FK测试照片

结论：这7种外围护系统都采用了外挂的

做法。外挂式的外围护系统是建筑工业化

生产的必然选择。



Chapter Three

FK技术产业化投资与收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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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资金额（万元）

FK设备（基本） 500

技术转让费（含返投资金） 1000

厂房（10000平米） 500

土地（30亩） 200

配套安装费 300

流动资金 500

合计投资 3000

实际投资（扣除返投资金） 2500

产值分析：

20万㎡FK外围护系列产品，

可为40万㎡建筑外围护提

供核心部件部品，可实现

工程产值8亿人民币。

注：利用闲置厂房或租赁厂房，费用计入生产成本，可减少固定投资700万元，总投资1800万元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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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技术产业化投资及效益分析——年产20万㎡FK系列产品



设备功能价格明细表

序号 功能描述 1000万以内 2000-2500万 3500万

1 中央控制室 ● ●

2 龙骨成型机（CAD→CAE→CAM） ● ● ●

3 机器人自动焊接+人工辅助焊接 ○ ●

4 立体库 ○ ● ●

5 自动定位、电动传送 ● ●

6 具有作业与输送功能的平台 ○ ● ●

7 机械臂传送物料 ○ ●

8 自动涂装、贴瓷砖功能 ○ ●

9 自动化切割、加工胶条 ● ● ●

41

注：○为部分有；●为全部有；空为无。



FK产品销售效益分析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达产规模20%
（第一年）

达产规模50%
（第二年）

达产规模80%
（第三年）

达产规模100%
（第四年）

1 营业收入 1600 4000 6400 8000

2 营业税金及附加 12 30 47 60

3 生产成本 1120 2800 4480 5600

4 期间费用 625 825 975 1025

5 利润总额 -157 345 898 1315

6 所得税 0 86 225 329

7 净利润 -157 259 673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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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技术产业化投资及效益分析——年产20万㎡FK系列产品



FK产品销售效益分析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量

1 年销售收入（达产年） 万元 8000

2 生产成本 万元 5600

3 毛利润 万元 2400

4 投资回收期（税前） 年 4.04

5 投资回收期（税后） 年 4.30

6 盈亏平衡点 % 4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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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技术产业化投资及效益分析——年产20万㎡FK系列产品



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达产规模20% 达产规模50% 达产规模80% 达产规模100%

1 营业收入 16000 40000 64000 80000
2 营业税金及附加 640 1600 2560 3200
3 总成本费用 13600 34000 54400 68000
4 期间费用 300 450 540 600
5 利润总额 1460 3950 6500 8200
6 所得税 365 987.5 1625 2050
7 净利润 1095 2962.5 4875 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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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技术产业化投资及效益分析——40万㎡建筑工程承包业务



Chapter Four

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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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省、直辖市设置1~2家合作企业

采用FK技术许可+成套设备投资销售的合作模式

技术许可费1000万人民币，其中500万元返投合资公司

成套设备销售价2000万人民币（价格随钢材价格行情略有调整）

合作模式一：央地民的合资合作

合作模式二：地产类企业的合资合作

合作模式三：非合资模式

合作目标

1

2

5

6

3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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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地民合作模式

股权5%-10%

股权40%-60%

股权3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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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类企业合作模式

股权5%-10% 股权9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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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合资合作模式

技术转让+成套设备销售          共    享



北新集团将向合作单位提供如下服务：

Ø FK外围护系统全部资料

   （图集、标准规程、设计生产安装手册、工程案例等）。

Ø FK外围护系统产品设计、生产、安装培训。

Ø FK外围护系统设备操作培训。

Ø 提供基于FK技术的绿色建筑设计、装配式建筑（钢结构、混

凝土（PC）、装配式木结构、低层冷弯轻钢结构等）的咨询

及设计服务。（有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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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



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