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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

前景分析报告》介绍了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产业运

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行业的现状、中国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行业竞争格

局、对中国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

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轻

钢结构装配式建筑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装配式建筑是指把传统建造方式中的大量现场作业工作转移到工厂进行，在工厂加工制作

好建筑用构件和配件（如楼板、墙板、楼梯、阳台等），运输到建筑施工现场，通过可靠的

连接方式在现场装配安装而成的建筑。

      随着各地积极推进装配式建筑项目落地，我国新建装配式建筑规模不断壮大。据博思数据

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

告》表明：2016-2019年我国新建装配式建筑面积逐年增长，2019年全国新开工装配式建筑4.18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44.6%，2020年装配式建筑面积有望超过80000万平方米，以每平米2500元

测算，市场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         时间   中国装配式建筑市场规模及增速(亿元)   增速

（%）       2016年   11400   　       2017年   16000   40.35       2018年   28900   80.63       2019年   41800  

44.64       2020年   ***   ***   

 

 

 第一章 中国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1.1 预制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的定义与模式

 

   　　　　1.1.1 预制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的定义

   　　　　1.1.2 预制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的优点

   　　　　1.1.3 预制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的设计

   　　　　1.1.4 预制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开发模式

   　　　　　　（1）轻钢结构

   　　　　　　（2）预制集装箱房屋



   　　　　　　（3）预制钢筋混凝土结构

   　　1.2 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政策规划解读

 

   　　　　1.2.1 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政策内容解读

   　　　　　　（1）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的装配率标准

   　　　　　　（2）新建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的建筑面积比例

   　　　　　　（3）经营情况分析的政策优惠

   　　　　1.2.2 建筑产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1）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

   　　　　　　（2）新开工全装修成品住宅面积比率

   　　　　　　（3）保障性安居工程采取装配式建造的比例

   　　1.3 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技术及工艺分析

 

   　　　　1.3.1 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结构分析

   　　　　　　（1）装配式结构形式

   　　　　　　（2）装配式结构连接

   　　　　　　（3）装配式结构性能

   　　　　1.3.2 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关键技术

   　　　　　　（1）钢筋套筒的连接技术

   　　　　　　（2）预制和现浇相结合的技术

   　　　　　　（3）其它关键技术

    　　　　1.3.3 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工艺分析

   　　　　　　（1）与传统工艺的比较分析

   　　　　　　（2）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设计施工规范

   　　　　　　（3）工厂加工装配构件阶段工艺

   　　　　　　（4）建筑整体装配阶段工艺介绍

   　　1.4 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经济和社会效益分析

 

   　　　　1.4.1 经济效益比较

   　　　　1.4.2 全生命周期经济性分析

   　　　　1.4.3 社会效益分析

  



  第二章 全球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2.1 全球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产业概况

 

   　　　　2.1.1 全球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主要成就

   　　　　2.1.2 全球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阶段

   　　　　2.1.3 全球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2.1.4 全球经典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案例

   　　　　　　（1）纽约帝国大厦

   　　　　　　（2）芝加哥水族塔大厦

   　　　　　　（3）悉尼歌剧院

   　　　　　　（4）迪拜帆船酒店

   　　　　　　（5）中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2.2 美国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分析

 

   　　　　2.2.1 美国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政策规划

   　　　　2.2.2 美国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建设状况分析

   　　　　2.2.3 美国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典型项目

   　　　　2.2.4 美国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技术趋势预测分析

   　　2.3 欧洲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分析

 

   　　　　2.3.1 欧洲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政策规划

   　　　　2.3.2 欧洲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建设状况分析

   　　　　　　（1）德国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建设状况分析

   　　　　　　（2）法国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建设状况分析

   　　　　　　（3）丹麦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建设状况分析

   　　　　　　（4）瑞典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建设状况分析

   　　　　2.3.3 欧洲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典型项目

   　　　　2.3.4 欧洲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技术趋势预测分析

   　　2.4 日本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分析

 

   　　　　2.4.1 日本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政策规划



   　　　　2.4.2 日本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建设状况分析

   　　　　2.4.3 日本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典型项目

   　　　　2.4.4 日本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技术趋势预测分析

   　　2.5 新加坡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分析

 

   　　　　2.5.1 新加坡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政策规划

   　　　　2.5.2 新加坡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建设状况分析

   　　　　2.5.3 新加坡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典型项目

   　　　　2.5.4 新加坡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技术趋势预测分析

  

  第三章 中国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产业链重点环节分析

 

   　　3.1 经营情况分析开发模式分析

 

   　　　　3.1.1 工程总承包（EPC模式）

   　　　　3.1.2 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BD模式）

   　　　　3.1.3 平行发包（DBB模式）

   　　3.2 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构配件生产分析

 

   　　　　3.2.1 全国构配件生产企业数量

   　　　　3.2.2 全国构配件产品生产能力

   　　　　3.2.3 全国构配件生产面临的问题

   　　3.3 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室内设计分析

 

   　　　　3.3.1 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室内设计发展特点

   　　　　　　（1）绿色施工

   　　　　　　（2）量产化优势

   　　　　　　（3）机械化程度高

    　　　　3.3.2 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室内设计企业动向

   　　　　　　（1）海尔集团的室内装配集成

   　　　　　　（2）远大住工的部品化全装修

   　　　　　　（3）科宝博洛尼的工业化精装修



   　　3.4 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施工中的影响要素

 

   　　　　3.4.1 税费因素

   　　　　3.4.2 设计因素

   　　　　3.4.3 施工因素

   　　　　3.4.4 构建成本因素

   　　3.5 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成本及控制分析

 

   　　　　3.5.1 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的全寿命周期成本分析

   　　　　　　（1）建造成本

   　　　　　　（2）使用成本

   　　　　　　（3）拆除回收成本

   　　　　3.5.2 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全寿命周期成本控制对策

   　　　　　　（1）建立成本管理体系

   　　　　　　（2）加强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建设全过程成本控制

   　　　　　　（3）对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主要成本费用进行控制

  

  第四章 中国重点城市及区域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分析

 

   　　4.1 上海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分析

 

   　　　　4.1.1 上海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现状调研

   　　　　　　（1）竣工面积

   　　　　　　（2）重点开发区域

   　　　　　　（3）需求状况分析

   　　　　4.1.2 上海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规划

   　　　　4.1.3 上海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扶持政策

   　　　　4.1.4 上海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重点项目

   　　4.2 北京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分析

 

   　　　　4.2.1 北京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现状调研

   　　　　　　（1）竣工面积



   　　　　　　（2）重点开发区域

   　　　　　　（3）需求状况分析

   　　　　4.2.2 北京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规划

   　　　　4.2.3 北京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扶持政策

   　　　　4.2.4 北京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重点项目

   　　4.3 青岛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分析

 

   　　　　4.3.1 青岛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现状调研

   　　　　　　（1）竣工面积

   　　　　　　（2）重点开发区域

   　　　　　　（3）需求状况分析

   　　　　4.3.2 青岛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规划

   　　　　4.3.3 青岛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扶持政策

   　　　　4.3.4 青岛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重点项目

   　　4.4 厦门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分析

 

   　　　　4.4.1 厦门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现状调研

   　　　　　　（1）竣工面积

   　　　　　　（2）重点开发区域

   　　　　　　（3）需求状况分析

   　　　　4.4.2 厦门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规划

   　　　　4.4.3 厦门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扶持政策

   　　　　4.4.4 厦门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重点项目

   　　4.5 沈阳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分析

 

   　　　　4.5.1 沈阳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现状调研

   　　　　　　（1）竣工面积

   　　　　　　（2）重点开发区域

   　　　　　　（3）需求状况分析

   　　　　4.5.2 沈阳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规划

   　　　　4.5.3 沈阳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扶持政策

    　　　　4.5.4 沈阳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重点项目



   　　4.6 深圳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分析

 

   　　　　4.6.1 深圳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现状调研

   　　　　　　（1）竣工面积

   　　　　　　（2）重点开发区域

   　　　　　　（3）需求状况分析

   　　　　4.6.2 深圳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规划

   　　　　4.6.3 深圳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扶持政策

   　　　　4.6.4 深圳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重点项目

   　　4.7 合肥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分析

 

   　　　　4.7.1 合肥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现状调研

   　　　　　　（1）竣工面积

   　　　　　　（2）重点开发区域

   　　　　　　（3）需求状况分析

   　　　　4.7.2 合肥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规划

   　　　　4.7.3 合肥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扶持政策

   　　　　4.7.4 合肥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重点项目

   　　4.8 大连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分析

 

   　　　　4.8.1 大连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现状调研

   　　　　　　（1）竣工面积

   　　　　　　（2）重点开发区域

   　　　　　　（3）需求状况分析

   　　　　4.8.2 大连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规划

   　　　　4.8.3 大连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扶持政策

   　　　　4.8.4 大连市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重点项目

  

  第五章 中国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产业链重点公司经营分析

 

   　　5.1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5.1.1 公司基本状况分析

   　　　　5.1.2 企业核心资质

   　　　　5.1.3 主营业务分析

   　　　　5.1.4 经营情况分析

   　　5.2 北京住总万科建筑工业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2.1 公司基本状况分析

   　　　　5.2.2 企业核心资质

   　　　　5.2.3 主营业务分析

   　　　　5.2.4 经营情况分析

   　　5.3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3.1 公司基本状况分析

   　　　　5.3.2 企业核心资质

   　　　　5.3.3 主营业务分析

   　　　　5.3.4 经营情况分析

   　　5.4 中民筑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4.1 公司基本状况分析

   　　　　5.4.2 企业核心资质

   　　　　5.4.3 主营业务分析

   　　　　5.4.4 经营情况分析

   　　5.5 北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

 

   　　　　5.5.1 公司基本状况分析

   　　　　5.5.2 企业核心资质

   　　　　5.5.3 主营业务及产品

   　　　　5.5.4 重点项目及工程

   　　5.6 山东万斯达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6.1 公司基本状况分析

   　　　　5.6.2 企业核心资质



   　　　　5.6.3 主营业务及产品

   　　　　5.6.4 重点项目及工程

   　　5.7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5.7.1 公司基本状况分析

    　　　　5.7.2 企业核心资质

   　　　　5.7.3 主营业务及产品

   　　　　5.7.4 重点项目及工程

   　　5.8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5.8.1 公司基本状况分析

   　　　　5.8.2 企业核心资质

   　　　　5.8.3 主营业务及产品

   　　　　5.8.4 重点项目及工程

   　　5.9 上海浦凯预制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5.9.1 公司基本状况分析

   　　　　5.9.2 企业核心资质

   　　　　5.9.3 主营业务分析

   　　　　5.9.4 经营情况分析

   　　5.10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5.10.1 公司基本状况分析

   　　　　5.10.2 企业核心资质

   　　　　5.10.3 主营业务分析

   　　　　5.10.4 经营情况分析

  

  第六章 中国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趋势预测与投资规划建议规划

 

   　　6.1 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产业趋势预测展望

 

   　　　　6.1.1 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方向



   　　　　6.1.2 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在我国的发展瓶颈

   　　　　　　（1）建造成本比较高

   　　　　　　（2）缺乏行业标准体系

   　　　　　　（3）生产、安装能力不足

   　　　　6.1.3 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的需求趋势分析

   　　　　6.1.4 全国各地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6.2 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前景

 

   　　　　6.2.1 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投资前景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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