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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一体化在装配式建筑中的运用
丁学楷

（建学建筑与工程设计所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　传统建筑工程多数以毛坯房作为建造方式，建筑结构设计与装饰设计相互脱离，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工程

后续运营效果。为确保建筑行业能够稳定朝向可持续化发展，应在现有设计环节使用设计一体化理念，配合已经

逐步走向成熟的装配式建筑体系，最大限度地提升建筑工程建设与运营全过程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本文就针

对此，首先提出装配式建筑及设计一体化概念，分析一体化设计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原则与应用模式，阐述一

体化设计具体方法，以期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理论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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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设计体系在装配式建筑工程中的应用前景

良好。通过融合设计一体化理念，可以从根本上提升

设计成果产品性能，确保装配式建筑工程在建设与运

营期间均能够实现资源分配最大化目标。但就目前来

看，设计一体化概念在装配式建筑工程中的应用时间

较短，缺乏有效设计方式，需要加强实际应用管控力度。

1 设计一体化在装配式建筑工程中的应用原则

1.1 以人为本原则

在原有建筑工程交付过程中，毛坯房交付或新装

房交付均在传统住宅基础上配合二次装修作业 [1]。该种

设计方式没有切实满足建筑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在房

屋内卫生间、卧室位置、插座数量等设计过程中没有

进行全面考量，需要由建筑用户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二

次装修、重新铺设房屋内管线，严重影响到工程整体

装修成本，在装修过程中还会导致环境污染或噪声污

染等问题出现。

在装配式建筑设计一体化工作实施期间，可以从

侧供给角度分析建筑用户根本需求，在建筑方案编制

前期加强与业主方的沟通交流，以建筑内装方案确定

建筑整体规划方案，实现设计一体化目标。建筑施工

工作开展过程中，可将装配式建筑结构整体、装饰装修、

装配式构件、电气设备与管线进行一体化施工，从根

源处降低建筑工程建设期间质量问题发生概率 [2]。

1.2 部品设计前置原则

在装配式建筑工程设计过程中，装配式住宅建筑

一体化设计需要对建筑部品进行标准化、模块化、系

统化、同样化与多样化处理，确保各装配式建筑结构

部品能够充分满足其功能定义，实现功能单元及标准

构件的一体化设计目标。

在住宅部品体系集成技术应用时，需要将房屋建

筑工程内多个既独立又相关的部品体系结合为统一整

体，配合使用先进的大数据技术与 BIM技术，确保装

配式建筑工程中的各高校技术成果能够被灵活应用在

集成部分中，最大限度发挥出应有的潜力与作用。

1.3 部品解决方案验证原则

在装配式建筑工程一体化设计环节需要严格遵循

工业化生产理念，配合模数协调与标准化设计方法，

从根本上提升工程整体设计水平 [3]。装配式建筑工程的

系统性与综合性较为显著。要求在部品部件模数协调、

模块组合以及连接接口设置过程中配合使用集成化方

法，实现生产技术、管理及市场一体化目标。

装配式建筑模块化设计工作应当落实模块化设计

理念，借助少规格、多组合方式，将功能模块、空间模块、

户型模块等有机结合在一起 [4]。配合使用标准构建体

系，配合少量非标准构件，实现建筑多样化建设目标。

普及建筑装饰部品模块及建筑结构相统一的模数协调体

系，确保装配式建筑工程部件设计工作能够始终趋向于

标准化、通用化发展，实现部品工业化研发与生产目标。

1.4 内装部品及构建协同设计原则

装配式成品住宅部品主要由内装部品体系、建筑

部品体系构成。在装配式部品部件中，也可细致划分

为建筑结构体系、外围护体系、内装系统以及设备及

管道系统。在开展一体化设计工作期间，装配式构件

设计工作应当以满足建筑整体功能需求为目标，从根

本上提升构件与建筑工程整体内装部品的适用性。同

时，在内装部品设计环节也需要明确装配式构件生产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9期 (下 )总第 508期科技博览

2

期间的经济实用性与技术可行性，确保构件与内装部

品设计工作始终保持趋向于标准化及协调化方向发展。

通过将预制构件与部品部件借助模数协调、模块组合、

接口连接、节点构造等集成方法，实现技术、管理与

市场最优化目标。

1.5 建筑、内装及环境协调目标

装配式成品建筑需要满足绿色、舒适、安全目标。

在使用设计一体化理念过程中，需要充分使用绿色技

术、健康技术手段，从根本上提升装配式建筑工程整

体综合性能，进一步改善工程内部环境品质。

建筑环境主要涉及空气品质、污染物控制、光环境、

生活用水品质等多方面，需要在一体化设计期间着重

关注设计环境的源头控制工作，配合使用多学科知识，

实现多层次空间环境设计目标。借助平面及空间构成

形式，透视、错觉、光影等设计手段，在室内环境中

营造出独特设计风格，满足建筑工程性质与用途建设

目标，确保建筑功能与建筑风格相互适应。对建筑空间、

造型、色彩与艺术展开整体设计，进一步增强建筑工

程整体功能及观赏价值。

2 设计一体化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流程

在装配式建筑设计一体化环节，需要配合使用内

装设计、建筑设计、构件设计、设备及管线布局、环

境控制等方式 [5]。在施工图设计前配合内装设计方案，

切实优化构件制作原则以及环境控制内容。装配式建

筑工程施工图设计需要以设计一体化概念为主导，在

标准化设计基础上进行细节优化。

配合使用一体化技术手段，基于建筑内装一体化

技术对建筑结构、建筑部件、建筑内设备管线系统进

行一体化设计。在各技术环节整合优化期间，应当明

确关注建筑内装一体化设计与建筑安装、部品制造一

体化设计具体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建筑安装与部品制

造环节的技术规则，实现建筑内装一体化目标。

标准一体化设计期间，可配合使用魔术协调方法，

确保建筑设计与内装设计模数始终处于一体化状态，

配合先进的 BIM体系，从根源处降低建筑、设备、管

线一体化设计期间的冲突。

设计一体化是装配式建筑实施全过程的重要阶段，

随着社会经济与科技技术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装配式

建筑设计一体化也具备了更加完善的智能化基础与条

件，装配式建筑的建模率大幅度提升。国家及有关部

门针对装配式建筑设计一体化工作颁布了设计一体化

审图标准、设计一体化三维建模标准，使装配式建筑

三维建模与模型使用环节更加规范 [6]。标准化装配式建

筑三维建模工作同时也为智能建造的开展提供了重要

数据支持。借助数据传递方式，实现多平台模型无损

传递目标，确保工程建设期间的设计、施工、竣工等

全过程信息均能够实现统一整合及应用，使建立起的

装配式建筑设计一体化模型能够为工程进度、质量以

及安全管理工作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

装配式建筑设计一体化中智能技术的应用主要结

合 BIM技术将结构信息转化为以工序为单位的施工信

息，实现装配式建筑构件实时跟踪目标，推动装配式

建筑装配式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工作有序开展等方面。

利用 BIM模型整合工程设计环节上的各类信息，分析

工程建设全过程的资源需求，下达更为精准的材料清

单，使工程施工期间的资源浪费率能够被控制在最小

范围之内，增强钢构件生产与安装过程中的可操作性

水平，编排详尽的生产计划，为工程后期施工工作提

供可视化管理可能性。

3 设计一体化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方法

3.1 建造流程设计一体化模型

注重关注支模体系的设计工作，要求依照分层浇

筑要求对支模体系进行计算验证，设置适宜的梁底模、

侧模强度与变形量，并对支撑杆件强度、高度及稳定

性进行验算，确保这些参数数值全部与设计要求相符

后才可以进行正式施工。在模板搭设过程中，上下层

的支撑需要位于同一位置，确保模板受力均衡。对拆

模顺序进行调整，在保障混凝土结构稳定后才可以拆

除模板。

如装配式建筑转换层的跨度以及受荷载力较大，

内部配筋数量增多，还需要加强钢筋工程设计环节管

控力度，切实保障钢筋骨架的稳固性，合理布置钢筋

位置。优化钢筋绑扎顺序，配合使用分层浇筑手段。

在底部分层绑扎安装，底模铺设完毕后首先绑扎转换

梁底部位的钢筋。为避免钢筋与转换层施工存在冲突

问题，还可以在底部箍筋穿插到位后再立箍筋。明确

每跨梁短钢管标高，并将该短钢管扣接在支撑架上，

在钢筋位置矫正并通过复核后才可以拆除短钢管。

对装配式叠合面及保护层结构进行处理。为从根

本上保障分层浇筑混凝土施工质量，避免混凝土浇筑

环节产生较大的冲击力，还可以在迭合面处采用梅花

布置箍筋手段，增强混凝土结构整体性。对转换层的

剪力墙预留插筋位置进行精准性验证，避免预留插筋

位置出现误差，导致转换层结构承载力下降。

3.2 空间一体化设计

装配式建筑工程构造体系主要包括叠合剪力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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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筑外挂构件、整体框架、装配式整体框架 -剪力墙

等多种类型。

其中，现浇外系统软件预留构件在实际安装期间

的流程较为简单、施工效率高。装配整体式框架 -剪

力墙结构体系被多数应用在高层办公楼建筑中，实际

预制率能够达到 60%。

总体装配式架构由部分框架梁、预制柱构件、预

制组合混凝土楼板组成，在实际拼装期间形成混凝土

浇筑组合层、接缝混凝土结构等形式。因此在将设计

一体化理念应用在装配式建筑空间一体化设置期间，

应当着重分析建筑工程整体形体特征，判断工程纵横

向邻柱间距与空间跨度。确保相同柱网内部能够具备

多功能，提升空间整体灵活性 [7]。在装配式建筑工程项

目要求单体预制率不低于 40%的情况下，构件主要包

括结构构件与非结构构件两种形式，需要结合从预制

构件特征与生产要求，对各构件进行一体化设计，从

根本上提升建筑工程整体使用效果。

3.3 构件设计一体化

1.装配式构件运输与存放。在预制构建运输工作

开展时，应避免构件出现破损情况。分析装配式构件

运输路线，并对装配式构件进行保护。

基于不同装配式构件结构特征，选择适宜的构件

存放方式。如剪力墙存放时需要采用堆垛架存放手段，

要求堆垛架应当具有符合具体安全要求的承载力及稳

定性。

2.装配式构件吊装。在装配式构件吊装过程中，

应当结合构件规格以及构件大小选择一个塔吊装置。

要求塔吊装置能够覆盖整个施工现场，满足各构件吊

装要求。在塔吊装置应用前还需要做好全面检修工作，

避免塔吊装置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出现安全事故问题。

3.装配式构件连接。在将装配式构件运输到指定

位置后，应当对模板进行支撑固定，使用套筒连接装

配式构件预留钢筋。在连接前应当事先清洁套筒，先

连接 PC模板与梁柱构件。在连接过程中需结合施工要

求选择焊接或螺栓固定等方式，以从根本上提升模板

结构紧密度，为后续装配式构件施工工作奠定坚实技

术基础。

3.4 内装设计一体化

装配式建筑工程内装工作开展期间，需要遵循现

行设计原则，确保营造出的建筑空间更为健康、安全、

舒适，切实满足成品住宅功能性、安全性要求，增强

装配式建筑工程整体功能性。

内装部品集成设计工作主要就是包括部品化设计、

模块化设计、集成化设计等各种类型。在技术实施过

程中，需要将单一技术朝向技术集成化方向转变。

部品设计环节应当以户型模块化为理念，使户型

空间内装部件与空间模块相互独立形成部品模块。与

内装结构相关联的部品需要采用部品化整体设计方式，

进一步增强内装部品建设与安装期间的便捷性，使内

装物品能够实现灵活更换、可持续利用目标。增强住

户部分设计的自由性、灵活度，控制装配式建筑工程

建设与后续装饰环节的垃圾产出量，有效降低建筑工

程整体建设成本。

在工业化生产部件过程中，需要满足产品统一部

品化、物品统一型号规格、部品统一设定标准等要求。

配合使用 BIM技术建立起部品库，将所获得的数据及

时反馈给工厂，而后由工厂制定非标定化的制作标准。

在集成化部品设计环节，应当使室内内装部品由单一

技术朝向集约技术转变。

4 总结

总而言之，通过在装配式建筑工程中如何使用设

计一体化概念，能够切实满足建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转型目标，使建筑工程在设计建设与运营期间获得最

大化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由于我国设计一体化理念

在装配式建筑工程中的应用时间尚短，在现阶段设计

工作实践过程中还需要结合地区房地产业发展特征与

发展要求，制定出装配式建筑工程设计一体化标准，

从根本上提升设计一体化理念落实期间的规范性，为

推动我国建筑行业规范化发展进程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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