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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情况企业介绍



l  燕通公司注册资
本金5000万元，其
中市政路桥股份公司
控股60%，市保障房
中心下属燕保投资公
司占40%

l燕通公司：由北京市政路桥集团和北京市保障性住
房建设投资中心两大国有企业，为加速推进北京市保
障性住宅建设、践行住宅产业化理念，于2013年8月9
日合资组建。



n 生产基地位于昌平区南口镇北京市政工业基地，园区占地

800亩，可生产各种市政类和建筑类预制构件。
p装配式建筑构件

p预制箱涵:综合管廊

p盾构管片:地铁、铁
路、公路、水利、
电力、热力等盾构
隧道工程。

p排水管：预制基础、
预制塔身等。

p桥梁：箱梁、T梁、
工字梁、拼装节段
梁、预制墩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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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国际一流的装配式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l住宅产业化集团由：
北京市政路桥集团、北
京市燕保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北京首开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共同投资成立，总
投资2.6亿元，注册资
本金1.5亿元。

l2016年3月16日成立北京市住宅产业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整合5家市属国有企业的装配式建筑设计、预制构件生产
及房建施工资源，打造的一家涵盖建筑设计、构件生产、现
场装配、室内装修、维护保养等全产业链的住宅生产和服务
一体化运营平台。



打造国际一流的装配式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u2014年3月，建成北京市第一条装配式建筑构件流水线，年产能10

万立方米，北京地区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供应商。

u完成装配式建筑项目超过200万平方米，可生产各种装配式建筑预

制构件。



p装配式建筑构件

p预制箱涵:综合管廊

p盾构管片:地铁、铁
路、公路、水利、
电力、热力等盾构
隧道工程。

p排水管：预制基础、
预制塔身等。

p桥梁：箱梁、T梁、
工字梁、拼装节段
梁、预制墩柱等。

夹心保温外墙板（三明治外墙板）

结构内墙板

预制楼梯

预制叠合板



p装配式建筑构件

p预制箱涵:综合管廊

p盾构管片:地铁、铁
路、公路、水利、
电力、热力等盾构
隧道工程。

p排水管：预制基础、
预制塔身等。

p桥梁：箱梁、T梁、
工字梁、拼装节段
梁、预制墩柱等。



一、企业基本情况装配式构件信息管理系统介绍
（PCIS ）







(一 ) 标准化设计

(二) 工厂
化生产

(三) 装配
化施工

(四) 一体
化装修

(五) 信息化管理

n  PC构件 + 现场装配 ≠ 住宅产业化
n  PC设计 +流水线生产+现场装配 = 建筑产业现代化

n 住宅产业化=工业化生产方式建造住宅=住宅建造革命



一是，健全标准规范体系。加快编制装配式建筑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和地方标准。逐步建立完善覆盖设计、生产、施工和使
用维护全过程的装配式建筑标准规范体系。
二是，创新装配式建筑设计。统筹建筑结构、机电设备、部品
部件、装配施工、装饰装修，推行装配式建筑一体化集成设计。
积极应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BIM），提高建筑领域各专业协
同设计能力。
三是，优化部品部件生产。引导建筑行业部品部件生产企业合
理布局，提高产业聚集度，培育一批技术先进、专业配套、管
理规范的骨干企业和生产基地。特别强调要引导部品部件的生
产企业合理布局，解决生产规模问题和供应半径问题，对于降
低成本，对于提高生产效率都有好处。

n 2016年9月底住建部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大力发展
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明确八大任务：



四是，提升装配式施工水平。引导企业研发应用与装配式施工相
适应的技术、设备和机具，提高部品部件的装配式施工连接质量
和建筑整体安全性能。
五是，推进建筑全装修。实行装配式建筑装饰装修与主体结构、
机电设备协同施工。积极推广标准化、集成化、模块化的装修模
式，提高装配化装修水平。
六是，推广绿色建材。提高绿色建材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比例。
推广应用高性能节能门窗。强制淘汰不符合节能环保要求及质量
性能差的建筑材料。
七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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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大型设计、施工和部品部件生产企业向工程总承包企业
转型。
八是，确保工程质量安全。完善装配式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制
度，健全质量安全责任体系，落实各方主体质量安全责任。建立
全过程质量追溯制度。
另外，要大力推行人才队伍建设，现在我们一些人才队伍的建
设还不太适应装配式建筑的发展需要。





五、工程业绩

通州区马驹桥公租房项目

l完成日期2014年11月。
l国内首个全部住宅采用装
配式剪力墙结构+装配式装
修的规模化保障房小区。北
京市市已建成的最大规模装
配式住宅小区。
l总建筑面积21.1万㎡ ，
地上建筑面积16.2万㎡。
10栋16层住宅楼，共
3004户。
l内外墙、阳台、空调板、
装饰板、叠合板、楼梯、
PCF构件合计28661件，
构件方量23864m3。
l北京市首个全部清水混凝
土外立面小区。
l国内首次在预制构件内植
入RFID芯片。

燕通公司 – 已竣工规模化小区



l完成日期2014年10月。
l采用装配式剪力墙结
构+装配式装修的保障
房小区。
l16层住宅楼4栋，总
建筑面积8.7万㎡ ，地
上建筑面积4.4万㎡。
共1046户。
l预制构件5087件，构
件方量6456.5m3。
l国内首个真空绝热板
预制三明治复合外墙板
项目。
l燕通公司自主深化设
计，4天一层。

五、工程业绩燕通公司 — 已竣工速度最快项目



打造国际一流的装配式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l完成日期为2015
年11月。国内首个
开放街区+装配式剪
力墙结构+装配式装
修的保障房小区。
l住宅楼20栋，总
建筑面积21.2万
㎡ ，地上建筑面积
14.7万㎡。层数
6-21层，共3002
户。
l预制构件14类，
638种规格，
13550块，混凝土
方量9000m3 。
l全面采用PCIS项
目。

郭公庄一期公租房项目

五、工程业绩燕通公司 — 已竣工难度最大项目



台湖公租房项目 — 在建超大型社区



百子湾公租房项目 — 在建大型社区+复杂外立面

项目总规划用地面积93940m2，总建筑面积
473346m2，地上建筑面积303351m2，其中住宅
地上建筑面积206759m2  ，其它类建筑面积
96592m2 。



p 中国PC制造与国外PC制造之区别？

p BIM代表信息化？ BIM该谁主导研发？离一体化设计还

有多远？ 设计BIM + 构件BIM + 施工BIM

p   装配式建筑成本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PC构件生产规模小？  标准化设计不够？

     设备自动化不高？

p   影响装配式建筑质量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灌浆质量?   保温？   防水？     人员素质？

p  装配式建筑缩短工期？ 体系问题（预制+现浇 ）？管理

经验问题？

p  节能减排？……





• 项目越来越大；构件型号多、数量大；

• 按楼按层供货，生产企业应缜密计划、科学
排产、精准库管、及时物流；

设计标准化与个性化
的矛盾

• BIM设计初级阶段，设计信息来源不单一，变更频
繁，图纸管理难度大；

• 马驹桥图纸100多张；郭公庄一期500多张；台湖
B1地块400多张。

•安装进度制约因素多，构件厂与施工单位间实时数
据共享信息困难；

产业链企业之间数据
流交换困难

• 搭积木装配式，构件连接质量令人担心；

• 全生命周期管理，可追溯性管理成必然；

装配式建筑安全质量
管理需求

• 有经验的管理人员缺乏，作业人员素质低，有必要
降低对技术人员的知识水平、经验能力的过分依赖；

• 降本增效压力大。

人员素质低

管理成本高

n  PC设计+流水线生产+现场装配 ≠ 建筑产业现代化



• 参与装配式建筑设计阶段工作

• 参与装配式构件的安装和灌浆工作

管理创新：单纯生产型
企业向系统服务型企业
转变，产业链延伸。

• 混凝土：轻质、高强、免振捣、免蒸养

• 钢筋：自动化生产、钢筋布置

• 新型部品：结构装饰保温一体化部品；超低能耗
部品；

• 智能化生产系统：传统平模系统、立模系统、高
度自动化生产系统，如双墙板。

技术创新：提质增效，
智能化自动化升级。

• 柔性设计：解决标准化与多样化的矛盾；

• 全产业链数据交换：CAD信息交换、BIM信息交换、
生产设备信息交换、简单化；

• 高效联动：及时、可视化；

• 数据共享：一次录入，多家共享。

信息化：降本增效，互
联网+物联网+云存储+大

数据。







盾构管片
ERP；
水泥管ERP

建材企业
ERP

PCIS1.0
PCIS2.0

PCIS3.0
2014-2015

2016-2017
2015-2016

2012-20132010-2011

PCIS3.0增加内容：
1、不同BIM软件信息
的接口处理程序；
2、BIM三维可视化；
3、流水线MES功能；
4、集团数据中心功能。



以降低产业链成本为核心的设计理念

n 决策助手

Ø 物料需求

Ø 生产调度

Ø 统计分析

Ø 缺陷管理

Ø 成本管理

n 简单实用

Ø 兼容性好

Ø 操作性强

Ø 人员素质要求低

Ø 关注ＰＣ行业痛点

n 质量助手

Ø 可追溯

Ø 及时性好

Ø 针对性强



生产销售

考勤管理

灌浆管理

系统管理

试验管理 人事管理

设备管理

物资采购

成本管理客户订单

财务管理

系统入口 订单入口



1、埋设 2、脱模 3、检验 4、入库

5、装车 6、卸车 7、安装

n 预制构件身份证（PCID） — RFID信息卡



n 计划管理 — 客户为中心的需求计划管理



n 计划管理 — 进度为中心科学排产管理

模台2模台1 模台3



BIM

MES 施工

Ø不同工程、不同楼层、不同型
号的构件信息从BIM设计文件或深
化图纸技术信息中直接导入；
ØPCIS信息直接导入划线机、边模
板安装机器手、布料机、养护室
控制自动化。

n 数据交换 — 兼容导向的BIM信息、MES信息



n 质量控制 — 可追溯的隐蔽工程质量管理



n 质量控制 — 可追溯的统计质量管理



n 质量控制 — 可追溯的灌浆质量管理

l灌浆施工饱满度在线监测
仪器及评价信息系统，实现
了灌浆数据实时上传，确保
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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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钢筋套筒灌浆饱满度在线监测技术
n  低温超早强钢筋套筒灌浆技术

l燕通公司针对“钢筋套
筒灌浆效果无损检测”这
一世界难题，研制出与灌
浆施工同步进行的饱满度
在线监测仪器及信息化评
价系统；
l该技术属国际首创，填
补了目前该项技术国内外
的空白。
l可以实现灌浆数据实时
上传到公司信息管理系统，
确保工程质量。

l国际首创“低温超早强套
筒灌浆料”，可延长低温季
节装配施工时间2个月左右。

燕通公司— 套筒灌浆连接施工核心技术



n 物流管理 — 精准可控的存放、运输、安装管理



n 构件存放立体化+存放调运
一体化 = 单位面积存储量提高
2倍，装车效率提高3倍。

n 储存、发货管
理？

构件立体
存放



n 工程管理— 实时二维形象进度管理



n 工程管理 — 实时三维形象进度管理





客户：

中建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中铁十四局房山桥梁有限公司

成都建工工业化建筑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

北京港创瑞博混凝土有限公司

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