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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计算细则修编思路

1.1 坚持预制率和装配率双轨并行的计算规则

土建结构的建造方式转变是行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头，设定预制率指标是必要的

有些建筑类型难以满足全装修的标准（比如：部分区县的回迁安置保障房、低密度叠

拼别墅等），选用预制率指标更为合理

很多工业建筑适合采用装配化建造方式，但却很难套用民用建筑的全装修标准

采用预制率和装配率双轨并行的计算规则，可以让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有更多的技术

方案选择，可针对不同类型建筑选用不同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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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引导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高效率建造”

 鼓励外围护部品多样化，并实现围护、装饰、保温及窗框集成化

 鼓励采用装配式楼地面、干法墙面和管线分离，减少现场湿作业及开孔剔槽

 鼓励采用全装修、集成厨房、集成卫生间、内隔墙非砌（浇）筑

 鼓励装配式结构体系多样化，强调了混合结构，并增加了框架-支撑结构

 鼓励设计选用适应装配化施工的构件连接做法，减少传统湿式连接做法

 鼓励“免抹灰、免模板、免支撑”高效建造体系，减少人工、减少建筑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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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完善“沪建建材（2016）601号”文件的相关内容

进一步明确预制率定义中的“围护结构中预制构件部分”的含义和类型

统一了方法一和方法二的计算口径，避免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差异过大。柱按数量统

计改为按中心线长度统计；楼梯、空调板、阳台板按数量统计改为按投影面积统计

合并权重系数表，比如：阳台板和空调板归为楼板，凸窗归为墙体，女儿墙取消

适当提高内装部品在装配率指标中的计算权重，均衡了两“率”指标的可及性

幕墙归为围护结构，取消集成管道井和集成排烟道，增加装配式楼地面和管线分离

考虑预制率指标的可及性，适当降低框架-剪力墙（核心筒）结构的墙体权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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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突出“细、全、新”的特点和可操作性

“细”体现在文件中的大篇幅备注说明，可以让使用者充分理解并正确采用

“全”体现在文件的技术类型覆盖面，基本涵盖目前上海市场的技术和产品

“新”体现在对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兼容和吸纳，鼓励创新技术应用

对原601号文件的权重系数表进行了梳理和合并，让设计人员使用更加方便

修正系数加分项统一列出：免抹灰、集成保温、集成外饰面、集成副框（窗框）

对各项系数取值的备注说明尽可能做到严谨准确，避免应用中产生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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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纳入一些工程应用较成熟的体系和技术

 围护、承重、保温一体化的双面叠合剪力墙体系

 集成钢筋双面免模的模壳剪力墙体系、单面叠合墙体系等

 预制外挂墙板、组装式预制外围护墙体（比如模卡砌体墙板等）

 免模竖向构件和高效连接，比如免模柱墙、梁端钢企口、叠合板密拼等

 各类型的免模楼板或免模免撑楼板（比如双T板、SP板、PK板等）

 倡导干法铺装的保温隔声楼板、大空间可变房型、管线分离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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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计算细则》适用范围包括混凝
土结构、钢结构、竹木结构、混合
结构等结构类型，涵盖剪力墙结构、
框架结构、框架-剪力墙（筒体）、
框架-支撑结构等结构体系。

2.1 “一般规定”对比解读

本《计算细则》适用范围包括混凝
土结构、钢结构、钢-混凝土组合
结构、竹木结构等结构类型，涵盖
剪力墙结构、框架结构、框架-剪
力墙（筒体）结构等结构体系。

新细则 旧细则

02 新旧计算细则对比



2.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对比解读

单体预制率定义：建筑单体预制率，是指混
凝土结构、钢结构、竹木结构、混合结构等
结构类型的装配式建筑单体±0.000以上主体
结构、外围护中预制构件部分的材料用量占
对应结构材料总用量的比率。

新细则
建筑单体预制率，是指混凝土结构、钢结构、钢-混凝土混
合结构、木结构等结构类型的装配式建筑±0.000以上主体
结构和围护结构中预制构件部分的材料用量占对应构件材
料总用量的比率。其中，预制构件包括以下类型：墙体
（剪力墙、外挂墙板）、柱/斜撑、梁、楼板、楼梯、凸窗、
空调板、阳台板、女儿墙。

旧细则

02 新旧计算细则对比



2.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对比解读

建筑单体预制率可按“体积占比法”和
“权重系数法”两种方法进行计算。

新细则

 新细则中方法一明确称为“体积占比法”，方法二称为“权重系数法”

 与601号文件相比，新细则的两种名称叫法鲜明地给出了计算方法的逻辑原理，更便于
使用者理解

 新细则“体积占比法”中的“体积”，并不是构件真实的体积，而是经过了相关规定
和修正系数调整后的“计算体积”，这是重大变化之一

02 新旧计算细则对比



新细则方法一计算公式：

2.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对比解读

旧细则方法一计算公式：

02 新旧计算细则对比



2.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对比解读

新计算细则方法一的注①~③条：
①本公式中“构件”包括：外围护（承重和非承重）、内承重墙、梁、柱/斜撑、
楼板、楼梯、阳台、空调板等，不包括非承重内隔墙；
②公式中竖向构件、梁、板重合部位体积不可重复计算；
③当外围护中含有砌筑墙体时，砌筑墙体体积需计入本公式分母“构件总体积”。

新细则

 旧细则中非承重外围护构件若为混凝土墙板，则分母中计入其体积，否则非承重外围护构件体
积可不计入

 新细则中外围护构件无论采用何种类型、何种材料（混凝土、钢、木、幕墙、砌块、条板、轻
钢龙骨等），其体积在分母中均要计入。这是重大变化之一

 分子中可计入预制构件体积的外围护构件为新细则的表2第1~11项所列的构件类型（前6类为
承重墙，后5类为非承重外围护）：1）全预制墙；2）双面叠合墙；3）单面叠合墙；4）集成
钢筋双面免模墙；5）双面免模墙；6）单面免模墙；7）整体式预制墙体；8）组装式预制墙
体；9）标准化成品板材；10）通高窗；11）围护性幕墙

02 新旧计算细则对比



2.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对比解读

 全预制墙  双面叠合墙  集成钢筋双面免模墙  整体式预制围护墙

02 新旧计算细则对比



2.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对比解读

 组装式预制围护墙  标准化成品板材  通高窗  围护性幕墙

02 新旧计算细则对比



2.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对比解读

 组装式预制围护墙

 由小尺寸部件在工厂组装形成高度和宽度均不小于 1800mm的工业化部品（若因设计墙长
尺寸限制而使得部品长度小于 1800mm时，仍可视为组装式预制围护墙）

 产品性能须满足外围护墙防水、防火、隔声、节能、耐久性等相关技术标准要求

02 新旧计算细则对比



2.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对比解读

新细则方法一的注④条：本公式中的“体积”（预制构件体积、构件总体积）指构件的外轮廓体积，
包括在工厂与预制构件一体化集成的保温层、减重块、空心部分的体积；叠合构件的“预制构件体
积”包括叠合现浇层部分；“免模免撑现浇板”及“免模现浇板”在计算预制构件体积时，楼板厚
度取为包括现浇层的整体厚度；当预制楼板构件中空心部分的体积总和超过构件总体积（含现浇叠
合层）的45%时，分子分母中该构件体积需扣除空心部分体积。

新细则

减重块计入预制构件体积，
且不受45%体积比限制

粗虚线轮廓范围为预制构件体积

空心部分的体积总和超过构件总
体积的45%时，分子分母中该构
件体积需扣除空心部分体积

双
面
叠
合
墙

模
壳
剪
力
墙

粗虚线轮廓范围为预制构件体积

02 新旧计算细则对比



2.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对比解读

新细则

新细则方法一的注⑥条：在计算本公式
中的“构件总体积”时，可将砌筑外围
护墙体中面积大于等于1m2的门窗洞口
扣除（表2中的“通高窗”除外）；本
公式中其他墙体在进行“体积”计算时，
分子分母同时不扣除门窗洞口。

外围护墙体砌筑而成时

面积大于等于1m2的门窗洞口在分母中可扣除

02 新旧计算细则对比



新细则方法二计算公式：

2.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对比解读

旧细则方法二计算公式（限于篇幅，表2~4未列出）：

02 新旧计算细则对比



2.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对比解读

将“阳台板、空调板、楼梯休息平台板”等小构件统一纳入“板”类型构件

旧细则的“少墙型”框剪结构与“普通”框剪结构简化合并成框剪（或框筒）一种类型

新细则中墙按墙体中心线长度统计，指沿剪力墙的平面投影中心线为基准进行测算，即沿着这
条中心线“轨道”进行测算，若为预制墙体即计入分子中相应长度

旧细则中预制柱的比例按根数统计，新细则中按构件中心线长度统计；预制梁与预制柱的长度
统计可不扣除现浇梁柱节点核心区的长度

新细则中预制梁的比例按构件中心线长度统计，这是跟旧细则是保持一致的

旧细则中预制板的面积可以统计到梁、墙等支座的中心线，新细则中预制板的面积仅统计到梁
边、墙边等支承构件的边缘

旧细则中预制凸窗的比例按数量统计，新细则中按凸窗对应主体结构墙体中心线长度统计

旧细则中预制楼梯的比例按数量统计，新细则中按梯段板水平投影面积统计

02 新旧计算细则对比



2.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对比解读

 凸窗内侧墙体平面中心线示意
 凸窗墙体连同上下板整体预制示意

新细则

新细则方法二的注⑤条：方法二中凸窗计入构件
类型“墙”进行计算，在计算凸窗的“预制构件
比例”时，按凸窗对应部位主体结构墙面中心线
长度统计，不计入凸窗挑出部分长度；若凸窗采
取墙体连同上下板整体预制的形式，该构件的
“构件修正系数”乘以1.3倍放大系数。

02 新旧计算细则对比



2.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对比解读

新细则表2中第1~21项预制构件修正系数与旧细则方法二中预制构件修正系数的对比

新
细
则

旧细则

02 新旧计算细则对比



2.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对比解读

新细则表2中第1~21项预制构件修正系数与旧细则方法二中预制构件修正系数的对比

新
细
则

旧细则

02 新旧计算细则对比



2.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对比解读

新细则表2中第1~21项预制构件修正系数与旧细则方法二中预制构件修正系数的对比

新
细
则

旧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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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对比解读

新细则表2中第1~21项预制构件修正系数与旧细则方法二中预制构件修正系数的对比

新细则 旧细则

02 新旧计算细则对比



2.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对比解读

新细则表2中第1~21项预制构件修正系数与旧细则方法二中预制构件修正系数的对比

新
细
则

旧
细
则

双T板预制部分厚度示意
（计算预制构件体积时还应包括现浇层部分）

现
浇
层

带现浇层的预制空心楼板
预应力混凝土钢管桁架叠合板

02 新旧计算细则对比



2.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对比解读

新版表2中第1~21项预制构件修正系数与旧版方法二中各预制构件修正系数的对比

新
细
则

旧
细
则

免模免撑现浇板非免撑叠合板 免模现浇板

02 新旧计算细则对比



2.3 “建筑单体装配率计算”对比解读

新细则

旧版计算公式：

建筑单体装配率=建筑单体预制率+部品装配率+其他

其中：部品装配率=Σ（部品权重×部品比例）×100%

旧细则

新版建筑单体装配率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内装权重系数取为0.5。

 新细则引进了“内装权重系数”并统一取为0.5

 旧细则 “部品权重”与新细则“内装部品（技术）修正系数” 的意义更为接近

 新细则公式中权重系数、修正系数的运用，使其计算原理与方法二的公式保持一致性，使得全文体系更加
完整，逻辑性更加严密

 旧细则公式中的“其他”项在新细则中不再出现，部分内容已消化在内装部品（技术）的不同项中，部分
内容则体现在上海市《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相关条款中

02 新旧计算细则对比



新细则内装（表2第22~28项）权重与旧细则的对比

2.3 “建筑单体装配率计算”对比解读

 新细则表2中内装大类各小项（第22~28项）的“内装权重系数×内装部品（技

术）修正系数”之和为：

0.5×（0.25+0.1+0.1+0.1+0.1+0.05+0.05）=0.375

 同样不计“单元式幕墙”项，旧细则中非结构部品权重为0.24，再考虑0.03的加

分项，满分至多能达到0.27

 新细则满分比旧细则满分高出0.105，表明内装权重有了大幅增加。这是重大变

化之一

02 新旧计算细则对比



2.3 “建筑单体装配率计算”对比解读

序号 名称 新细则权重 旧细则权重
1 全装修 0.125 0.12

2 新细则：非砌筑内隔墙
旧细则：预制内隔墙 0.05 0.06

3 室内墙面干法饰面 0.05 --

4 新细则：集成厨房
旧细则：集成式厨房 0.05 0.02

5 新细则：集成卫生间
旧细则：集成式卫生间 0.05 0.02

6 装配式楼地面 0.025 --

7 管线分离 0.025 --

8 集成管道井 -- 0.01

9 集成排烟道 -- 0.01

合计 0.375 0.24

注：单元式幕墙未统计在上表内，见下页详细分析。
02 新旧计算细则对比



2.3 “建筑单体装配率计算”对比解读

假定外围护中单元式幕墙的应用比例为100%

旧细则中单元式幕墙的装配率贡献为：
0.05x100%=5%

对于新细则，分为框架和框剪（框筒）两种

当为框架时，单元式幕墙对装配率的贡献为：
0.25x0.4x100%=10%

当为框剪（框筒）时，以某项目为例，假定其外围护
采用单元式幕墙，则其对装配率的贡献为：
0.20x0.4x65%=5.2%

单元式幕墙在新旧细则中的装配率贡献对比

02 新旧计算细则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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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一般规定”新增内容解读

新细则第一（二）条：当单体建筑因结构缝分隔出的两个及以上结构单元采用不同结构体系（类型）时，

可按整个单体建筑计算预制率、装配率，也可先按单一结构体系（类型）计算出各结构单元预制率、装

配率，再根据各结构单元地上建筑面积加权平均。加权平均后单体预制率或装配率指标需满足上海市现

行相关文件要求，且由结构缝分隔出的各结构单元预制率分别不得低于20%或装配率分别不得低于40%。

结构缝

框架

框筒

按整个
单体建
筑计算

框架

框筒

同时须
满足：
加权平
均后预
制率

≥40%或
装配率
≥60%

预制率≥20%
或装配率≥40%

预制率≥20%
或装配率≥40%

结构缝

03 细则新增内容解读



3.1 “一般规定”新增内容解读
新细则第一（三）条：当属于下列情况时，该部位后浇混凝土可计入预制构件进行计算：

1）预制框架柱和框架梁之间梁柱节点核心区的后浇混凝土；

2）预制剪力墙板高度不大于300mm 的水平后浇带、圈梁的后浇混凝土（若高度超过300mm，

整个后浇部分的混凝土不可计入预制构件）。

梁柱节点核心区
的后浇混凝土可
计入预制构件

高度不大于300mm 
的水平后浇带、圈梁
的后浇混凝土可计入
预制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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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部位的后浇混凝土不计入预制构件计算：

1. 预制剪力墙的现浇边缘构件或墙与墙之间
的现浇连接段

2. 预制次梁与预制主梁之间或预制梁身位置
的现浇连接段

3. 相邻叠合楼板之间的现浇连接段

03 细则新增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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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一般规定”新增内容解读
新细则第一（四）条：“外围护”计算说明：

1）下图所示为预制率计算时需计入分母的“外围护”；
2）开放式阳台的非承重分户墙及栏板、外廊栏板、防震缝两侧非承重墙体、女儿墙不属于外围护墙体；

若上述构件不预制，分子分母不计入相应构件；若上述构件预制且用方法一计算，分子分母同时计入相应构件，
修正系数参照“非承重外围护”取用；若上述构件预制且用方法二计算，在计算墙的“预制构件比例”时，分
子分母可同时计入开放式阳台的非承重分户墙、防震缝两侧非承重墙体（开放式阳台的栏板、外廊栏板、女儿
墙均分子分母同时不计入）。

 外围护的位置选取原则不以是否有保

温措施为准则，而是以“室内外分界”

为准则。

 方法二是种简化方式，对于栏板、外

廊栏板、女儿墙等体积较小的构件对

预制率的贡献很有限，无法通过简化

计算来体现，故分子分母同时不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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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构件外包轮廓示意图

3.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新增内容解读

新细则方法一的注⑤条：钢-混凝土混合结构项目当采用方法一计算时，钢结构构件按照构件外包轮

廓体积参与计算，具体计算原则为：钢构件外包轮廓体积=截面外包轮廓面积（对于如下几种截面，

外包轮廓面积指图中的虚线轮廓面积）×构件长度；当单体建筑的受力构件为钢结构、竹木结构时，

采用方法二计算。

 旧细则中，当一个单体内同时存在

混凝土构件和钢构件时，方法一无

法计算，只能采用方法二；新细则

中增加此条计算原则，扩展并完善

了方法一的适用范围，使计算体系

更加完整。这是重大变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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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T板预制部分厚度示意

双T板预制部分折算体积：
双T板宽×预制部分肋高×0.6×板长

双T板预制部分厚度示意

双T板预制构件体积：
双T板宽 ×（预制部分肋高×0.6+h1）× 板长

现浇层厚度h1

3.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新增内容解读

新细则方法一的注⑧条：本公式的体积计算中，双T板预制部分的体积取为双T板宽×

预制部分肋高×0.6×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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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新增内容解读

新细则方法一的注⑨条：本公式的体积计算中，通高窗、围护性幕墙按200mm厚墙体

计算；本公式的预制构件体积计算中，“通高窗”的长度计算至窗边，高度取为下一层

的梁顶至上一层的梁底。

 考虑到通高窗、围护性幕墙自身的墙体厚度

往往较薄，或厚度差异性较大，为统一、合

理计算，它们的墙体厚度均按200mm考虑

 通过调整构件的修正系数，来综合评估它们

作为外围护构件所达到的建筑工业化水平

 当通高窗水平投影位置没有梁只有楼板时，

通高窗的高度取为下一层的板顶至上一层的

板底 通高窗高度示意 通高窗长度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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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新增内容解读

新细则方法二的注④条：若剪力墙结构中含有少量框架柱，该部分“框架柱”的权重系

数参照剪力墙结构中的“墙”取用；比例计算时，按柱长边方向长度与“墙”一同统计。

新细则剪力墙结构体系中“柱/斜撑”项的权重系数为0。当剪力墙结构中的少

量框架柱也采用预制构件时，作为竖向预制构件，可将其权重系数、比例计算

均归入“墙”项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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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新增内容解读

新细则方法二的注⑥条：对于预制大跨网架/网壳/膜结构等，按“板”考虑（网架/网

壳上方楼板不再重复计入预制率），“预制构件比例”按水平面投影面积简化统计，其

构件修正系数在采用方法二计算时乘以1.8倍放大系数。

预制大跨网架/网壳/膜结构没有明显的“梁”或“板”特征，故约定其按“板”考虑

若修正系数不放大，单按“板”考虑时，造成“梁”项缺失，故经过测算，将修正系数

放大1.8倍

举例：如大跨网架/网壳/膜结构等采用钢结构时，按“板”考虑，可按“全预制板”项

查表2的修正系数为1.0，再乘以1.8倍放大系数后，最终的修正系数取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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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细则表2“修正系数表”第1~21项中新增预制构件解读。

装配式建筑新体系：“集成钢筋双面免模墙”、
“集成钢筋免模梁、柱”——装配复合模壳体系

3.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新增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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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护性幕墙 通高窗

新细则表2“修正系数表”第1~21项中新增预制构件解读。

3.2 “建筑单体预制率计算”新增内容解读

03 细则新增内容解读



新细则表2“修正系数表”第22~28项中新增项解读。

3.3 “建筑单体装配率计算”新增内容解读

03 细则新增内容解读

内
装

全装修 0.25

非砌筑内隔墙 0.10

室内墙面干法饰面 0.10

集成厨房 0.10

集成卫生间 0.10

装配式楼地面 0.05

管线分离 0.05

1、全装修，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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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的基本要求；

2、对于公共建筑，公共区域均实施全装修时部品（技术）比

例为1，否则为0；

3、对于居住建筑，全楼实施全装修时部品（技术）比例为1，

否则为0。

4、非砌筑内隔墙：

A1：各楼层内隔墙中，非砌筑墙体的长度之和，不扣除门窗

洞口B1：各楼层内隔墙体长度之和，不扣除门窗洞口



新细则表2“修正系数表”第22~28项中新增项解读。

室内墙面干法饰面示例 装配式楼地面示例  管线分离示例

3.3 “建筑单体装配率计算”新增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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