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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江湖风起云涌，行业风口席卷而来，

中国产业化发展如何应对风口，突围破局，

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新考题......



科逸以 四大板块
为核心，拥有完整的装配式内装九大系统的研发、生产能力，
服务于精装修地产、酒店公寓、医疗养老、旅游产业及户外
设施等行业。

做中国住宅部品服务商
SINCE 2006

Enterprise core technology

企业简介



Enterprise core technology

核心技术

350+项已授权专利 

21项已授权发明专利

57项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53项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86项已授权版权专利 



2012年底科逸芜湖产业园投
产，总图规划面积960亩，
年设计整体浴室产能30万套

该厂专为日本五大整
体浴室生产商之一的
HOUSETEC加工制
造整体浴室

2008年6月，科逸苏州园区
工厂投产，工厂面积100亩，
年设计生产能力10万套

将建成以华中地区为核
心的装配式整体浴室生
产基地，占地340亩，
年产能将达10万套。

拥有先进的SMC模压机
生产线、智能制造生产
线，年生产能力装配式
整体卫浴15万套、项目
总用地300亩。

占地200亩，装配式建筑
内装部品达10万套。以整
体浴室、集成厨房为起点，
研发和生产优质的住宅内
装部品。

研发、生产、销售整体浴
室/集成厨房等内装部品，
向用户提供住宅工业化内
装整体解决方案，占地
200亩。

production base

生产基地



装配式江湖风起云涌，行业风口席卷而来，

中国产业化发展如何应对风口，突围破局，

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新考题......



近年，我国环境空气污染严重，雾霾天气频发。
多个省市首次启动“ 。

The problem of earth pollution is prominent

地球污染问题突出

天津 北京 上海



哈尔滨索菲亚教
堂

健康建筑 节水

节能

节材

节地

环境

超低能
耗建筑

绿色建材

海绵城市

综合管廊

The problem of earth pollution is prominent

健康问题引发争议



建筑工年龄断层，
新生代农民工愿意
从事建筑业的比例

仅为3.7%。

用工荒
技术工人水平参差不
齐，工艺没有传承，
施工结果不可控。

技术参差不齐
湿法施工作业，现场
施工周期长，造成人

力成本浪费。

施工周期长
传统装修，建筑垃圾
增多，导致环境污染

严重。
�

建筑垃圾多

The real internal cause of change

促使内装发展的真实内因



0湿法作业
•高效装配
•减少粉尘

0现场垃圾
•降低污染
•环保持续

0有害排放
•材料无害
•材料耐久

0现场变更
•预制生产
•现场装配

减少人工

减少浪费

提升质量

提升效率

The environmental benefit is the best

如何实现环境效益最优



l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

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

l  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重点指

出：贯彻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

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解决装配式建筑发展的三个重点问题：

一是解决目前装配式建筑普遍存在的“二次设计”问题，

二是推广从构件设计生产到装饰装修设计施工的一体化模式，

三是推进BIM技术在一体化设计过程中的广泛应用。

“一体”指建筑体系的完善、成熟和可复制、可推广；

“两翼”指以工程总承包（EPC）模式承建装配式建筑和基于BIM技术的一体化设计发展装配式建筑要遵

循六个基本原则：

以形成标准体系为核心；以开发装配式建筑配套的机具和产品为重点；以建筑设计为龙头统筹推进不

同专业、不同环节的协调发展；以保证建筑功能和质量为前提；以打造现代产业工人队伍为基础；以稳中

求进作为推动工作的总基调。

装配式建筑“一体两翼”的协同发展思路



序号 政策信息

1

苏州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7月25日印发的《关于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加强建设监管的实施细则（试行）》要求，
新建普通商品住房应实施全装修，其他居住建筑倡导实施全装修。细则要求，采用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体系的
居住建筑以及商业、医院、学校、办公等公共建筑，其整栋建筑中主体结构和外围护结构预制构件的预制装配率
2018年年底之前应不低于20%，2019年应不低于30%，且外墙宜采用预制墙体或叠合墙体，鼓励采用预制夹心
保温墙体。鼓励发展装配式钢结构、装配式木结构建筑。

2 苏州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建设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 至2020年，全市装配式建筑占
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要达到30% 

3
从2018年11月2日召开的全市装配式建筑现场观摩会上获悉，苏州市政府于近期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建设业
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根据该意见，至2020年，全市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要达到30%，新建商品
房全装修比例要达到50%。

4
从苏州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了解到，建筑产业现代化以住宅产业现代化为重点，通过“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
装配化施工、成品化装修、信息化管理”，提升建筑品质，推进绿色施工，实现节能减排，改善人居环境。截至
2020年，苏州全市装配式建筑面积将达25%以上。



   2017年起，苏州推广运用“预制三板”，明确要求在新建
项目单体建筑中强制应用的“三板” 在
出让类土地规划条件和划拨类用地项目立项审批中，将建筑产
业现代化相关指标作为前置条件，并在土地出让合同中予以明
确。

   2018年，苏州在政府投资公共建筑中推行建筑产业现代化
方式建造，推进项目试点和产业基地建设，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推动全市建筑产业现代化技术和产品的普及应用。

  去年，随着全市建筑产业现代化向纵深推进，一批高质量、
高水平的装配式建筑精品项目涌现。以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为主
的苏州城乡建设档案馆、钢木结构的苏州第二工人文化宫、钢
结构的太仓悦雪住宅、木结构的石湖景区涵碧书院等装配式建
筑，为未来苏州装配式建筑发展提供了样板。

  据统计，去年1月至11月，苏州市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情况
总体良好，装配式建筑主要指标均大幅提高。全市用地规划条
件中含装配式建筑面积 ;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面
积 ，占全市新开工建筑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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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2020年实现50%全装修

吉林：大力发展全装修

辽宁：推进建筑全装修

天津：2020年公共建筑100%全装修

河北：推进建筑全装修

山东：2020年建高层、小高层、

          装配式建筑100%全装修

江苏：100%全装修

上海：外环线以外100%全装修

安徽：绿色二星级以上100%全装修

浙江：中心城区100%全装修

江西：推广一体化装修模式

福建：推进建筑全装修

湖南：内五区70%全装修

广东：2020年40%全装修

北京：保障房100%全装修

内蒙古：推进装配式建筑全装修

山西：装配式住宅和保障性住房

          100%全装修

新疆：支持推进住宅全装修

甘肃：鼓励全装修

陕西：2021年实现100%全装修

河南：2020年实现80%全装修

湖北：公租房100%全装修

重庆：2020年主城区实现20%全装修

云南：推行装配式建筑100%全装修

贵州：大力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

海南：全省100%全装修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policy of assembly type interior decoration

全国推进装配式内装发展政策分布



住宅设计要求首要条件就是具备

“标准化思维”，转变以往毛坯房建设中的粗放型，走向标准化、精

细化与集约型。通过标准化，促进内装工业化发展，提高部品化率、

设施成品化率，“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

模
块
化

通
用
化

集
成
化

工
业
化

装
配
化

互换性 集成部品 工业化生产 装配式安装模数协调



01
更精

精细化管理
部品化设计
毫米级施工
信息化验收

更快

流程更科学
装配式组装

02

03
更全

全套部品供应链
多种材料和施工工艺

更省

减少浪费
提高效率
优化成本
完善体系

04

05
更优

全寿命使用周期
环境效益最优

Five advantages

装配式内装 5大优势



Five advantages

装配式内装 5大优势



Nine assembly systems

科逸装配式内装9大系统

IW集成墙面系统

IC集成顶面系统

UB整体浴室系统

SH智能家居系统

IP夹层管线系统

SS收纳系统

DW门窗系统

SK整体厨房系统

IF集成地面系统



采用干法施工，“拼乐高”式安装， 即可完成一套整体浴室的安装。

Integral bathroom

整体浴室



Integral bathroom

整体浴室

科逸SMC整体浴室防水盘表面有良好的流水性，增
大水滴表面接触角，便于水滴在表面流动，同时水
的残留较小。
科逸SMC整体浴室防水盘结构有10‰-16‰的流水
坡度，便于水的流动，排水迅速。

传统卫生间漏水、返臭、堵塞，难以清理，
科逸整体浴室革新技术，攻克各种难题



适配：高端地产   高档酒店 适配：精品酒店   精装地产 适配：快捷酒店、宾馆公寓、
康老项目

Integral bathroom

整体浴室



墙、地、顶架空系统，可铺设水电管道及地暖层， 及多功能
收纳系统，让厨房像冰箱一样具有更好的存储功能，一揽子解决厨房问题。

Integrated kitchen

集成厨房



Integrated kitchen

集成厨房



Integrated kitchen

集成厨房

集成厨房创新采用航空专用材料SMC作为柜体材料，
经高温高压 。

具有防水防潮、耐磨损耐碰撞、易清洁等特点。



Nine assembly systems

IC集成吊顶系统

◆由特制聚氯已烯膜与专用边龙
 骨、灯具支架、吊杆支架等组成。

 

◆由专用隐藏安装的防风压条、三角
龙骨/卡扣龙骨、冲压铝板组成。

 

◆由覆膜竹木纤维板、轻钢龙骨、沿墙
阴角、沿墙挂镜线及檐口配件组成。

 



Nine assembly systems

IW集成墙面系统

◆由竹木纤维饰面板与配套踢
脚线、顶角线、阴阳角、连接
件、装饰件、功能件组成。

◆由铝合金复合饰面板与配
套踢脚线、顶角线、阴阳角、
连接件组成。

◆陶瓷薄板（简称薄瓷板）是一
种由高岭土黏土和其它无机非金
属材料，与配套连接件组成。



Nine assembly systems

IF集成地面系统

◆由无机质水泥板与地脚螺栓
调平钢  支架组成。

◆由复合材料与金属骨架组成。 ◆由硫氧镁板材与专用调平支架组成。



Nine assembly systems

IP夹层管线系统

◆IP夹层管线系统—PERT夹层给水系统。



Nine assembly systems

DW门窗系统

◆实木门窗系列 ◆木塑窗套系列



Nine assembly systems

SS收纳系统

◆结合户型结构及大小，研究大众生活习惯，根据物品的不同种类，充分利用空间 设计符合人体工学的玄关柜、
衣柜、储藏柜等科学的收纳系统，让收纳变成乐趣，让家中的每一件物品都回归到它所属的位置。



Nine assembly systems

SH智能家居系统



施工效率提高 70%

建筑装修垃圾减少 90%

材料节约 30%

Built in target

科逸装配式内装目标



部品化设计
•部品材料是住
宅建设的基础,
与生活质量息
息相关。同时，
部品化的设计
让前期就能最
大化控制成本
做到综合成本
最优

预制式生产
•工厂一体化、
工业化生产，
误差不出毫米，
解决建筑业对
环境、资源的
影响,低碳、
节能、绿色、
生态和可持续
发展等理念

现场装配式
组装
•规范了建筑工
地现场管理, 
现场装修实现
零建筑垃圾，
是实现装配式
住宅的关键环
节

信息化管理
•以信息化带动
工业化，重新
整合企业内外
部资源，提高
企业效率和效
益、增强企业
竞争力。

全寿命周期
•在设计阶段就
考虑到产品寿
命历程的所有
环节，将所有
相关因素在产
品设计分阶段
得到综合规划
和优化的一种
设计理论。

Life cycle

全寿命周期



1、生活的小年轻夫妻，有设计感的轻奢风格，简约性价比；
2、有孩子之后，稳重敢的设计，板式家具，收纳多，性价比；
3、中年稳定后的改善型住房设计，温馨，收纳要多，品质提升；
4、老年后的适老型，注重细节，体贴，安全，舒适感。



Case presentation

武汉“两神”医院



Case presentation

武汉“两神”医院



Case presentation

武汉“两神”医院

内通宵安装 整体浴室

内完成 整体浴室的生产、物流、安装工作

内支援各地近 防疫医院建设

累计配套 整体浴室



Case presentation

部分房产案例



Case presentation

部分酒店案例



Case presentation

部分公寓案例



Case presentation

部分康养案例



Case presentation

部分经典案例





我们敬畏自然，敬畏客户，敬畏每一件部品，

让环保成为企业底色！

用自然建设家园，把更美的家园还给自然！



江南忆
科逸姑苏建新城，早晚复相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