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成建筑与数字化乡村振兴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TERNET PLATFORM建 筑 产 业 工 业 互 联 网

INTEGRATED BUILDING & DIGITAL RURAL VITALIZATION



CEO

董事长

秘书长

副秘书长

秘书长

执行秘书长

委员

专家

委员

副总经理

董事长

副总经理

执行院长

主任

院长

总经理

张明祥
北京建谊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班来知优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集成建筑委员会

新基建产业联盟

新型建筑工业化集成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委员会

建筑工业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技术委员会

北京市装配式建筑专家库

江苏建筑产业现代化创新联盟委员会

中建科技有限公司

中建集成房屋有限公司

中建燕山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建工业化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建筑发展有限公司建筑工业化研究发展中心

天津中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

中建六局EPC管理部



0 1 - 集 成 建 筑

Integrated Building Design System



2013年4月18日，住建部易军副部长（原中建集团董事长）

出席“中国建筑临建设施标准化会议”，提出了五点要求

顶 层 设 计 制 定 标 准 政 策 支 持 上 下 联 动 快 速 起 步



2013年11月11日，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宁（建设部原副部长）一行调研中建

对中建临建设施标准化及箱式房产业化给予充分肯定，希望中建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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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修复临时用房（法国）

Ancient Building Renovation 

历史风貌建筑修缮，
要求高、时间长，用模块化建筑做办公和施工场地，
兼顾脚手架的作用。

Renovation of buildings with historical features,
High requirements, long time, modular buildings for office 
and construction sites,
Consider the role of scaffolding.



伦敦东部工地（英国）

East Lodon Site Accommodation 

由350个模块组成，租赁周期为130周，包含各种门卫用房、低等级用房、5个
仓储模块、48个办公模块以及5个防盗模块。采用150个低级人群隔离围挡。

350 modules with an average rental period of 130 wks.Various gatehouse 
buildings and jacklegs buildings,5 storage containers, 48 executive range 
offices, 5 Anti Vandal units.150 low level crowd barrier panels



公司： 北门工业有限公司
地点：康克林，加拿大
建筑类型：偏远地区工人宿舍
平均模块尺寸：
3.7m× 14.6m× 3.7m
总面积：14127m²

莱斯莫宿舍（加拿大）

Leismer Lodge 

Company: Northgate Industries Ltd.
Location: Conklin, AB
Building Use:
Remote Location Workforce Housing
Average Size of Modules:12’x 48’ x 12’      
Total Square Feet: 152064 sq. ft.



Company: Black Diamond Group

Location: Prince George, BC

Building Use:Workforce Housing

Average Size of Modules:12’x 60’ x 9’      

Total Square Feet: 112320 sq. ft.

公司： 黑钻石公司

地点：乔治王子城，加拿大

建筑类型：职工宿舍

平均模块尺寸：3.7m× 18.3m× 2.7m

总面积：10435m²

密立根矿山项目
Mount Milligan Project 



公司： PTI小组有限公司

地点：麦克默里堡，加拿大

建筑类型：污水处理

平均模块尺寸：3.4m× 19.2× 3.4m

总面积：67m²

80m³/d模块化污水处理站
80 Cubic Meter Per Day Modular Waste 
Water Treatment Plant (WWTP)

Company: PTI Group Inc.

Location: Fort McMurray, AB

Building Use: Wastewater Treatment

Average Size of Modules:11’x 63’ x 11’      

Total Square Feet: 724 sq. ft.



变电箱
Electrical Switchrooms



控制保护箱
Control and Protection



通讯箱
Telecommunication Shelters



William Scotsman公司总部办公楼
William Scotsman Corporate Headquarters

由于业务的扩展，William Scotsman（Algeco
美国公司）为自己的总部办公大楼进行的扩建，
原建筑共47个模块，总面积4013m²，扩建部分
共30个模块，总面积2497m²，全部机械安装。

Williams Scotsman served as its own client
when it designed and constructed its
corporate head-quarters to meet the needs of
its expanded operations throughout North
America. Original building included 47
modules totaling 43,200 square feet. New
addition included 30 modules totaling 26,880
sq ft. Full turnkey installation.



William Scotsman中大西洋办事处
WILLIAMS SCOTSMAN MID-ATLANTIC HEADQUARTERS



西门子西屋公司
SIEMENS WESTINGHOUSE



捷豹路虎办公楼（英国沃里克郡）

JAGUAR LAND ROVER WARWICKSHIRE

艾略特（Algeco英国公司）为捷豹路虎位于沃里克郡的盖登总部
建 造 的 设 计 及 工 程 部 办 公 楼 ， 共 用 144 个 模 块 ， 总 面 积 为
5447m²，后增加至192个模块，总面积至7262m²，容纳员工超
过600人。

Elliott Modular Buildings were successfully awarded the contract
to provide a modular structure for Jaguar Land Rover at their
design and engineering facilities at Gaydon in Warwickshire. 144
modules, now increased to 192 modules. Total floor area 58,630
square feet, now increased to 78,168 square feet. Accommodates
over 600 staff.



公司：William Scotsman

地点：丘拉维斯塔，美国

建筑类型：学校

总面积：2906m²

Company: William Scotsman

Location: Chula Vista

Building Use: School

Total Square Feet: 31284 sq. ft.

丘拉维斯塔高科技高中（美国）

High Tech High Chula Vista



公司：NRB有限公司
地点：雷丁镇，英国
建筑类型：小学
平均模块尺寸：
3.7m× 12.2m× 4.6m
总面积：5574m²

米尔蒙特小学（英国）

Millmont  School

Company: NRB,INC
Location: Reading, PA
Building Use: Elementary School
Average Size of Modules:
12' x 40' x 15‘      
Total Square Feet: 60000 sq. ft.



东诺福克大学（英国）

East Norfolk Sixth Form College

东诺福克大学的新食堂及二层教学楼。教学楼包含16间教室
以及办公、厕所等辅助用房。外立面用红色面砖以及灰色
Kingspan太阳能集热板覆盖，以符合校区内既有建筑风格。

The new canteen and two-storey classroom of East Norfolk
Sixth Form College . The classroom includes 16 classrooms,
toilets and office with the external elevations containing a
mixture of red brickwork and grey Kingspan cladding to
complement the existing buildings on the site.



海耶斯高中（英国）

East Norfolk Sixth Form College

海耶斯高中的新楼包括图书馆、演讲教室，配有先进的媒体
设备。外墙涂有吸音材料，以松木覆盖，立面美观环保。采
用创新的混合施工技术，CO₂排放量较规范要求减少20%。

The new classroom building at Hayes School creates a school library,
speech and language class, along with provision of a new state-of-the-
art facility for Media. The external walls were finished with Sto render
and cedar timber cladding, providing a visually pleasing and sustainable
façade. The new building befits its surroundings by achieving a 20%
reduction in CO₂ compared to current building regulation requirements
by innovative hybrid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林肯县教育局格里菲斯村小学
LINCOLN COUNTY BOARD OF EDUCATION
GRIFFITHSVILLE ELEMENTARY SCHOOL



罗玲希尔斯预备学校
ROLLING HILLS PREPARATO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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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战部队临时行动设施
TEMPORARY UNIT OF ACTION
COMBAT BRIGADE FACILITIES

地点：布利斯堡，德克萨斯州

建筑类型：军事建筑

模块总数：199

部队规模：3800人

Location: Fort Bliss,Texas
Building Use: 
Military Accommodations
Total Modules: 199
Soldiers：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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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陆军工程部队营房
STARSHIP 11,000 RENOVATION-SWING SPACE



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
NAVAIR/LAKEHURST NAVAL AIR BASE



帕塔克森特海军航空站
PATUXENT RIVER NAVAL AIR STATION

帕塔克森特军事基地的扩建，包含60个工作站以及厨卫设施等。总面积4300平方英尺，包
括连廊。

Approximately 18,000 people work at Patuxent (Pax) River NavalAir Station in Maryland. In order to keep the 
station ”up and running” during renovations, they needed a fast response vendorof temporary facilities with 
expertise in government projects. The final project design involved two buildings occupying 4,300 square feet 
with a boardwalk connector. The endresult of this project was 60 work stations, kitchen amenities, and 
bathroom facilities.



2012年伦敦奥运会
LONDON 2012 OLYMPIC & 

PARALYMPIC GAMES



游牧博物馆
Nomadic

由148个集装箱组成的自支撑网格建筑，
曾到过美国、日本、墨西哥等国家，
每次只需运输37个集装箱和包裹结构的织物材料。



公司： Britco

地点：本拿比，加拿大

建筑类型：售楼处

平均模块尺寸：12’× 50’× 10’

总面积：2400平方英尺

售楼处（加拿大）



GAD艺术展览
GAD Art Gallery



阿姆斯特丹癌症中心

VUmc

公司： MVRDV

地点：荷兰

建筑类型：医疗建筑

模块总数：256

总建筑面积：6000m²

Company: MVRDV

Location: Holland

Building Use: Healthcare

Total Modules:256

Total Square Feet: 6000m²



多发性硬化疾病康复中心
Multiple Sclerosis



多发性硬化疾病康复中心
Multiple Sclerosis



“庄河”号集装箱船临时改建

“庄河”号集装箱船临时改建为海军国防动员船865，以战时医疗救护为主，甲板上装
载医疗方舱、战时救护伤员，动员一下后又返回公司现做内贸航线船用。船员则依旧使
用原先商船船员。做到“平战结合、军民两用”。



麦当劳（英国）

McDonald



PRESENTICA
wahaca墨西哥风味餐厅



亚利桑那州银行
Bank of Arizona



PRESEN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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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马城
Puma City



公司：豪华建筑系统公司
地点：哈里逊，新泽西
建筑类型：酒店
客房数：166个
总面积：86619平方英尺

汉普顿酒店（新泽西）

Hampton Inn，NJ

Company: Deluxe Building System
Location: Harrison，New Jersey    

Building Use: Hospitality
Living Units:166    

Total Square Feet: 86,619 sq. ft.



公司： 豪华建筑系统公司
地点：霍尔兹维尔，纽约
建筑类型：酒店
客房数：160个
总面积：79705平方英尺

汉普顿酒店（纽约）

Hampton Inn，NY

Company: Deluxe Building System
Location: Holtsville,New York

Building Use: Hospitality
Living Units:160    

Total Square Feet: 79705 sq. ft.



旅行酒店（英国）

Travel Lodge



响沙湾莲花酒店
Lotus Hotel



公司：北门工业有限公司
地点：康克林，阿拉巴马州
建筑类型：职工宿舍
平均模块尺寸：12’× 48’× 12’
总面积：152064平方英尺



公司：Britco
地点：奇利瓦克，加拿大
建筑类型：社区住宅
平均模块尺寸：
4.3m×18.9m× 3.4m
总面积：2600m²

奇利瓦克社区
Chilliwack Social Housing

Company: Britco
Location: Chilliwack, BC    
Building Use: Social Housing
Average Size of Modules:
14' x 62' x 11‘      
Total Square Feet: 28002 sq. ft.



位于英国曼彻斯特的大学生公寓，全欧洲最高的模块化建筑，局部24

层，共用了805个模块，27周建成。



纽约B2塔
B2 Tower

目前世界最高的模块化建筑，32层，98米；建筑面积约31200平方米；363个住户单元，一半廉

价，一半市价；首层为372平方米的商业，146个停车位；按LEED银牌认证标准设计。



盖特威北部住宅
North End Gateway



公司：豪华建筑系统公司

地点：考德威，新泽西

建筑类型：学生宿舍

模块总数：124

总面积：5383m²

考德威大学宿舍
Dominican Hall at Caldwell College

Company: Deluxe Building System
Location: Caldwell，NJ

Building Use: Student Housing
Total Modules:124

Total Square Feet: 57947 sq. ft.



穆伦堡大学宿舍

Taylor Hall Muhlenberg College



达奇斯社区学院
Dutchess Community College Conklin Hall



生态模块大桥
ECOntainer Bridge

。。。



岗亭
Sentry Box

。。。



运动箱
Sports Center

。。。



看台评论箱
Commentary Box

。。。



极限运动场
Afro Punk 



BOOM 度假村



Pier码头



巴特克塔
Baltyk Tower



挪威DNB总部大楼
DNB NOR Headquarters 



天空村落
Sky Village



peruri 88



垂直城市
Vertical City



香：定制化的品香服务 箱：由35个集装箱组成 乡：山西传统民居特色



02 -铯镨平台实现乡村智能化建设

数字科技赋能 · 乡村振兴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TERNET PLATFORM - RURAL VITALIZATION



乡村与城市是两个世界，是阴阳，是天地，是父母，对立而又统一。

一生农（阴），二生城（阳），三生中国。

我们说的生态文明，其实就是农耕文明。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唯信仰和精神长存。

用庄子的话就是“天地君亲师”齐一万物。



自

治

小农

经济

乡

贤



自治
乡村不用法，而是德治与自治。

熟人社会产生道德，陌生社会产生法律。

乡村治理主要源于自律与自治，是在一定范围中，又高于城市法律。

自治由家谱、家规、家训、宗祠、庙宇，形成村规民约，德法兼

治是乡村宗法社会的特有的形式。



乡贤
贤，也称先贤。

自古乡村振兴都源于乡贤，

贤是一个社会上公认的品

德高尚，忠孝两全之人。

乡贤很多是由官吏返乡，他们

在乡村治理、经营、文化、教

育、风水等皆为精通，他们对

村庄不是掠夺，而是回报与感

恩，几千年乡村一直在振兴。



小农
经济

以家为中心，以村为社会，以镇为边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个生活方式。

农民生活的过程就是生态保护的过程，

小农经济是世界上唯一不产生污染与破坏生态的行业，

也是未来现代农业基础与方向，也是生态经济的蓝本。



【 我国拟立法促进乡村振兴 】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18日在京举行，

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



R商业优势社群 +  工厂供给 +  劳动力

客户用户 供应链企业 Uber

标准化+规模化

降本
增效
提质

供
应
链
优
化

国际国内

平台优势

产品优势



CIIP     /R
上平台，帮您出主意，想办法，上手快，实现建设最实惠的幸福家园。

上平台，成型的技术，成型的部品，劳动力培训，标准化服务方案，高效价廉。



乡村建筑特征

（一）宅基地面积段，要符合地方政策 （二）空间风貌元素，要符合地域形制

（三）生产生活方式，要体现现代功能 （四）建造组织方式，要易于农民参与



n乡村振兴（统规统建，统规自建，合村并镇，异地搬迁，原址重建）
n美丽乡村（节能改造、厕所革命、垃圾分类）

MARKETING TARGET 目标市场

Ø 特色小镇
Ø 田园综合体
Ø 旅游地产
Ø 城乡改造
Ø 军民融合
Ø 外贸出口
Ø 农村自建房



地方政府 投资人[开发商] 自由设计师 供应链 劳动力 etc.

产业带动

灵活就业

顶层设计

质优价廉

海量模型

高端营销

金融产品

供需互动

技能培训

产教融合

S2B2C

智企管理 学位学徒结网营销创业共享

CLIENT 服务用户 S2C2B



借助平台资源优势，应用建筑数字模型，实现低本、高效、智慧产品销售。

BUSINESS MODE业务模式

乡村合伙人登录CIIP.com个人账号→创建模型仓库→移动端终端

展示→客户产品选择一键下单→属地化平台工厂接单→智慧物流

全程跟踪→自行组织/选择平台施工队伍安装→运维数据追踪回流。

（详见合伙人平台服务流程）

n 乡村合伙人模式

注册登录CIIP.com个人账号→客户在线按需搜索→平台产品综合推

荐→客户产品选择一键下单→属地化平台工厂接单→智慧物流全程

跟踪→在线进行管理培训→自行组织/选择平台施工队伍安装→运维

数据追踪回流。（详见自建房品台服务流程）

n 自建房模式

登录CIIP.com政府/企业账号→项目规划模型定制→建筑

产品模型定制→课户在线选房→属地化平台工厂接单→智

慧物流全程跟踪→属地化企业施工安装→运维数据追踪回

流。

n 统建开发模式



乡村不仅仅是建筑

提升公共服务 宜居生态建设 促进产业发展



n装配式独栋/双拼/叠拼/联排别墅

n多层装配式住宅

n模块化学校

n公共卫生间

PRODUCT SERIES 产品系列

n社区医院

n微型消防站

n应急建筑

n垃圾分类处理站



宅基地产品建设

因原宅面积小，空间狭窄，经有关部门批准后腾出旧宅作调节农户建房或作公共

用地，移地在原村新宅上建造新居

【例】高新区姜巷村

原有11个自然村710户，因开发建设现仅保留1个姜巷自然村136户，现有16户农

民原宅基地狭小，区村统一异地新建，已通过抽签方式选定新址

就村异地建造

俗称“小村并大村”、“拆旧村并新村”

【例】淀山湖镇晟泰村所辖沈安泾、张家湾、王泥泾、宋店、旺家厍、庄安泾、

西厍、南石浦、北木桥等10个自然村706 户，2016年12月起整体翻建，合并到

沈安泾自然村，规划建造360 套新居，村提供道路、水电等公共基础设施，比原

地原村建造房屋节约了100 亩土地。

异地异村建造

1 2

3

采取统一房型图纸、统一外观色彩、统一宅基地面积、统一

房屋高度、统一管理验收的办法，在原宅上建造新居

【例】张浦镇金华村
每宅3分地，削大补小，不足3分尽可能调节增补，超过3分做好户主工作后

“削”下来作公共用地。自2015年起，已有200多户在原宅上建造新居，每

套建筑面积掌握在280平方米

就地原宅建造



宅基地产品建设

1、小微金融贷款

2、政府建房补贴

3、金融保险模式



你想住这样的房子 还是这样的房子？



不仅美观、质量好、还比原来便宜、盖得快，能住100年！





村民选房

建造施工

联合验收与产权确认

基础信息采集
政府通过第三方服务，利用无人机（遥感）等技术手段对乡村地理信息、基础

设施信息等数据进行采集，结合各项指标、村域现状、房屋现状、基本需求等

信息，形成乡村规划建设大数据，为后续乡村规划提供基础信息

规划设计

申请审批

村民通过平台进行网上选房，从风貌、面积、造价等几个维度筛选出基本房型，

然后对屋顶、墙面、门窗、装修进行个性化定制并提交申请。同时，系统自动

生成房屋建造工程量清单供施工阶段使用。

村民与通过审核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在平台预约签约时间，并

在政府监督下完成施工合同签订。施工单位通过平台上传施工日

志。监理单位通过平台指引，在材料进场时上传质量合格的相关

证明，并对施工全过程进行监督。

农房建设完成后，村民提出验收申请，村委牵头村民、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等多方，对农房进行联合竣工验收，形成“联合验收工程单”；村民将“不

动产权证”上传至平台，完成整套农房规划建设数字流程。

政府委托设计单位利用地理扫描信息、规划数据模型开展分析与

设计工作，形成《乡村规划编制》，递交村民议事会及专家进行

论证并公示。

村民将农房翻建申请书、邻里协议书、产权证等证明材料上传到平台，完成

建房申请流程。村委及政府逐级完成建房申请的初审、复审工作，并发布

《选房通知》。







海量优质小房子，随便你挑

平台上有大量优秀设计师，

在线创作高品质住宅

即刻获取高品质设计 房屋选型

输入喜欢的

n 风格
n 面积
n 结构
n 空间
n 价格区间

搜索自己满意的建筑产品



智推
大数据算出你所喜欢的



村民选定产品
根据偏爱风格、面积、价格

等维度选定基本户型，对屋

顶、墙面、门窗、装饰进行

个性化定制，系统自动生成

工程量清单及报价。



每个小房子模型，

都装着包含全部信息的使用手册

模型体系



是这样的吗？
选风格



还是这样的？



您所想的 我们都有



选定模型，查看建筑平、立面信息

选空间、选面积



选结构
查看建筑配置信息



内装整体方案及产品供应

选精装



对比传统装配式装修优势突出

装配式装修



查看建筑成本信息

选价格区间



R
三层民居轻钢轻墙体系为例

项目 指标说明 控制指标 平台目标 优化说明

结构 40kg/㎡用钢量，8000元/t钢材价
格（含制作），256镀锌 320 280 35kg/㎡用钢量，7000元/t带料加

工费，180镀锌

围护
抹面砂浆+12mmOSB板+200mm
灌浆料+12mmOSB板+大白，墙

地比2:1
450 450

楼/屋面板

楼面：50mm现浇面层+0.6mm镀
锌压型板+150mm玻璃丝绵

+12mm石膏板吊顶
屋面：玻纤沥青瓦+防水卷材

+150mm彩钢保温夹芯板+12mm
石膏板吊顶

250 250

外装
外墙：弹性涂料
门窗：铝合金门窗
勒脚、装饰线

300 200 普通铝合金门窗

管线 水、电、网、燃气、普通灯具、开
关面板 60 50 不含面板开关、灯具、弱电

人工 8人工45天简装交房（不含基础）
，200元/工日 200 150 8人30天交房，200元/工日

机械 吊车10台班 30 30

管理费 5.09% 110 90 6.00%

利润 15.05% 325 0

税金 3.47% 75 0

合计 2120 1500

建 筑 成 本 控 制 指 标 说 明



屋顶、外墙、
内装、门窗，

哪里想改点哪里



搜索：住宅vr展示

在线沉浸式游览一圈

看房子是不是你想要的



都不满意？

在线联系设计师社群修改

改户型、改尺寸、改方案

场景一
发布需求（设定需求模板）
+与设计师在线沟通

场景二
筛选独立设计师、设计工作室，委托设计



通过平台让农村实现整个建造过程，让农民用户满意



在线培训



不懂咋盖

在线仿真教学，包你学会!



要盖房了！

在线查查邻居们谁能帮忙

邻里乡亲一起盖房，收获技能
场景一
自组织：自己找邻里亲朋+在线专业工人

场景二
直接托管：在线找周围施工工队

焊工 XX人 xx天

铆工 XX人 xx天

设备A xx天

设备B xx天



盖完房子，收获技能

注册为线上技术工人

注册成为乡村合伙人

自助申请为线上工人

点击申请

自助申请为线上工人 合同文件掌上签署 收款进程/保险

排班/请假/异常申请 项目订单查询

自助申请



施工管理



查看建筑劳动力需求信息



查看建筑工期信息



按质量进度付款，支付信用保障

………



验收环节
双模检验、质量验收



按照线上施工细节还原，实现虚拟建造，
您就是项目经理



技术体系-

轻型钢结构装配体系
框架结构体系 板柱式结构体系

大板结构体系 模块结构体系

板肋式结构体系

条板结构体系



工厂-地域经济
供给厂家资源。通过平台信息、结网，匹配优质厂家资源。



R数据共享
资源配置

幸福家园从CIIP开始，海量资源模型，
帮您解决’房子+装修+智能家居’所有问题



房子选好啦！

直接给你一份最便宜的采购清单
一键下单，周边工厂送货到手

最便宜的采购单

工厂A

工厂B

工厂C

工厂D

50km

100km



厂家直供
虚拟建造
资源赋能
劳力培训
代销分利
结网营销



PLATFORM FACTORY
平台工厂 ——以苏州地区为例



房子盖好啦！

——维修
打开模型查查从哪家工厂买

——重装室内\机电
直接获取整套方案

——托管租赁
去城里工作了，老家房子
线上托管，获取收益

百年品质：房子盖完，保障没完



集成建筑走向国际



中国建筑企业10.3万个

从业人数5427.37万人

中国在外劳务人员已高达99.7万人

中国建筑人在推动世界建筑产业的发展



未来的工地都是智能化的游牧工地

做“智识”的游牧民族，哪里水草丰美就转场到哪里
中国人的“鲁班工坊”

中国在泰国、英国、印度、印尼、巴基斯坦、柬埔寨、葡萄牙、吉布提、肯尼亚、南非和马里建成了11个鲁
班工坊——职业技能学校，致力于工业、通信业职业技能提升

从职高一直开到本科，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当地人成为建筑产业中的合格工作者。



重新认识中国制造业的核心优势
技术驱动 定制趋势 解决方案 跨界增值 头部效应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TERNET PLATFORM建 筑 产 业 工 业 互 联 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