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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第

章
       装配式装修的概念，简单说就是将工厂

生产的部品部件在现场进行组合安装的装修

方式。

      四川金马印象科技环保有限公司，专业

研发、生产及销售室内装修的装配式部品部

件。



简介

      1960年，澳大利亚提出了“快速安装预制
住宅”的概念，这个就是装配式建筑装修的概
念。1968年日本就提出了装配式建筑的概念。
1990年开始采用部件化、工厂化的生产方式，
不仅生产效率高，目前装配率已经达到90%。
瑞典是世界上住宅装配化应用最广泛的国家，
其80%的住宅采用以通用部件为基础的住宅通
用体系；丹麦发展住宅通用体系化的方向是
“产品目录设计”，是世界上先将模数法制化
的国家。美国目前装配率已达到90%。

装配式装修起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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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装配式装修的四大特征
标准化设计：建筑设计与装
修设计一体化模数，BIM模
型协同设计；验证建筑、设
备、管线与装修零冲突。

工业化生产：产品统一部品
化、部品统一型号规格、部
品统一设计标准。

装配化施工：由产业工人现
场装配，通过工厂化管理规
范装配动作和程序。

信息化协同：部品标准化、
模块化、模数化，从测量数
据与工厂智造协同，现场进
度与工程配送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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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现场整洁规范，绿色环保

节能；

干法施工：

效率高，尺寸标准，避免

二次加工造成材料人工浪

费；

工业化生产：

由于80%以上的工作已经

在工厂完成，现场安装简

单，大幅缩短工期；

施工快捷

提高了效率，避免了浪费，

所以有效降低了综合成本。

降低成本

标题文本预设

装配式装修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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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装配式装修的市场需求第

章
    2016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通知，批准《装配

式建筑评价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为国家标

准，自2018年2月1日起实施。这标志着装配式建筑

将从试点示范走向全面推广阶段，步入高速发展时

代。



国家相关政策

·2016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装配式
建筑，建设国家级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2016年3月，装配式建筑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求“大力发展钢结构和装配式建筑，提高建筑工
程标准和质量”。

·2016年9月，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

·2017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再次重申“推动建造方式创新，大力发
展装配式建筑。

·2017年3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十三五”装配式建筑行动方案》，明确了“十三五”期间的“工作目标、重
点任务、保障措施”，为未来一段时间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市场需求



市场需求

• 调查研究指出，在中国一线城市，如北
京、上海都开始大量使用装配式建筑。

• 国家下发文件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
2025年以前装配式建筑将占到整个建筑
市场30%以上。

• 2017年我国建筑业总产值为21.39万亿，
这意味着装配式建筑在未来是一个巨大
市场。

•  2017-2020 年全国装配式建筑累计市场
空间约 2 万亿元，其中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三大重点推进地区累计市场空间
超过 8500 亿元，约占全国 40%。

• 2017-2025 年全国装配式建筑累计市场
空间超过 6.8 万亿元。

到2020年重点推进地区空间市场（亿元）

2016年119个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



市场需求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中国⽼龄化与健康的最新评估报
告，在未来 25 年年里，中国60岁及以上⽼年人在全人⼝中
的构成比预计将增加⼀倍以上，将从2017年的17.3%(2.41亿)
增长到2040年的28%(4.02 亿)。



市场需求

     中国有近84%的老年需求还未得到满足，预计
到2023年我国养老产业规模将达到12.8万亿元。



市场需求

居家社区养老市场需求

·现有住宅的适老化改造
·新建适老化住宅

专业机构养老产业市场需求

·至2019年，我国养老机构超3.4万家，养老服
务床位761万张
·2020年，我国养老市场规模预计将达7.7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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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木塑集成部品在适老化设施中的应用第

章

     木塑复合材料环保健康，性能优异，容

易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可循环再利用，

在适老养老装修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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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

精装房工程项目 酒店整装及翻新

室内外套装家具康养学校医院等项
目

木塑集成部品的应用场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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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

调平龙骨系统

模块化装饰板

配套装饰线

工业化 标准化 市场化

所有部件部品

工厂生产

现场装配

统一设计

统一生产

统一施工

产品开发适应

市场及客户需

求

全方位的技术

创新及专利保

护，安全护航

模块化 专利化

金马印象设计研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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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

集成卫浴系统

·工业化整体防水底盘，整体一次性
集成制作防水密封可靠度100%，可
变模具快速定制各种尺寸；
·整体卫浴全部干法作业，现场装配
效率300%；
·专用地漏，满足瞬间集中排水，防
水与排水相互堵疏协同，构造更科学；
·于传统装修相比减重70%；
·整体卫浴空间及部件，结合薄法同
层排水一体化设计，契合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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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

墙顶面基材：木塑复合饰面板材   
墙顶面装饰：热包覆PVC/PET膜
骨架型材：铝合金骨架/连墙结构
地板材料：木塑室内地板

木塑复合材料应用在适老化设施中的优势：
·绿色环保  ·用在卫浴地面可防滑  ·质地不坚硬，老人摔倒不容易
受伤  ·抗污、易清洁  ·集成化，检修更换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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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

集成厨房系统

·整体厨房全部干法作业，现场
装配率200%；
·架空地脚支撑定制模块，架空
层内布置水暖电管；
·调平地脚螺栓调平，对
0~50mm楼面偏差有强适应性；
·大幅度减轻楼板荷载；
·现场装配效率300%提升；作业
环境友好，无污染、无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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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

·集成顶面材料：调平轻钢龙骨、木塑材料装饰板；
·墙面材料:铝合金骨架、木塑材料饰面板；
·地面材料：铝合金支撑调平模块、木塑复合室内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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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

集成墙面系统

·大幅缩短现场施工时间200%；
·可适用不同环境，墙板可留缝，可
密拼；
·免裱糊、免铺贴，施工环保，即装
即住；
·对于隔墙或结构墙面，专用部件快
速调平墙面；
·管线及设施集成于墙板背面，无需
墙体开槽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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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

基层材料：轻钢调平龙骨
墙面材料：木塑复合装饰板材、木塑复合装饰线、金属装饰线；
木塑复合材料不但可作为饰面板，还可开发室内隔墙板，墙体和饰面一体成型，大大降低综合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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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

集成吊顶系统

·专用几字形龙骨与墙板顺势搭接，
自动调平；
·专用上字形龙骨承插加固吊顶板；
·龙骨与部品之间契合度高；
·施工简单，安装效率提高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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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

基层材料：轻钢调平龙骨
顶面材料：木塑复合饰面板、木塑复合装饰线/金属装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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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

集成地面系统

·架空地脚支撑定制模块，架空层内
布置水暖电管；
·调平地脚螺栓调平，对0~50mm楼
面偏差有强适应性；
·大幅度减轻楼板荷载；
·支撑结构牢固耐久且平整度高；
·有架空结构，地暖管线设备集成于
其中，施工效率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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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

基层材料：架空地脚支撑模块、调平地脚螺栓；
地板面材：木塑室内地板或SPC复合室内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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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

集成门窗系统

·套装门防水、防火、耐刮擦，抗
磕碰，抗变形；
·窗套防晒、耐水、耐潮、耐老化；
无甲醛，生态环保；
·装配效率提高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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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

套装门材料：木塑复合材料整版门+门套线
窗套材料：木塑复合窗套垭口线
木塑型材也可以开发出窗户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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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木塑集成部品在装配式装修中的市

场前景

第

章
   木塑复合材料集成部品能运用于装修的顶面

装饰、墙面装饰、地面装饰，甚至是门窗家具

等，涵盖了房屋装修的整个硬装部分，随着装

配式装修井喷式的发展，木塑材料也将迎来重

大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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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

精装房项目

     根据由建设部制定的《商
品住宅装修一次到位实施导
则》要求·精装修住宅在交房
屋钥匙前，所有功能空间的
固定面全部铺装或粉刷完成，
厨房和卫生间的基本设备全
部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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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

    据房管部门公布的数据，2019年成都市精装房交付共17万套。四
川省政府印发《关于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6—2017年，到2025年，装配率达到40%以上。目前，成都的精
装房装配率大概20%-30%，按此估计2019年成都装配式精装房在5
万套左右。可想而知，在全国，精装房项目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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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

     据成都市住建部门的规定，2020年成都一、二圈层三层以
上商品房精装交付率达到80%，到2022年，比例将达到100%，
也就是说在成都市，毛坯房、简装房将成为历史。其他大中型
城市，此政策也在积极推进，商品房的精装交付，已成为不可
逆转的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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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

金马印象装配式背景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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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

·施工方便，装配式内装结构，不受空间限
制。可 根据户型及隔墙结构现场拼装。

·专利楔形结构，调整建筑墙面公差。

·结构牢固，骨架与墙面紧密连接，依靠建
筑墙体 承重。

·工期可控可在毛胚完成后进场，不用先做
房，再 做墙。工期可控性强。

安装方式：内装/整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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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

墙板安装

·卡扣式结构 拼装快
捷；
·结构稳固，可调节性
强 防水性能强
·饰面丰富，可替代石
材、木材、金属、漆面、
涂料、布艺、皮革。

装饰墙板

装饰墙板

配套线条

装饰收口
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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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

背景墙应用场景 ·住宅/公寓/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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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

背景墙应用场景 ·住宅/公寓/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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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

木塑复合材料整板套装门

优势：
·环保、抗菌、无甲醛
·防水防潮
·保温、隔音
·完全实现装配式
·饰面丰富，风格多变，满足   
定制
·门板整体成型，强度高，抗变
形
·工业化生产，交货周期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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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

应用场景：
公寓、商业、住宅、医院、学校、酒店、康养……
几乎囊括了整个装修场景，套装门是真正的装修刚需，市场容量巨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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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

木塑饰面板

     饰面板就是表面装饰层+基层板构

成的一种装饰材料，饰面主要类型有

石材、木材、织物、皮革、金属等，

是一种基础装饰材料，市场容量巨大。

    木塑饰面板就是用木塑板材来做基

层，通过包覆、平贴等工艺和表面装

饰层结合而成。具有木塑材料的优异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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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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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

集成定制家具

      板式家具在中国发

展迅速，体量巨大，

2018年已到达7000亿的

消费量。

     板式家具的主要原材

料就是各种材质的人造

饰面板，用性能优秀的

木塑复合板材来替代其

他板材，一定会有广阔

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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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

精装度假别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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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

酒店整装及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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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

酒店整装及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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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

幼儿园整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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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

精装公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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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

办公工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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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

康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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