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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我省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智能建造平台推广

应用，加快实现装配式建筑全流程标准化、信息化、精细化

管理，提升装配式建筑工程品质，推动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

展，制定本导则。 

1.0.2  湖南省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智能建造平台（以下简称

“智造平台”）是指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通过采用 BIM、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

打通装配式建筑项目设计、生产、运输、施工、监管、运维

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的应用，实现全省装配式建筑产业数据标

准统一、信息数据集成、监督管理协同的数字化管理和服务

平台。 

1.0.3  智造平台由政府侧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政府

侧平台)和企业侧应用平台(以下简称企业侧平台)两大板块

组成，其中政府侧平台侧重政府监管及行业服务，企业侧平

台侧重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的协同及智能建造。 

1.0.4  智造平台政府侧平台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监督管理、

保障措施，智造平台企业侧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装配式建造

全流程，适用本导则。 

1.0.5  装配式建造及智造平台的应用除应符合本导则的规

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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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装配式建筑 prefabricated building 

装配式建筑是指把传统建造方式中的大量现场作业工

作转移到工厂进行，在工厂加工制作好建筑用构件和配件

（如楼板、墙板、楼梯、阳台等），运输到建筑施工现场，

通过可靠的连接方式在现场装配安装而成的建筑。 

2.0.2  装配率 assembly rate  

    工业化建筑中预制构件、建筑部品的数量（或面积）占

同类构件或部品总数量（或面积）的比率。 

2.0.3  EPC 项目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 

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采

购、施工、试运行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通常公

司在总价合同条件下，对其所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费用

和进度进行负责。 

2.0.4  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在建筑工程及设施全寿命期内，对其物理和功能特性进

行数字化表达，并依此设计、施工、运营的过程和结构的总

称，简称模型或 BIM。 

2.0.5  BOM 清单  bill of materia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A%E4%B8%BB/269177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6%E5%AE%9A/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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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清单，指产品所需要的零部件的清单及组成结构，

即是生产一件产品所需的子零件及其产品中零件数量的完

全组合。 

2.0.6  PC 构件  precast concrete 

是指在工厂中通过标准化、机械化方式加工生产的混凝

土制品。与之相对应的传统现浇混凝土需要工地现场制模、

现场浇注和现场养护。 

2.0.7  套筒灌浆连接  Sleeve grouting connection 

是指金属套筒插入钢筋，并灌注高强、早强、可微膨胀

的水泥基灌浆料，通过刚度很大的套筒对可微膨胀灌浆料的

约束作用，在钢筋表面和套筒内侧间产生正向作用力，钢筋

借助该正向力在其粗糙的、带肋的表面产生摩擦力，从而实

现受力钢筋之间应力的传递。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7%B7%E5%87%9D%E5%9C%9F%E5%88%B6%E5%93%81/622677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7%B7%E5%87%9D%E5%9C%9F%E5%88%B6%E5%93%81/622677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B0%E6%B5%87%E6%B7%B7%E5%87%9D%E5%9C%9F/1080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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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智造平台政府侧平台纳入湖南省智慧住建系统，并与

“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湖南省施工图管理信

息系统”“湖南省工程项目动态监管平台”“湖南省房地产市场

监管平台”等业务系统数据共享、互联互通。政府侧平台在不

改变其他系统业务办理流程的情况下，提取所需关键数据，

加强政府数据的资源整合和标准化管理。 

3.0.2 智造平台与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互联互

通，通过对装配式项目进行标记，可从项目立项用地规划许

可阶段开始提取项目信息，实现装配式项目报建审批管理； 

3.0.3 智造平台与湖南省施工图管理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从

施工图审查及备案信息中关联项目并提取施工图设计、BIM

设计等相关数据，对装配式建筑项目设计实时监管； 

3.0.4 智造平台与湖南省工程项目动态监管平台互联互通，

定期自动提取项目信息，实现项目招投标、建材检测、质量

监控以及竣工验收备案等管理；  

3.0.5 智造平台与湖南省房地产监管平台互联互通，对项目

落地后的运维数据进行提取，实现项目运维监管。 

3.0.6 智造平台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信息平台互通，提

取建设科技项目申报、审批、结果等信息，实现装配式建筑

示范城市、产业基地（含园区）、示范项目线上申报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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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础信息录入 

4.1 企业信息 

4.1.1 年度装配式建筑总产值 

应录入年度装配式建筑总产值，首次提交时还需上报历

史装配式建筑总产值总和。 

4.1.2 年度新建装配式建筑总面积 

应录入年度新建装配式建筑总面积，首次提交时还需上

报历史建造装配式建筑总面积总和。 

4.1.3 理论年产能 

应一次性提交企业理论年产能，理论值改变时可更改。 

4.1.4 月度实际产能 

应录入企业省内装配式构件工厂每月实际产能。 

4.2 项目信息 

4.2.1 装配式项目信息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投资类型、所属市州、使

用用途、装配类型、工程造价、开工日期、总建筑面积、总

方量、装配率、标准化率、建设单位、设计单位、项目地址、

项目地址经纬度、项目介绍。 

4.2.2 规划设计条件书 

应录入规划设计条件书电子版、完成时间、完成人。 



 6 

4.2.3 土地招拍挂条件（挂牌须知或交易牌） 

应录入土地招拍挂条件（挂牌须知或交易牌）相关信息

电子版。 

4.2.4 规划部门批准的总平面图 

应录入总平面图电子版、批准时间、批准部门、责任人。 

4.2.5 项目效果图 

应录入效果图电子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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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阶段信息录入 

5.1 初步设计阶段 

5.1.1 初步设计专家意见 

应录入审查时间、审查专家、审查意见。 

5.1.2 初步设计批复 

应录入批复扫描件、批复部门、批复时间。 

5.1.3 初步设计全套图纸 

应含总平面图、装配式结构平面图、装配式构件拆分图

等。 

5.1.4 初步设计说明文本 

应含装配式建筑设计专篇（装配式建筑设计专篇需包含

但不限于以下内容：项目概况、设计思路、方案展示、装配

率计算表、预制构件统计表、设计说明（分建筑、结构、设

备）、拆分设计等）、市州绿色建筑设计规定相关说明。 

5.1.5 装配率计算书 

应含装配式技术说明、构件平面图、构件编号及尺寸、

装配比例计算、装配率预评价表。 

5.1.6 其它证明材料 

宜包含如绿色建筑星级预评估报告、BIM、EPC 证明材

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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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施工图设计阶段 

5.2.1 勘察文件生产情况报告书 

应录入审查单位、审查日期、备案单位。 

5.2.2 施工图设计文件情况报告书 

应录入审查单位、备案单位、审查日期。 

5.2.3 施工图设计全套图纸 

应含表示工程项目总体布局，建筑物、构筑物的外部形

状、内部布置、结构构造、内外装修、材料作法以及设备、

施工等要求的全部图样及绘图人信息。 

5.2.4 勘察报告 

应含勘察成果报告信息、报告人、报告时间、审批人、

审批时间。 

5.2.5 装设计变更记录 

应含变更提出方、变更日期、变更部位、图纸变更、模

型变更、构件变更、责任人。 

5.3 深化设计阶段 

5.3.1 深化设计图纸评审 

应录入深化设计图纸评审过程信息、责任人、审核人、

审核时间。 

5.3.2 深化设计成果 

应审核设计图纸、构件详图、BOM 清单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7%A8%8B%E9%A1%B9%E7%9B%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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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深化设计变更 

应录入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深化审计变更信息。 

5.3.4 项目构件清单 

应含构件编号、构件名称、构件专业、构件类型、构件

重量、构件位置、构件图纸、构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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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产阶段信息录入 

6.1  PC 构件生产阶段 

6.1.1 作业指导书 

应录入作业指导书电子版、编制部门、编制人、编制时

间。 

6.1.2 原材料质量管理 

应录入原材料自检报告(水泥，粉煤灰，矿渣粉，外加剂，

砂，石报告)。 

6.1.3 首件验收 

设计院应进行技术交底，根据交底试生产过程总结工

艺，第二次进行全厂技术交底，应进行首件制作验收，内容

包括项目名称、项目编号、验收时间、验收参与单位、验收

人、验收结果、验收现场照片、视频等。 

6.1.4 模具首装检验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模具名称、模具编号、监

理单位、监理人、检验时间、检验人、检验报告扫描件及现

场图片、视频等。 

6.1.5 构件隐检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构件名称、构件编号、监

理单位、监理人、检查时间、检查人、隐检报告扫描件及现

场图片、视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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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构件隐检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构件名称、构件编号、监

理单位、监理人、检查时间、检查人、隐检报告扫描件及现

场图片、视频等。 

6.1.7 加工检验批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监理单位、监理人、检查

时间、检查人、关联构件、检验批报告扫描件及现场图片、

视频等。 

6.1.8 构件成品检资料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构件名称、构件编号、构

件位置、构件重量、监理单位、监理人、检查时间、检查人、

成品检报告扫描件及现场图片、视频等。 

6.1.9 驻场监理评估报告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监理单位、监理人、报告

简述、评估意见、报告时间、评估报告扫描件及生产现场图

片、视频等。 

6.2 钢构件生产阶段 

6.2.1 首件验收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验收时间、验收参与单位、

验收人、验收结果、验收现场照片、视频等。 

6.2.2 钢板材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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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供应商、产品名称、材质

单编号、创建日期、材质单扫描件、关联构件等。 

6.2.3 钢板复验报告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委托单位、检测单位、复

验报告编号、报告日期、复验报告扫描件、关联构件等。 

6.2.4 构件隐检 

应录入项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构件名称、构件编号、

监理单位、监理人、检查时间、检查人、隐检报告扫描件及

现场图片、视频等。 

6.2.5 构件探伤检查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构件名称、构件编号、构

件位置、检查时间、检查人、探伤报告扫描件及现场图片、

视频等。 

6.2.6 加工检验批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监理单位、监理人、检查

时间、检查人、关联构件、检验批报告扫描件及现场图片、

视频等。 

6.2.7 构件成品检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构件名称、构件编号、构

件位置、构件重量、监理单位、监理人、检查时间、检查人、

成品检报告扫描件及现场图片、视频等。 

6.2.8 驻场监理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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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监理单位、监理人、报告

简述、评估意见、报告时间、评估报告扫描件及生产现场图

片、视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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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输阶段信息录入 

7.0.1 构件出厂合格证 

应包括构件成品检文件、原材料证明文件、原材料第三

方检验文件。 

7.0.2 构件运次管理 

应录入运次的编号、车牌号、司机、限载重量、车型、

开始时间、到场时间、运载构件等。 

7.0.3 运输轨迹管理 

应记录本运次车辆运输的轨迹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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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施工阶段信息录入 

8.1  PC 构件施工安装阶段 

8.1.1 质量专项方案 

应录入构件进场检查、吊装、定位校准、节点连接、防

水、混凝土现浇、机具设备配置、首件样板验收等方面的要

求。 

8.1.2 专项交底培训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培训单位、专项交底培训

内容、培训对象、培训时间。 

8.1.3  PC 构件进场验收 

应包含 PC 构件进场验收数量外观，相关资料文件也需

要验收。 

8.1.4 预埋件验收 

应含检查预埋件相关参数是否达到要求的资料。 

8.1.5 采用套筒灌浆连接方式的竖向承重构件施工检查记录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检查单位、检查人、监理

单位、监理人、检查时间、检查结论等。 

8.1.6 施工现场首层或首个有代表性施工段预制构件试拼装

验收记录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分部分项、监理单位、监

理人、验收时间、验收人、验收结论及现场图片、视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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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隐蔽工程质量验收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分部分项、隐检部位、监

理单位、监理人、验收时间、验收人、检查结论及现场图片、

视频等。 

8.1.8 吊装过程质量管理 

应录入吊装前的准备工作、吊装过程中的管理人员到岗

情况、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情况、吊装监管人员到岗履职情

况、临边作业的防护措施及相关辅助设施方案的实施情况

等，包括吊装前后的影像资料文件。 

8.1.9 检验批质量验收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分部分项、检验批容量、

检验批部位、施工依据、验收依据、检验批内容、监理单位、

监理人、验收时间、验收人、检验批报告扫描件及现场图片、

视频等。 

8.1.10 分部分项工程质量验收报告 

应录入重要部位要求进行联合验收，项目名称、项目编

号、分部分项、施工单位、施工负责人、监理单位、监理人、

验收时间、验收人、验收报告扫描件及现场图片、视频等。 

8.1.11 竣工验收管理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施工单位、施工负责人、

监理单位、监理人、竣工验收时间、验收结论及现场图片、

视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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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钢构件施工安装阶段 

8.2.1 质量专项方案 

应录入构件进场检查、吊装、定位校准、焊接工艺、焊

缝探伤、机具设备配置、首件验收等方面的要求。 

8.2.2 专项交底培训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培训单位、专项交底培训

内容、培训对象、培训时间。 

8.2.3 钢结构构件进场验收 

钢构件进场应验收数量外观，相关资料文件也需要验

收。 

8.2.4 钢结构构件吊装文件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分部分项、构件名称、构

件编号、构件位置、构件重量、监理单位、监理人、吊装时

间、吊装前后及吊装过程的图片、视频等。 

8.2.5 钢结构构件焊接记录文件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分部分项、施工单位、施

工负责人、监理单位、监理人、焊缝报告、焊接时间、关联

构件、焊接前后及焊接过程图片、视频等。 

8.2.6 钢结构构件探伤记录文件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分部分项、施工单位、施

工负责人、监理单位、监理人、探伤报告、探伤时间、关联

构件、探伤过程图片、视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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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钢结构构件补漆记录文件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分部分项、施工单位、施

工负责人、监理单位、监理人、补漆时间、关联构件、补漆

前后及补漆过程图片、视频等。 

8.2.8 检验批质量验收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分部分项、检验批容量、

检验批部位、施工依据、验收依据、检验批内容、监理单位、

监理人、检查时间、检查人、检验批报告扫描件及现场图片、

视频等。 

8.2.9 竣工验收管理 

应录入项目名称、项目编号、监理单位、监理人、竣工

验收时间、验收结论及现场图片、视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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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运维与质量管理 

9.1  项目运维阶段 

9.1.1 质量回访管理 

竣工工程的质量回访管理，应编制详细的工程质量回访

计划，在回访过程中要积极征求业主对工程质量、使用功能

等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回访人员应填好质量回访记录，并将

记录归档保存。 

9.1.2 质量缺陷维修 

在运维阶段，发现工程存在质量缺陷，组织公司有关部

门及人员，对质量缺陷进行检查，找出产生缺陷的原因和责

任人。同时对缺陷进行认真的修理，并对责任人进行处罚。

对在保修期内存在的质量问题，及时进行维修，保证不影响

使用，并承担全部维修费用。上述行为结束后，由生产管理

部、业主、生产厂共同对维修结果进行验收，填写维修单备

案。 

9.2  项目质量管理 

9.2.1 质量问题处理 

在装配式项目全过程管控中，如发现质量问题，应确认

问题情况，找出质量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责任单位、责任人，

并责成相关单位进行问题处理并处罚，问题修正之后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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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查，确认问题已经处理完成，并对问题处理过程形成记录

单归档。 

9.2.2 质量投诉管理 

在装配式项目全过程管控中，如有单位或个人进行质量

问题投诉，应确认投诉内容是否属实，投诉问题确实存在的，

责成有关单位处理并处罚，投诉问题不属实的，需向投诉方

提交资料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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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运行保障 

10.0.1 市州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在本行政区域内

智造平台的推广应用，充分运用智造平台，实现对装配式建

筑项目的信息化监督管理；督促本辖区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

全过程责任主体及其产业基地按要求将相关信息上报智造

平台，并归集整理装配式建筑行业相关信息，促进全行业的

数据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10.0.2 国家级、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企业应严格按照本

导则执行，可自行调试（企业已有系统）或者组织搭建（企

业没有系统）与之相匹配的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企业侧平台

与政府侧平台无缝对接。 

10.0.3 省内装配式建筑项目应严格按照本导则，将相关信息

录入政府侧平台。 

10.0.4 所管辖区范围内的装配式建筑项目全部纳入智造平

台管理，并正常运行的城市（含县级市），优先推荐为省级

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并在湖南省住房城乡建设专项资金中

予以支持。 

10.0.5 智造平台政府侧平台应用情况纳入省级装配式建筑

示范城市、产业基地（含园区）、示范项目的申报、评审、

复核内容，对符合政府侧平台应用要求的，予以加分。 

10.0.6 参与智造平台项目建设的勘察、设计、构配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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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监理、评价、咨询（包括造价咨询等）、检验检测等

企业（单位）相关信息纳入湖南省建筑市场“科技创新与绿色

发展”优良信息采集范围。 

10.0.7 对按规定纳入智造平台并符合要求的装配式建筑生

产基地企业，在工程建设省级工法、省建筑业技术中心评审

中予以加分。 

10.0.8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每年对各市州应用智造平台情

况进行评价，评价结果纳入年度《湖南省真抓实干督查激励

措施实施办法》考核。 

 

 

11  附 则 

11.0.1 本导则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解释。 

11.0.2 本导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