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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分类和编码，推动装配式建筑的标准化设

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理和智能化应用，满足湖

南省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智造平台的应用要求，实现建筑工程全生命期信息的传

递、共享，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钢结构建筑、木结构建筑、装配式组合

结构建筑、装配化装修及设备管线的部品部件分类和编码。

1.0.3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应进行分类和编码，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分类和编

码，除应符合本标准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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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mbled building

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内装系统的主要部分采用预制部

品部件集成的建筑。

2.0.2 建筑信息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BIM)

在建设工程及设施全生命期内，对其物理和功能特性进行数字化表达，并依

此设计、施工、运营的过程和结果的总称。

2.0. 3 部品 part

由工厂生产，构成外围护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内装系统的建筑单一产品

或复合产品组装而成的功能单元的统称。

2.0.4 部件 component

在工厂或现场预先生产制作完成，构成建筑结构系统的结构构件及其他构件

的统称。

2.0.5 部品部件类型 type of component parts

可以被直接观察到的，区别于其他部品部件的标志性信息。

2.0.6 基本信息码 basic information coding

用于表达和传递部品部件主要信息的编码，一般作为部品部件编码前缀便于

统一运维管理，简称基本码。

2.0.7 标准属性码 property coding

用于表达和传递部品部件属性参数信息的编码，应与部品部件基本信息码联

合使用，简称属性码。

2.0.8 补充属性码 supplemental property coding

用于对部品部件除标准属性之外的特殊属性信息进行编码补充，简称补充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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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分类应符合科学性、系统性、可扩延性、兼容性与综

合实用性的要求。

3.0.2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编码应符合唯一性、合理性、可扩充性、简明性、适

用性与规范性的要求。

3.0.3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分类和编码应满足装配式建筑应用BIM技术和湖南省

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智造平台的相关要求，其信息应满足装配式建筑全生命期各

个阶段和湖南省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智造平台的使用、共享和传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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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分类规定

4.0.1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分类应体现装配式建筑的特点，通用部品部件参考

国家现行标准《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GB/T 51269-2017 进行分类，并

根据湖南省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特色进行扩充。

4.0.2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采用混合分类方法，根据结构类型和部品部件用途，

将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分为装配式混凝土建筑、装配式钢结构建筑、装配式木结

构建筑、装配式组合结构建筑、装配化装饰装修和设备管线部品部件五部分。

4.0.3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通过对基本信息以及标准属性的交叉分类，体现各部

品的独特性以及唯一性。

4.0.4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基本信息由湖南省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智能建造平

台根据项目输入信息进行自动分类，分类规则与其应用年份、应用项目、安装部

位、结构体系、生产厂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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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编码规定
5.0.1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编码宜采用“基本信息码”和“标准属性码”的两

段编码组成。两段编码应采用“--”分隔；对于有特殊属性信息需补充的部品部

件，可采用“补充属性码”进行补充，“补充属性码”通过“：”与前段编码进

行分隔。

5.0.2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基本信息码描述应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1 部品部件基本信息码，用以体现部品部件在智能制造全过程中所携带的运

维类基本信息。标准码应符合图 5.0.2 所示结构。

图 5.0.2 基本信息码结构图

2 基本信息码由唯一的定长 16 位阿拉伯数字和拼音字母组成。其中，第一-

二位为年份代码；第三-八位为项目代码；第九-十一位为安装楼栋号；第十二-

十三位为结构体系；第十四-十六位为厂商代码；具体编码结构详见附表一。

3 “项目代码”由企业在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备案的项目单号

后 6位构成。

4“厂商代码”由相关企业向主管部门进行备案后在湖南省装配式建筑全产

业链智能建造平台（以下简称“平台”）生成唯一代码，代码信息通过平台转化

生成到部品部件编码；“结构体系”按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装配式钢结构、装配

式木结构、装配式组合结构进行分类，具体代码见附表二-A；

5.0.3 部品部件标准属性码描述应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1部品部件标准码应采用一组规定长度编码对部品部件的分类及主要属性

进行描述。

2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应按照部品部件类型进行标准属性码，不同构件类型

对应不同编码长度，标准属性码由“部品部件类别+楼层号+部品部件编号+属性

信息”组成，平台通过识别部品部件类别码自动对应到相应的编码段长度，实现

信息读取。

3 标准属性码的固定编码结构按部品部件类别区分如下表：

年份 项目代码 楼栋号 结构体系代码 厂商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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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3 标准属性码结构图

部品部件类别由 2位代码表示，见附表二-B；楼层号由 2位数字代码组成；

部品部件编号由 4位数字代码组成；平面尺寸由 6位代码表示，单位为厘米；高

度（厚度）由 2位代码表示，单位为厘米；各项部品材料等级由 1位代码表示，

见附表二-C；具体编码结构详见附表一。

5.0.4 部品部件补充属性码描述应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1 补充属性码作为部品部件属性信息的补充码，补充属性码不进入通识编码

段，检索时通过高级检索的特定下拉列表实现检索以及全过程管理。

2 部品部件一种补充属性采用一组属性码进行描述，属性码应符合图 5.0.4

所示结构，一组属性码由一组属性类型编码和一组属性参数构成。

属性类型编码 属性参数

图 5.04 属性码结构图

3 补充属性码的属性类型编码采用三位 000~999 数字表示，属性参数编码采

用小括号“（）”内输入属性参数值的形式表示。

4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补充属性码可按组连续排列，不限长度。

5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补充属性码的属性类型编码详见附表三。

部品部件类别

楼层号

+

部品部

件编号

属 性 信 息 位数

砼结构部品 平面尺寸 高度（厚度） 砼等级 / / / 16

钢结构部品 平面尺寸 高度（厚度） 钢材牌号 / / / 16

组合结构部品 平面尺寸 高度（厚度） 砼等级 钢材牌号 / / 17

木结构部品 平面尺寸 高度（厚度） / / / / 15

建筑部品 平面尺寸 高度（厚度） / / /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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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用方法

6.1 一般规定

6.0.1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分类和编码的应用应符合建筑信息模型交付、存储标

准的规定。

6.0.2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分类和编码及逻辑运算符号的运用宜符合信息化基

本要求。

6.2编码逻辑运算符号

6.1.1 在复杂情况下精确描述对象时，应采用逻辑运算符号联合多个编码一起使

用。

6.1.2 编码逻辑运算符号宜采用 “：”、“--”、“/”、“（）”符号表示，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于“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编码”与“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补充

属性码”的分割。

2 “--”用于将装配式部品部件“基本信息码”和“标准属性码”两段编

码组合形成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编码。

3 “/”用于将单个部品所携带的补充属性码联合在一起，定义一个补充属

性的连续标准码段落，以表示适合对象的分类区间。

4 “（）”用于说明补充属性参数值的内容，位于属性类型编码后输入补

充信息时采用。

6.3 编码的应用

6.2.1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信息的归档顺序应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1 无补充属性的单个编码按照基本信息码、标准属性码的层级，依次按从左

到右、从小到大的顺序逐级进行归档。

2 由单个编码和补充属性构成的编码集合，应先对单个编码进行归档，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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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联合的组合补充属性码进行归档，补充属性码可作为超链接形式便于平

台的全过程数据流动。

6.2.2 当不同的组合编码表达同一对象时，归档顺序在前的编码应为这一对象的

引用编码。

6.2.3 部品部件分类和编码的主要用途是记录和传递部品部件在建筑全生命期

的各项信息。

6.2.4 对部品部件进行定义时，需包含建筑全生命期可能用到的所有属性信息；

实际使用时则可根据项目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仅调取需要使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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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编码结构图

1 2

x x

3-8

xxxx

9-11

x x x

12 13

x x

14-16

x x x

17 18

x x

19 - 32（31/33）

xxxxxxxxxxxxxxx

标准属性码

部品部件类别

厂商代码

结构体系

楼栋号

项目代码

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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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A

结构体系代码

代码 名称

C1 套筒灌浆体系

C2 内浇外挂体系

C3 双面叠合剪力墙体系

C4 全装配体系

C5 SPCS体系

S1 普通钢结构

S2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

WS 装配式木结构

CS 装配式组合结构

QT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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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B

部品部件类别代码

代码 名称 备注

DL 叠合梁

1、采用部品部件名称前两个文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表

示，共两位。

2、部品部件名称仅一个文字的，缺省位第二个统一用字母

“U”表示。

YL 预制梁

DZ 叠合柱

YZ 预制柱

DB 叠合楼板

YB 预制板

LT 楼梯

YW 预制剪力外墙

YN 预制剪力内墙

DW 叠合剪力外墙

DN 叠合剪力内墙

YN 预制女儿墙

YK 预制空调板

YY 预制阳台板

YP 预制飘窗

YG 预制外挂墙板

YQ 预制内嵌墙板

CX 预制整体沉箱

QT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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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C

材料强度等级代码

材料类型 强度等级 代码

混凝土标号

C30 1

C35 2

C40 3

C45 4

C50 5

C55 6

C60 7

更高强度 8

钢材牌号

Q235 A

Q355 B

Q390 C

Q420 D

Q460 E



13

附表三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补充属性码

及其类目名称

属性类

型编码
属性类型 属性参数 备注

001 抗震参数 （……）

002 建筑类型 （……）

003 截面形式 （……）

004 洞口类型 （……）

005 倒脚设置 （……）

006 反坎设置 （……）

007 门窗设置 （……）

008 开洞位置 （……）

009 预留预埋 （……）

010 受力筋配筋 （……）

011 分布筋配筋 （……）

012 箍筋配筋 （……）

013 架立筋配筋 （……）

014 荷载参数 （……）

015 连接方式 （……）

016 连接强度 （……）

017 审图机构 （……）

018 图审批次 （……）

019 基准坐标 （……）

020 安装标高 （……）

021 构件重量 （……）

022 生产批次 （……）

023 生产编号 （……）

024 吊点布置 （……）

025 质检信息 （……）

026 二维码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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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类

型编码
属性类型 属性参数 备注

027 运输班次 （……）

028 吊装时间 （……）

029 二次处理方式 （……）

030 装饰装修时间 （……）

031 施工质检 （……）

032 竣工审查信息 （……）

033 项目地址 （……）

034 建设单位 （……）

035 设计单位 （……）

036 部品部件生产单位 （……）

037 部品部件生产时间 （……）

038 运输单位 （……）

039 安装或施工单位 （……）

040 监理单位 （……）

041 部品部件生产时间 （……）

042 运输工作开始时间 （……）

043 部品部件安装时间 （……）

044 现场检测时间 （……）

045 现场检测机构 （……）

046 现场检测方法 （……）

047 送样检测时间 （……）

048 送样检测机构 （……）

049 送样检测方法 （……）

050 尺寸容许偏差 （……）

051 安装定位容许偏差 （……）

052 垂直度容许偏差 （……）

053 部品部件保修期 （……）

054 截面惯性矩 （……）

055 构件重量 （……）

056 其它（须注明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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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16

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GB/T51269

2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GB/T7027

3 《工程结构设计通用符号标准》GB/T 50132

4 《建筑模数协调标准》GB/T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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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条文说明

湖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湖南省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分类编码标准

DBJ XX/TXXX-XXXX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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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

71号）指出“装配式建筑是用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发展装配式

建筑是建造方式的重大变革，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

举措，有利于节约资源能源、减少施工污染、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和质量安全水平，

有利于促进建筑业与信息化工业化深度融合、培育新产业新动能、推动化解过剩

产能。”BIM技术在推动装配式建筑产业链协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BIM通过参数

模型整合各种项目的相关信息，在项目策划、运行和维护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中进

行共享和传递，使工程技术人员对各种建筑信息作出正确理解和高效利用，为设

计团队以及包括建筑运营单位在内的各方建设主体提供协同工作的基础，在提高

生产效率、节约成本和缩短工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分类、编码是不同使用方采用BIM技术的底层协议，

只有采用统一的分类与编码体系，BIM信息才能在不同软件平台及使用者进行共

享和传递，因此本标准的编制对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1.0.2 依据国家出台的相关文件以及行业惯例将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分为装配

式混凝土建筑、钢结构建筑、木结构建筑、组合结构建筑、装饰装修及设备管线

的部品部件等5类。在实践中如有需要，也可对以上分类进行扩充。

2 术 语

2.0.6 基本信息码是本标准的专有术语，是指按项目及部品部件的基本信息进行

分类和编码的方式，该编码段为定长编码，须严格按照第五章格式进行编辑。

2.0.7 标准属性码是本标准的专有术语，是指本标准依据计算机编程习惯建立的

一套编码体系，根据部品部件类别确定长度，由系统进行统一识别。

2.0.8 补充属性码参照附表三进行输入，输入信息不进入通识编码段长度，作为

补充信息跟随部品部件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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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分类原则宜选用部品部件最稳定的本质特征作为分类基础和依据，并按其

属性或特征以一定的排列顺序予以系统化，在有新的部品部件出现时，不打乱已

建成的分类体系，同时，为下级分类进行延拓细化创造条件；本分类方法与国际

标准、国家标准协调一致；分类要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出发，把局部问题放到系统

中处理，达到系统最优。

3.0.2 在部品部件编码中，每一个编码对象仅应有一个代码，一个代码只唯一表

示一个编码对象；代码结构与分类体系相适应；代码应留有适当的后备容量，以

便不断扩充需要；代码结构应尽量简单，长度尽量短，以便节约电脑存储空间和

减少代码出错率；代码尽可能反应对象的特点；在分类编码标准中，代码结构及

编写格式应统一。

3.0.3 本条对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设计及生产的总原则进行规定。采用本标准的

分类与编码方法，可实现部品部件在设计、生产、运输、施工和运营维护全过程

信息的共享和传递。

4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分类规定

4.0.1 采用《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GB/T51269-2017分类方法主要和国

际标准、国家标准协调统一。

4.0.2 装配式部品部件混合分类指对于结构类型、用途等信息进行汇编，按照装

配式混凝土建筑、钢结构建筑、木结构建筑、组合结构建筑、装饰装修和设备管

线部品部件的属性进行标准属性分类。

4.0.3装配式部品部件基本信息以及标准属性相联合，共同对部品部件的相关信

息进行交叉分类。

4.0.4湖南省政府端全产业链智能制造应用平台为湖南省装配式部品部件全生命

周期运维管理平台，基于BIM技术实施开发，用于装配式建筑项目全过程信息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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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编码规定

5.0.1 BIM技术对建筑部品部件的信息要求较高，需要不同维度的信息以适应不

同的应用者，采用传统编码技术难以满足信息编码的新要求，课题组在进行大量

的BIM基础应用研究的基础上，按照计算机编程规律，提出了采用“基本信息码”

和“标准属性码”的两段编码方式，同时通过补充属性码进行特定属性的补充，

在统一编码下，便于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信息传递，提高效率。

5.0.4 编码示例：

构件描述：长沙市岳麓区2018.05.19由厂商代码A02的叠合板构件，C30混凝土，

HRB400钢筋，尺寸3300*2150*60，配筋直筋8，间距200，安装于项目代码C001

的3栋20层，构件编号0025，结构体系为装配整体式剪力墙结构。

基本信息码：18C00103C2A02

标准属性码：DB200025330215061

补充属性码：

012（C8@200）

025（20180519）

040（长沙市岳麓区）

编码表示：

18C00103C2A02-DB200025330215061：

012（C8@200）/025（20180519）/040（长沙市岳麓区）

6 应用方法

6.2编码逻辑运算符号

6.2.1 常用的单个编码，往往不能满足我们对于所有对象进行描述的要求，需要

借助这些运算符号来组织多个编码，实现精确描述、准确表意的目的。

6.2..2 本标准采用《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征求意见稿中的符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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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加了“：”用于“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标准码”与“装配式建筑部品

部件补充属性码”的分割。“（）”用于说明属性参数值的内容，可用于标准码

后，也可位于输入型属性码后。便于计算机编程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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