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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保障装配式建筑体系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得到健全发展,本文分析了保障性住房建设对装
配式建筑体系的发展作用,并对装配式住房建设对保障性住房促进作用进行了分析,通过对二者的特征
和关联性分析基础上,提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装配式建设的互促发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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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Mutual Promotion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Affordable
Housing and Prefabricated B 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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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syste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ffordable hous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role of prefabricated housing
construction on affordable housing. Throug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the development plan i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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