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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幕墙项目画册

       深圳市中深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8 年，是国家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甲级、施工壹级企业，董事长柯颖锋，公司注册资金

1 亿，位于深圳福田 CBD 中心区，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设计与施工一体化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主营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工程、医疗洁净工程，多元化经营涵盖：城市园林绿化、建筑幕墙设计与施工、消防设施设计与施

工、城市及道路照明、机电设备安装、建筑智能化、防水防腐保温、钢结构、送变电、古建筑、建筑总承包、市政公用、特种结构补强、

特种防雷、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压力管道 GC2）、展览陈列设计与施工、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净化、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

维修）、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工程、地质灾害治理、营造林、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白蚁防治、虫害消杀、环卫作业清洁等。

       中深装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OHSAS18001 职业安全健康体系、质量管理体系 GB/T50430-

2017 认证。拥有一支高校主力及产学研骨干汇集而成的优秀管理团队，企业管理和各类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632 人，其中具有中、高级技

术职称的工程专业人员 153 人，国家一、二级建造师 45 人，小型项目经理 30 人，涵盖建筑学、装饰施工、工民建、结构、暖通、给排水、

电气、园林绿化等专业；配备数支设备先进、训练有素的专业施工队伍，凭借一整套科学严谨的管理制度、完善的岗位绩效考核制度和公

平合理的分配制度，为每个项目的效果和质量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证，项目团队施工管理能力不断提升。

       目前，公司拥有国家专利 50 多项，主编及参编国家、行业、团体标准 10 多项，获得多项国家级创新成果和国家级科技示范工程，

获得市级工法多项、多项工艺标准经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批准立项，成为行业推荐标准，并报送住建部立项。 

       公司的设计水平在行业内颇具影响力，先后荣获中国建筑装饰绿色环保设计五十强企业、中国建筑装饰杰出医疗空间设计机构、中国

建筑设计机构五十强。建立起具有国际水平的设计院，根据市场精细化分工趋势，组建了办公空间、医疗、酒店、大型建筑物、精装样板房、

园林景观和灯光照明等专业设计团队，聘请了来自德国、奥地利等地的外籍设计专家和众多设计师精英。依托强大的设计力量，公司与科

研院校建立合作，与广东海洋大学、四川美院、广州美院等高校签约并开展深度合作，为打造更多的优质作品而奋斗不懈！

       近年来公司业务拓展顺利，市场份额、业务覆盖区域不断扩大，标志性精品工程遍布全国各地。公司先后在东北、西北、西南、华北、

华中、华东、华南等七大区域设立了三十多个分支机构，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市场网络及稳定的市场份额。

       经过多年的发展探索和市场历练，近十年，中深装的发展速度堪比“深圳速度”，中深装的品牌、管理团队、研发能力、社会信誉均

在业界获得充分认可。展望未来，公司将以精心设计、精细工艺、精尖实现跨越式发展，努力成为中国绿色建筑装饰第一品牌，为社会、

客户、员工创造更多价值。

1 企业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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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Compan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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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企业荣誉 Enterprise Ho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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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知名品牌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百强企业 中国建筑幕墙行业百强企业

企业荣誉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中国建筑装饰百强企业

中国建筑幕墙百强企业

中国建筑装饰设计机构五十强企业

中国建筑装饰绿色环保设计五十强企业

中国医疗建筑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商二十强

中国建筑业最具成长性 200 强企业

全国城市园林绿化 50 强企业

中国建筑装饰杰出医疗空间设计机构

中国建筑装饰优秀专业化设计机构 : 医疗空间设计

中国绿色医院建设成就奖 - 十佳医疗装饰机构

中国建筑装饰行业标准编制工作先进单位

中国建筑装饰行业信用评价 AAA 企业

中国建筑装饰行业信息化创新企业

中国装饰三十年酒店装饰专业化百强企业

中国装饰三十年医疗装饰专业化百强企业

中国装饰三十年行业开创型企业

中国装饰三十年优秀装饰施工企业

广东省优秀园林企业

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广东省园林绿化企业信用等级 AAAAA 企业

深圳百强企业

深圳质量百强企业

深圳知名品牌企业

深圳先进职工之家企业

深圳市十强优秀园林企业

深圳市园林绿化企业信用等级 AAAAA 企业

企业资质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消防设计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城市及道路照明专业承包壹级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展览陈列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资质壹级

展览工程企业施工资质壹级

洁净工程壹级

中国清洁清洗行业等级资质国家一级

城市园林绿化资质壹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特种工程 ( 限结构补强 ) 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特种工程 ( 限特种防雷 ) 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Ⅲ类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Ⅱ类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叁级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 压力管道 )GC2 级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承装类电力设施许可证三级

承修类电力设施许可证三级

承试类电力设施许可证四级

造林绿化施工资质乙级

白蚁防治企业资质乙级

有害生物防治企业资质证书乙级

环卫作业清洁服务资格乙级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丙级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丙级

深圳绿色产业资质认证（工程建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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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证书 Cert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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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
    营造林、城乡绿化、生态修复等工程施工与管养。

广东省林学会印制

发证机构（印章）

2020年 01月 19日 

扫二维码

验证真伪

法定代表人：王武烈

证书编号：ZLS乙 2020-006

有效期至：2023年 01月 19日

单位名称：深圳市中深装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卓越中深装·基业常青树

卓越中深装·基业常青树

卓越中深装·基业常青树

卓越中深装·基业常青树

卓越中深装·基业常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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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行业地位 Rank In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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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中国建筑工程装饰设计奖

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幕墙奖

中国风景园林优秀园林工程奖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精品工程

中国建筑装饰设计金奖

中国国际空间设计大赛金奖

全国优秀园林绿化工程金奖

全国园林景观设计金奖

全国花卉布置工程金奖

全国优质工程金奖

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全国建筑装饰行业科技示范工程奖

全国建筑装饰行业科技创新成果奖

中国建筑装饰行业信息化创新企业奖

广东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奖

广东省风景园林优良样版工程奖

广东省建筑装饰行业科技示范工程

广东省建筑装饰行业科技创新成果

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奖

广东省建设工程金匠奖

广东省级工法

深圳市装饰工程金鹏奖

深圳市花境花坛优良样板工程奖

深圳市风景园林优良样版工程奖

深圳市优质专业工程奖

深圳市建设工程市级工法

深圳市建筑装饰工程安全生产与文明施工优良工地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中国建筑业协会会员单位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会员单位

中国展览馆协会会员单位

广东省建筑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广东省风景园林协会会员单位

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协会会员证

广东省市场协会会员单位

广东省林学会营造林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

深圳市装饰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

深圳市洁净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单位

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副会长单位

深圳市风景园林协会副会长单位

深圳市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单位

深圳市专家人才联合会副会长单位

深圳绿色建筑协会副会长单位

深圳市建筑业协会会员会员

深圳市建筑业行业协会市政分会会员单位

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单位

深圳市工业总会常务理事单位

深圳市绿色产业促进会会员单位

深圳市环卫清洁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深圳市白蚁防治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深圳市花卉协会会员单位

深圳市地质矿业协会会员单位

深圳市福田区建筑装饰设计协会会员单位

工程奖项行业地位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深圳市风景园林协会副会长单位广东省建筑业协会建筑装饰分会
第二届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单位

深圳市洁净行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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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证书 Award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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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墙项目展示
Curtain wall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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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雅力嘉新材料厂区幕墙工程

北辰三角洲项目 D1 区第一标段外立面装饰装修工程

深圳大工业区体育中心游泳馆幕墙工程

深圳市龙华华荣大厦幕墙工程

亚朵酒店幕墙工程

荔园小学西校区幕墙工程

泰宇城市花园幕墙工程

佳木斯万达广场购物中心幕墙工程

中铝科学技术研究院二期幕墙项目

中德大厦幕墙工程

颐翠商务幕墙项目

荣盛中央广场 A 区幕墙制作安装工程



中深装幕墙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横坪路 87 号，主要施工内容为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

部分室内装饰、外墙面防渗漏工程、电气管线工程、给排水管道工程、设备安装工程、供热供冷系统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等。

       针对幕墙在自然采光中过于直接强烈的问题，在幕墙材料定制过程中加入了少量增加光线内折射量的微粒，在不影响强度的同时，有

效的减少了幕墙光折射角和反射角。这种深化设计，在建筑内部不会感受到过于强烈的自然光，在建筑外部也不会感受到明显的光反射，

有效减轻光污染。

       本次工程的力计算模型，采用了云计算功能，通过云端服务器共享和现场电子设备数据上传功能，在每一阶段施工后都能及时反馈数据，

并通过数据建模同步确认施工过程中是否出现偏差，对质量控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深圳雅力嘉新材料厂区幕墙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12

项目荣获“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深圳市装饰工程金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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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幕墙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北辰三角洲项目位于长沙市开福区，项目占地面积约 110 万平方米，酒店、商业、写字楼、公寓等综合公共建筑 80 万平方米，是一

座集商、住、办公、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多功能区域中心。

       建筑主体结构为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建筑层数为 40 层，幕墙总面积 22048 平方米。建筑主体呈扇形状向两边延伸，玻璃幕墙

悬挑结构多，幕墙造型复杂，并且项目要求使用先进环保的幕墙材料，对施工技术要求较高。

北辰三角洲项目 D1 区第一标段外立面装饰装修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14

项目荣获“中国建筑装饰工程幕墙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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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幕墙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坪山镇，基地面积 2383.82 ㎡，地上 2 层（中间有一个夹层）面积为 4993.41 ㎡，地下 1 层（局部设地下室）

面积为 426.18 ㎡。

       主要施工内容包括针对游泳馆构建蜂巢板幕墙、光伏幕墙、隐框幕墙、明框玻璃幕墙、玻璃雨棚、点式玻璃幕墙及铝合金装饰线条，             

以及室外工程包括室外广场道路、室外广场铺装 1900 ㎡。

深圳大工业区体育中心游泳馆幕墙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16

项目荣获“中国建筑装饰工程幕墙奖、广东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幕墙
奖、深圳市装饰工程金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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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幕墙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华大浪街道办华荣路。主要施工内容是对建筑主体外立面安装明框玻璃幕墙、全隐框玻璃、和门窗等，幕墙施工面

积 10032 ㎡。

       工程采用钢化热反射镀膜玻璃和铝合金金属框格，通过玻璃的镀膜层减少辐射换热；钢化中空玻璃可以有效的降低辐射及阻隔热传导。

同时采用氟碳喷涂铝单板，其钢性好、重量轻、强度高、耐腐蚀性能佳；喷涂氟碳漆可达 25 年不腿色，不易玷污，便于清洁保养。以上

材料安装方便快捷，可回收再利用，其中铝板可 100% 回收，性价比和环保性能非常可观。

深圳市龙华华荣大厦幕墙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18

项目荣获“广东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幕墙奖、深圳市装饰工程金鹏奖”



中深装幕墙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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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幕墙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亚朵连锁酒店以“新中产品质”的概念打造设计富有设计格调、环境舒适便捷、服务温馨人性化的酒店品牌。针对新生代年轻商旅，

主张“轻客房、轻社交”，扩大公区功能性，酒店内涵盖酒吧、咖啡馆、电竞、健身房、商务微办公、沙龙区等新型社交场所。

     作为连锁品牌，亚朵酒店在外观设计上有统一标准，由于目标客户主要是年轻商旅，设计趋于颜色鲜亮、造型独特，所以该酒店的幕

墙工程对材料应用和施工技术要求也比较高，施工板块包括：横明竖隐玻璃幕墙系统、屋顶铝格栅幕墙系统、主入口全玻玻璃幕墙系统、

全明框玻璃幕墙系统、玻璃顶幕墙系统、石材幕墙系统、玻璃雨蓬幕墙系统、玻璃栏杆幕墙系统、屋顶钢格栅幕墙系统等。

亚朵酒店幕墙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20

项目荣获“广东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幕墙奖、深圳市装饰工程金鹏奖”



中深装幕墙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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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幕墙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荔园小学创建于 1981 年，以先进的办学理念、优质的教学质量、规范的校园环境，取得了瞩目的办学成果，在社会和家长群体中拥

有较高的知名度和优良口碑，荣获“广东省一级学校”称号。

     此次幕墙工程的主要施工内容包括：幕墙窗系统、石材幕墙系统、150 系列隐框幕墙、铝板幕墙系统等。其中幕墙窗采用 120 系列 

6063-T6 铝合金型材，型材在室内部分的表面进行粉末喷涂处理，玻璃面板采用 TP6mm (Low-E)+12A+TP6mm 中空钢化玻璃，铝合

金窗与建筑墙体边框采用铝板方式过渡，不仅安装方便、防水性极佳，即使石材幕墙安装完毕也不会影响窗的正常安装、固定，减少窗在

的损坏几率。

荔园小学西校区幕墙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Curtain wall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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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幕墙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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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幕墙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泰宇城市花园位于庆安县人民公园北侧，是庆安县首席花园小区。小区内含有花园洋房、高层洋房、普通板楼等多重建筑形态，意式

托斯卡纳建筑设计风格，欧式园林区域规划，发散浓郁的欧式古典优雅格调。

       建筑幕墙是融合建筑技术、建筑艺术、建筑功能为一体的新型建筑外维护构件，本项目中采用的石材均为国内优质材料，厚度为 

35mm 的厚石灰石，线条、勒脚采用石灰石制，石灰石的物理性能通过国家检测部门测试，保证竣工后的幕墙外观达到整体设计效果。

泰宇城市花园幕墙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Curtain wall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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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幕墙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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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幕墙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佳木斯万达广场投资 70 亿元，占地面积 27 万㎡，黑龙江省重点项目，是集大型购物中心、五星级酒店、写字楼、高档住宅、城市

SOHO、步行商业街区、超市为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起到推动城区开发、形成新的商业圈和文化娱乐中心、完善城市区域功能的重要作用。

主要施工内容包括外立面幕墙、外立面可视部分内表皮、外窗、格栅及百叶、采光天棚、玻璃顶、遮阳设施、空间钢结构支承玻璃幕墙、

雨篷、大型显示屏和大型广告牌的支承钢结构等。

       工程的难点在于折线玻璃幕墙、异形铝板幕墙、兼有铝合金格栅和百叶的玻璃铝板顶棚；重点在于保证外幕墙设计需满足安全、防火、

防腐、防水、防风等技术要求，确定适合工程特性的物理性能分级指标，包括：风压变形性能、气密性能、水密性能、节能性能、隔声性能、

平面变形性能、耐撞击击性能、开启方式、启闭力及反复启闭性能等方面，符合建筑的空间、遮阳、通风、排水等使用要求。

佳木斯万达广场购物中心幕墙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26

项目荣获“优秀建筑装饰设计与施工工程”



中深装幕墙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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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幕墙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中铝科学技术研究院是中组部、国资委在北京市昌平区规划的“未来科技城”15 家重要科研、创新基地之一。主要致力于有色金属

产业领域的材料科学与加工技术研究，全面提升我国有色金属及相关行业的国际核心竞争力，为国防军工、航空航天、交通舰船等重要国

民经济领域提供材料和技术支持。

       项目的施工内容包括玻璃幕墙、石材挂板幕墙、金属幕墙、门窗、室外吊顶、金属压顶等。

中铝科学技术研究院二期幕墙项目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Curtain wall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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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幕墙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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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幕墙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中德大厦位于淄博市北京路与人民西路交汇处，毗邻淄博市体育中心、齐盛湖公园，是一座由地下 3 层及地上 36 层组成的标准写字楼。

主体结构为框架—剪力墙结构，1-4 层（裙楼）标准层高为 4.5 米，5 层以上为办公楼，5-12 层层高为 4 米，13-36 层层高为 4.05 米。

幕墙工程的施工内容包括玻璃幕墙、石材幕墙、明框幕墙、铝板幕墙、百叶、雨篷等。其中石材幕墙采用铝合金挂件系统，将铝合金挂件

与石材板块可靠连接在一起，整体挂接到幕墙龙骨上，配合精度高、强度可靠，同时挂件系统与龙骨之间可实现三维调整，保证安装精度

和外立面效果。

中德大厦幕墙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Curtain wall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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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幕墙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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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幕墙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颐翠商务位于晋城市新市东街与颐翠路交叉口，是一座涵盖写字楼、公寓、生活港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地下 3 层，地上 18 层，总建

筑面积约 4.4 万平米，其中地下 2-3 层是停车场，地下 1 层至 4 层裙楼是颐翠生活港，主楼 5-18 层包含公寓、写字楼，17-18 层是商

务会所。

      颐翠商务外立面为全部采用 LOW-E 玻璃中空幕墙，外观线条美观，现代简约的风格体现出商住两用建筑的高端质感。Low-E 玻璃又

称低辐射玻璃，玻璃表面镀有多层金属或其他化合物组成的膜系产品，具有优异的隔热效果和良好的透光性，使内部空间明亮而不闷热，

节能性能更佳。

颐翠商务幕墙项目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Curtain wall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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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幕墙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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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幕墙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荣盛中央广场位于湛江市 CBD 邮轮商圈地段，拥有丰富的海岸线资源，项目是由大型商业购物广场，中央风情商业街、星级公寓写字楼、

海景华府住宅等组成的集旅游文化、购物餐饮、休闲娱乐、居住办公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大型滨海城市综合体。

      “荣盛中央广场 A 区铝合金门窗及铝板制作安装工程”是对 A 区 12#、13#、15# 楼进行门窗制作和安装、建造玻璃幕墙、建造铝板

幕墙，包括采购原材料（门窗，幕墙型材、玻璃、五金配件、胶条、辅材等）、加工制作门窗、运输材料、现场施工安装、竣工后期技术

指导和培训以及成品保护等。

      施工总面积 3.78 万㎡。

荣盛中央广场 A 区幕墙制作安装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Curtain wall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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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幕墙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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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北路 82 号茶宫大厦六楼  官方网址：http://www.szzsz.com
联系电话：0755-82946988、82943868  联系传真：0755-82903355

生态城市环境提升专家

装饰·设计
高端医疗健康装饰专家

中国建筑装饰百强企业、中国建筑装饰设计机构五十强企业

中国建筑幕墙百强企业、中国建筑装饰绿色环保设计机构五十强企业

中国建筑装饰杰出医疗空间设计机构、中国建筑装饰行业信用评价 AAA 企业

广东省优秀园林企业、广东省连续八年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广东省园林绿化企业信用等级 AAAAA 企业

深圳百强企业、深圳知名品牌企业、深圳先进职工之家企业、深圳市时花生产优秀企业深圳市十强优秀园林企业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消防设计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城市及道路照明专业承包壹级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展览陈列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资质壹级
展览工程企业施工资质壹级
洁净工程壹级
中国清洁清洗行业等级资质国家一级
城市园林绿化资质壹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特种工程 ( 限结构补强 ) 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特种工程 ( 限特种防雷 ) 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Ⅲ类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Ⅱ类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叁级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 压力管道 )GC2 级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承装类电力设施许可证三级
承修类电力设施许可证三级
承试类电力设施许可证四级
造林绿化施工资质乙级
白蚁防治企业资质乙级
有害生物防治企业资质证书乙级
环卫作业清洁服务资格乙级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丙级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丙级
深圳绿色产业资质认证（工程建筑类）



装 点 世 界 更 精 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