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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达更新项目机电安装工程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改扩建工程（二期）施工总承包Ⅰ标 - 污水处理站机电安装工程

广州南沙万卓智能大数据项目机房精装修工程

宝安人才安居海纳百川总部大厦办公楼装修工程

中国水科院大型土工离心机升级改造及试验研究平台建设项目——电力增容改造工程

仲恺龙德项目施工总承包机电安装分包工程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改扩建工程（二期）施工总承包Ⅰ标 -E 栋水电安装工程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科研实验室改造工程

深福保深港硬科技创新中心精装修工程

坂田北国际化学校新建工程二标段水电安装工程

湖东办公区域装修改造工程

中德智能制造学院教学实验室配电工程

深圳大学高等研究院办公场地和实验室装修工程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 I 标段机电安装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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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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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文化 Compan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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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企业荣誉 Enterprise Honor 资质证书 Cert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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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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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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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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项证书 Award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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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建筑业协会建筑装饰分会副会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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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建筑业协会会员单位

深圳绿色建筑协会副会长单位

深圳市工业总会常务理事单位

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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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绿色产业促进会会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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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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项目展示
Electromechanical project display 勇达更新项目机电安装工程

仲恺龙德项目施工总承包机电安装分包工程

湖东办公区域装修改造工程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改扩建工程（二期）施工总承包Ⅰ标 - 污水处

理站机电安装工程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改扩建工程（二期）施工总承包Ⅰ标 -E 栋水

电安装工程

中德智能制造学院教学实验室配电工程

广州南沙万卓智能大数据项目机房精装修工程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科研实验室改造工程

深圳大学高等研究院办公场地和实验室装修工程

宝安人才安居海纳百川总部大厦办公楼装修工程

深福保深港硬科技创新中心精装修工程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 I 标段机电安装分包

中国水科院大型土工离心机升级改造及试验研究平台建设项目——

电力增容改造工程

坂田北国际化学校新建工程二标段水电安装工程

中深装机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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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项目的建筑面积约 8.6 万平方米，工程内容包括：材料设备的供应、安装、施工、调试并通过相关主管部门的验收、交付使用及保修

期服务等，具体如下：

1、电气安装工程：动力及照明系统、弱电系统（包括消防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智能化弱电系统、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等）的线槽及桥架敷

设及其相关配套工程和配合工作；

2、通风系统工程：包括卫生间排风、设备机房排风、油烟系统、发电柴油机房排烟系统、变配电房排风系统（送风系统、补风系统、加压系统、

防排烟系统等）

勇达更新项目机电安装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12 13

Electromechanical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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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包括常规水电、消防工程、空调通风、建筑智能化、室外工程、零星机电工程等机电安装的相关工作内容。

机电安装工程的重点内容包括：地下室外墙、⼈防防护墙、核⼼同、楼板等部位预埋套管及预留孔洞。

       由于地下室外墙有防⽔措施，所有刚性、柔性套管均设置⽌⽔环；⼈防防护墙具有抗防暴、防毒措施，所预埋的套管均设置防暴肋。

为了预留预埋套管及孔洞准确，施⼯前期的重点⼯作主要是图纸的深化设计，把地下室各层以及市政管⽹的机电管线做好综合排布，利⽤

BIM 技术做好管道三维排布和碰撞检测，达到设计要求后，开始结构期间的预留预埋⼯作。

仲恺龙德项目施工总承包机电安装分包工程
Electromechanical project display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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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项目的装修改造区域面积约 4300 平米，包含且不限于：拆除工程、新建工程、机电安装工程，以及修补工程等，其中机电安装工程

的施工内容包括：强电（含配电箱、线盒、线缆、线管、桥架、开关、插座、照明灯具、动力、明槽、开槽、即热式热水器、排气扇等）、

弱电智能化（含监控系统、网络面板、线缆、线管、线槽、桥架、综合布线等）、给排水（给排水管道、卫浴洁具、龙头、阀门、开槽、

化粪池、隔油池等）、消火栓系统、应急照明系统等。

湖东办公区域装修改造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16 17

Electromechanical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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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项目中的动力配电工程包括：从变电所低压柜出线开始，敷设电缆至各类配电箱（含变电所内的电缆桥架敷设、电缆头制作及连接至

低压柜出线端）；母线槽、配电箱（含动力箱、双电源箱、电表箱、控制箱等）安装及接线、调试；动力系统桥架、线槽、电线、配管和

底盒的采购安装、电缆敷设。

       照明配电工程包括：普通照明箱、应急照明箱安装及接线；照明系统的桥架、线槽、线管和底盒的采购、安装、电线、电缆敷设；开

关、插座、灯具的采购、安装及接线。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改扩建工程（二期）施工总承包
Ⅰ标 - 污水处理站机电安装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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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机电项目画册中深装机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E 栋水电安装工程的施工内容包括不限于：电气工程、泛光照明工程、防雷接地系统、智能化预埋工程、给排水工程施工。

       其中电气工程的施工内容包括：变配电工程的低压柜采购，所有电气设备、材料的供货、安装、调试和验收。工作范围包括：低压柜、

三箱、母线槽、电缆、电线、线槽、桥架、线管、底盒、灯具、光源、开关、插座、UPS、室外景观及泛光照明、防雷接地、等电位连接、

充电桩等设备材料的采购、安装、调试、敷设、预留预埋等。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改扩建工程（二期）施工总承包
Ⅰ标 -E 栋水电安装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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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机电项目画册中深装机电项目画册

中德智能制造学院教学实验室配电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项目简介：

       根据中德智能制造学院教学及科研的需求，对部分教学实验室进行电气系统改造工程。共包含 20 个实验室，分布在二层、三层、四层、

六层，施工内容包括：配电箱、桥架、电线电缆及插座等。

       项目共用一座 10kv/0.4kv 变电所供电，设计安装容量 1600kva 变压器共两台，其中一台变压器主供实验室的照明、水泵和空调通风

等设备用电；另一台主供实验设备用电，两台变压器互为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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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机电项目画册中深装机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机房精装修工程主要包括：机电安装工程、电气工程、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范围分为 A、B 界面两期实施，其中 B 界面的施工内容包

含空调区的所有工程以及热通道吊顶。

      项目中空调摆放在机房的两端，机柜与气流方向平行。空调支架采用角钢制成，并安装有导流板，同时为防止气流干扰，支架的两端

也用钢板全部封闭，支架用膨胀螺栓与地面固定。空调室外机放置在安全和易于维护的地方。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广州南沙万卓智能大数据项目机房精装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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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机电项目画册中深装机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建筑共 7 层，其中 5 层为实验室，层高 3.8 米。主要施工内容为临床 - 转化 - 基础科研实验室的二次装修，装修区

域面积 695 平米，涉及到设计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中央分享仪设备室、影像实验室、生物样本库，流式细胞仪室等用于临床—转化—基

础科研的实验室。

      其中实验室电气工程部分的施工内容为：建设楼层总配电箱到大楼总配电柜连接的主电缆、楼层主电缆、楼层主桥架、实验室公共区

域照明、实验室应急照明的配电、进入实验室房间的电缆，实验室室内配电箱、照明、动力、空调、楼面风机设备用电、综合布线、视频

监控系统、门禁系统等。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科研实验室改造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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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机电项目画册中深装机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项目施工内容包括：拆除原有部分土建工程、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强弱电工程、通风空调工程，以及给排水工程等。

       其中强电系统包括仪器用电、照明插座等，弱电系统包括网络、数据通信、广播、视频监控等。强电系统的设计方案为先依据设备功

率进行汇总，然后依据各个功能间、楼层、整栋大楼进行统计。实验室的每个功能间内都配备单独的终端配电箱，对于重要设备，单独留

出一个回路，以便后期的使用与维护。

深圳大学高等研究院办公场地和实验室装修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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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机电项目画册中深装机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项目的主要施工内容包含：装饰工程、电气工程、给排水工程、消防工程、空调工程、厨房工程等。其中电气工程的具体施工内容为：

装修区域范围内的配电箱分部工程、电缆分部工程、桥架配管配线分部工程、开关插座灯具工程、应急工程、弱电预埋工程等。

宝安人才安居海纳百川总部大厦办公楼装修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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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机电项目画册中深装机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项目是在现有的硬装软装基础上，进行提升改造。施工范围包括大堂、前台、独立办公间、公共办公区、会议室、多功能室、水吧区、

研发实验室、休闲洽谈区、茶水区、VIP 卫生间、清洁间、设备间、强弱电机房等区域装修工程。

      其中电气工程的主要施工内容包括：空调线路改造及电气照明系统改造等；弱电工程的主要施工内容包括：综合布线、网络管

线敷设及信息插座安装等；空调工程的主要施工内容包括：综合布线、网络管线敷设及信息插座安装等。

深福保深港硬科技创新中心精装修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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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机电项目画册中深装机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项目的施工面积 127000 ㎡，施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电气工程、给排水工程、通风空调工程、智能化工程、太阳能工程等。

       其中电气工程具体包括：自低压配电柜出线后至强电井的所有电气设备、材料的供货、安装、调试和验收。包括电缆、电线、线槽、桥架、

线管、底盒、三箱、灯具、光源、开关、插座、母线槽、EPS、电气火灾监控、室外景观及泛光照明、防雷接地等电位联接等设备的采购、

安装、敷设、及管线底盒的预留预埋等。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 I 标段机电
安装分包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34 35



中深装机电项目画册中深装机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项目的主要施工内容包括：1、新建总配电室 1 座（包括配电室内高低压柜 , 变压器 , 直流屏等设备安装调试）；2、分界室至总配电

室及总配电室至现状 1#、 2# 分配电室的 10kV 电缆及土建；3、新建混凝土外壳室外电缆分界室 ( 二进六出 )1 座；4、由康庄 110kV 变

电站至新建电缆分界室的 10kV 电缆及土建；5、由配电室至 2 个高速离心机控制柜部分低压电缆等。

中国水科院大型土工离心机升级改造及试验研究平
台建设项目——电力增容改造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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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机电项目画册中深装机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项目的动力配电包括自低压柜出线端之后的所有控制动力部分，即：1、线槽、桥架、电线、电缆敷设、动力箱、电源箱、设备控制

柜等的供货及安装；2、空调、有毒废水、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控制柜以及出线；3、精装修区域内所有动力插座箱的出线以及插座箱。

       照明配电包括：自低压柜出线端之后至各楼层电井内的照明电箱间的线槽、桥架、电线、电缆敷设、照明箱的供货及安装；电井内照

明配电箱之后的线槽、桥架、电线、电缆敷设、配电箱、开关、插座等。

       室外景观泛光照明的所有内容，包括电线、电缆、线槽、桥架、灯杆、灯具等。

       建筑物配管、穿墙、板的孔洞预留、预埋、封堵、砌体补槽等，所有电缆的支架、保护套以及电缆护管在电缆敷设完毕后的防水密封

和防火处理。

坂田北国际化学校新建工程二标段水电安装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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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点 世 界 更 精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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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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