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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深装设计院有限公司 隶属于中深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共下设 4 个事业部：展览陈列专业设计分院、装饰装修专业设计分院、

医疗洁净专业设计分院、消防专业设计分院。每个事业部的业务承接和团队运营均由经验丰富、专业过硬的负责人独立管理指导，各个设

计团队的主要成员毕业于专业美术学院、各大学美术专业，或在校大学生，专业级别层次包括大专至研究生。

       目前，每个事业部的团队成员分为 2 个项目小组，每个项目小组包括组长 1 人、项目经理 1 人、以及相关专业设计人员等，并由设

计负责人建立相应的专业指导方案，旨在搭建一个专业实力突出、年龄分布合理的设计人才梯队。

       同时，中深装设计院有限公司积极频繁的组织各类培训学习活动，为各个专业的所有设计成员搭建与先进设计水平沟通交流的平台，

让团队的设计水平和理念与国内外最新的发展潮流无缝对接。

       各事业部制定并执行科学高效的项目工作流程规范，对纪律、成果、口碑三个方面保证打下坚实基础。在承接项目后，各事业部要求

每个项目组提交多个有效的设计方案供客户选择。依托于中深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强大的施工工艺、材料供给系统以及业务资源，目前中

深装设计院有限公司可承接的服务范围涵盖：展览陈列、建筑装饰装修、医疗实验室、消防等类别项目，并完成多项重大重点工程的设计

工作，包括：

       三诺智慧大厦展厅装饰装修工程设计部分

       深圳市行政审判中心展厅精装修工程设计部分

       安丘市市民服务中心装饰装修工程设计部分

       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新办公场地装修工程设计部分

       南科大科研平台超净实验室改造工程设计部分

       武汉华大智造生产中心 1、2 期工程设计部分

       深圳电信通信机楼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更新改造工程设计部分

       恒昌科技大厦消防工程设计部分等

       竣工的项目获得服务客户及行业权威的一致好评，并荣获中国国际空间设计大赛金奖、中国建筑装饰行业装饰百强、中国建筑装饰绿

色环保设计五十强、十佳医疗机装饰构奖、中国建筑装饰杰出医疗空间设计机构等荣誉奖项。

       中深装设计院有限公司以“和谐·创新·进取·卓越”为核心价值观、以“设计美好世界”为己任，经过多年的发展探索和市场历练，企

业的发展速度肩比“深圳速度”，品牌实力、设计水平、社会信誉均在业界获得充分认可。

       展望未来，中深装设计院有限公司将继续依靠精湛的设计水准、过硬的业务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努力成为中国绿色建筑设计第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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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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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资质企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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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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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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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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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林工程施工资质乙级

白蚁防治企业资质乙级

有害生物防制企业资质证书乙级

环卫作业清洁服务资格乙级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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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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44004196

深圳市中深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1440300682036851P

王武烈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路茶宫茗香苑综合楼201A、B、C、D、E、F（仅限
办公）

2021年12月31日

先关注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微

信公众号，进入“粤建办事”扫码

查验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0年08月31日

http://data.gdcic.net/dop

特种工程（特种防雷）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特种工程（结构补强
）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电子与智
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城市及道路

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

 

D344011423

深圳市中深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1440300682036851P

王武烈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路茶宫茗香苑综合楼201A、B、C、D、E、F（仅限
办公）

2021年12月31日

先关注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微

信公众号，进入“粤建办事”扫码

查验

2020年12月23日

http://data.gdcic.net/dop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

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 

A244020066

深圳市中深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1440300682036851P

王武烈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路茶宫茗香苑综合楼201A、B、C、D、E、
F（仅限办公）

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专项乙级
******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9年10月29日

http://data.gdcic.net/dop

先关注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微信

公众号，进入“粤建办事”扫码查验

2024年01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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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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Introduction

行业地位 Rank In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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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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奖项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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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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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证书 Award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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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陈列专业设计分院
Exhibition Display Professional Design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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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览分院介绍
Exhibition branch introduction

分院简介 Introduction 

负责人：

      卢西蒙

个人简介：

      从事设计工作近 40 年，擅长品牌、产品、空间、文

化融合（跨界）类设计，在展览陈列类专业设计方面具有

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以“人文·自然·和谐·交流”

作为设计主导，认为空间不仅是一个用于展示的场所，更

是一个有生命的多元化载体，拥有多个维度，多种思维；

而设计师则需负责将这些无形的情感和文明，转换成可以

去触碰的实体，来填充空间真正想要表达的意义。

主要作品包括：

1、深圳会展中心标识系统设计；

2、深圳音乐厅标识系统设计；

3、沃尔玛（中国）总部标识系统设计；

4、海南美兰国际机场标识系统设计；

5、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标识系统设计；

6、三诺智慧大厦展厅装饰设计项目

7、深圳市行政审判中心展厅精装修设计项目

8、深圳大学孟建民院士团队科研用房项目展厅设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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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分展览陈列项目展示
Exhibition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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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三诺智慧大厦位于深圳湾商业圈的核心，地处滨海大道主干，濒临深圳湾口岸、香港国际机场、深圳国际机场、蛇口港码头，瞭望香港，

总建筑面积约 55000 平米，是集商务办公、技术研发、主题餐饮、文化体验、智慧生活馆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的一站式垂直商务综合体。

三诺智慧大厦展厅作为企业与客户沟通的桥梁，也是展现企业实力和用户体验的平台，帮助同行、合作伙伴、投资商等对企业有更加深入、

全面、客观的认知。

       三诺智慧大厦展厅主体运用企业VI中的蓝色、绿色系，层次分明，棕色为过渡色，兼容奋发拼搏、积极向上与科技时尚、严谨可靠的格调。

采用现代工艺生产的特制灯具，新颖造型，增强展馆的科技感、时代感和通透感。空间布局充分利用空间高度，主次分明，动静结合，各

展区巧妙串联；空间氛围简洁大方、科技大气，富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展现先进雄厚的企业实力。       

       项目荣获 " 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广东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奖、金鹏奖 "

三诺智慧大厦展厅装饰设计项目
Exhibition project 



中深装设计院宣传画册

13



中深装设计院宣传画册

14

2 部分展览陈列项目展示
Exhibition project display 

项目简介：

       深圳市行政审判中心位于福田区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八楼，作为全国首个行政审判中心，深圳行政审判中心是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

的又一创举，便利的地理位置显现了集中管辖优势，整合了全市优质行政审判资源，为进一步深化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和跨区域管辖改革奠

定坚实的基础，成为体现深圳行政审判特色，展示深圳法治形象的高地。

       深圳市行政审判中心也是全深圳市唯一一家以行政法律文化为主题的宣传教育基地，其展厅是宣传教育的主要场地环境。深圳市行政

审判中心展厅精装修工程以“绿色、简约、开放、便民”作为设计理念，规划设计有内外两条环形通道，多采用蓝白两色搭配，风格简洁

庄重；引入“水”、“法槌”、“天平”等设计元素，彰显法院建筑神圣、庄严的视觉风格。

       展厅建设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同步规划建设各业务系统、智能系统和信息化系统，通过视觉、触觉、听觉生

动再现深圳行政审判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信息化建设水平整体处于全国法院前列。

       项目荣获 " 广东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奖、金鹏奖 "

深圳市行政审判中心展厅精装修设计项目
Exhibi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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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分展览陈列项目展示
Exhibition project display 

项目简介：

       孟建民中国工程院院士科研团队致力于医疗养老建筑、未来城市与未来建筑、健康 - 绿色 - 可持续建筑、新材料 - 新技术 - 新工艺、

城市更新与智慧城市等领域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2018 年，孟建民院士在深圳大学本原设计研究中心下组建健康环境研究所。

       本次展厅建设工程的主要内容包括：设计装饰方案、智能化系统搭建工程、拆除工程、钢结构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电气工程、给排

水工程、消防工程、直饮水工程、弱电预埋工程等，所有系统均需要实现智能化连接控制，达到专业科技展厅使用标准。

       展厅的设计装饰方案以展示智能化建筑和未来城市环境为主，结合互联网系统和数字化系统，以多条讲解动线为主线，展现设计方案、

表现效果、视频动画、实体模型等，也让参观者在更加生动形象的环境中感受未来智能城市的建设理念和方向。

深圳大学孟建民院士团队科研用房项目展厅设计项目
Exhibi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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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分展览陈列项目展示
Exhibition project display 

项目简介：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位于深圳市光明区，由深圳市政府投资建设，是中山大学在深圳运营管理的第一家直属附属医院。医院占地面

积 23.36 万平方米，规划总床位 4000 张，也是华南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医院。

       为展现中山大学及中山大学医学科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建院史和荣誉、以及医疗科普知识等内容，院方将医技楼

一楼天井处进行改造，建成文化馆。

       项目的主要内容是设计文化馆的区域规划方案、装饰方案、施工建设。

       规划方案拟将文化馆分为三个区域：科普讲座区、主展示区、文化墙。其中科普区可以举行科普宣讲活动，日常播放宣传片等影音资

料；主展示区可通过图文影音、实物或新科技展示中山大学医学科的百年发展历程、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建院史、

荣誉等；文化墙用于展示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医学科及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的人文、科研成果、荣誉等内容。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院史及医科文化馆设计项目
Exhibi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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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分展览陈列项目展示
Exhibition project display 

项目简介：

       深圳博物馆位是一座以地志性为主的综合类博物馆，也是深圳文物收藏和历史研究中心。深圳博物馆始建于 1981 年，于 1988 年 11

月开馆，占地面积约 3.7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1995 年 5 月，深圳博物馆被深圳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先后荣获 2014 年度深圳市文化志愿服务先进单位、2014 年度深圳市文化志愿服务示范项目。2016 年 12 月，深圳博物馆入选《全国红

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

       深圳博物馆展场维护工程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制定展览总体设计方案（展示构想、展示架构、展示空间设计、功能动线分析）、展示

道具设计和摆放、展示灯光设计、辅助展品设计、版面设计、多功能规划、互动装置规划、常规的扩初设计方案（平面图和效果图）等。

项目将中国文物保护理念与国际古迹保护准则相结合，既严格遵循最小干预的国际原则，又在修复方法上运用中国文物保护理念，完整地

保留了建筑特色，既达到了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也良好地展现文物的美好形象。

深圳博物馆展场维护设计项目
Exhibi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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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分展览陈列项目展示
Exhibition project display 

项目简介：

       潍县战役指挥部旧址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固堤街道，是 1948 年攻打潍县时，山东兵团司令部进驻预定的指挥位置。2013 年 10

月 10 日，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山东省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传承红色基因，保留城市记忆，寒亭区固堤街道办事处开展一些

列工作，整合潍县战役旧址资源，精心打造出潍县战役党性教育基地，其中就包括修缮维护潍坊市潍县战役指挥部旧址。

       潍坊市潍县战役指挥部旧址提升工程是涵盖设计、施工、布展一体化的总承包工程，包含但不限于：展厅的规划设计及施工、布展的

设计及施工（含基础装修、展陈策划编纂、图文展板、展品征集及仿制、展品陈列、多媒体设备采购安装等）、室外环境的布置（含艺术

品）、环境提升、原址的改造提升、基础配套设施等。新建展馆建筑面积约 1216 平方米。

       展厅内部的设计方案是通过沙盘、展板、实物、雕塑、视频等展现方式，全面细致的还原潍县战役战前、战中、战后的历史情景，让

参观者生动形象的了解潍县战役的红色历史文化，切身感受那段峥嵘岁月的激情昂扬。

潍坊市潍县战役指挥部旧址提升工程 EPC 总承包
Exhibi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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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装饰分院介绍
Decoration branch introduction

分院简介 Introduction 

负责人：

      邓建平

个人简介：

      高级室内建筑师，现任中深装设计院有限公司装饰装修项

目设计分院负责人、香港朗天公司设计顾问。擅长根据空间的

用途和规格，与客户沟通制定因地制宜的设计方案，倡导空间

运用最大化，在酒店、办公楼、行政单位、商业场所的设计上

把握自如、独具匠心。

主要作品包括：

刘三姐度假山庄室内装饰设计项目

宜州怡景娱乐大楼室内装饰设计项目

中国茶宫二楼办公室室内装饰设计项目

招银国际（深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室室内装饰设计项目

深圳气象局业务大厅办公室精装修设计项目

深圳市市采购中心平台建设设计项目

山西万辉制药厂行政办公楼设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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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部分装饰项目展示
Decoration project display

项目简介：

       刘三姐度假山庄地处风景如画的宜州市刘三姐乡下枧河风景区内，周边环境优雅静谧、依山傍水，旅游交通亦十分便捷。山庄是一所

集餐饮、住宿、宴会、会务、娱乐于一体的多功能现代度假型酒店，被评为五星级酒店。山庄主体建筑楼高三层，因独特的民族设计风格，

而成为区域标识性建筑。内部的装饰设计与外观一脉相承，走进山庄迎宾大厅，特色鲜明、古典雅致的壮族风格迎面而来。

       客房内部将壮族传统装饰元素与现代居住习惯结合，在舒适宜居的基础上，让顾客近距离感受少数民族的美学意趣。山庄还附设大型

宴会餐厅、KTV、浴足按摩健身中心、游泳池、温泉药浴池、中式茶艺室、欧式婚纱摄影区等配套设施，装饰设计风格根据空间用途不同，

展现出视觉多样化、格调衔接统一的设计风格。

刘三姐度假山庄室内装饰设计项目
Decora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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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东久新科技园 2# 综合楼，设计区域包括：一层露台阳台、自助餐厅、会议厅、大堂、服务台等公共区域，

以及 2-4 层客房。

       李朗亚朵酒店提出酒店不仅是住宿休息的空间，还是打开人文、温暖、有趣的生活方式的入口，所以本次的设计方案以“新中产品质”

的概念，打造出富有格调、舒适便捷、温馨人性化的居住空间。

       由于酒店的客户群体主要是新生代年轻商旅，主张“轻客房、轻社交”，设计着重拓展公共区域的功能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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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风格采用暖色系，搭配北欧简约风格的家具和装饰，营造简单舒适、温暖轻松

的氛围，让顾客有宾至如归的感受，有助于减轻压力和疲劳感。

       项目荣获“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广东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奖、深圳市装饰工程金鹏奖”

深圳李朗亚朵酒店装修设计项目
Decoration project

3 部分装饰项目展示
Decoration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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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888 号东海国际中心（一期），设计面积 5150.59 平方米。

       客户作为一家主营国际性资本管理的企业，办公室的设计风格定位于厚重沉稳，以体现严谨、科学的办公文化。采用浅色系装饰材料

搭配深色系办公器材，展现出富有深刻内涵的视觉空间及企业独特的商业气质，将金融行业的特性渗透于整个空间。       

       项目荣获“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广东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奖、深圳市装饰工程金鹏奖”

招银国际（深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室装饰设计项目
Decoration project

3 部分装饰项目展示
Decoration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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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9 栋 10 楼 01-11 房，建筑总面积为 5710 平方米。设计空间包括前台、公共展示厅、

办公区域、会议室、茶歇餐厅等。

       根据客户所属行业，设计风格定位于简约现代，利用光线和装饰品搭配，营造出科技感；运用暖色系烘托出轻松和谐的工作氛围，整

体装饰视觉线条流畅，过渡自然，通透大方。装饰材料尽可能运用绿色环保地板、LED 节能灯具、节水洁具等环保材料，让项目美观便捷

的同时，成为绿色环保办公空间的典范，为客户提供一个舒适、实用、高效的办公环境。           

       项目荣获“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广东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奖、深圳市装饰工程金鹏奖”

深圳市科技生态园 9 栋 B 区室内装修设计项目
Decoration project

3 部分装饰项目展示
Decoration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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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9 栋 10 楼 01-11 房，建筑总面积为 5710 平方米。设计空间包括前台、公共展示厅、

办公区域、会议室、茶歇餐厅等。

       根据客户所属行业，设计风格定位于简约现代，利用光线和装饰品搭配，营造出科技感；运用暖色系烘托出轻松和谐的工作氛围，整

体装饰视觉线条流畅，过渡自然，通透大方。装饰材料尽可能运用绿色环保地板、LED 节能灯具、节水洁具等环保材料，让项目美观便捷

的同时，成为绿色环保办公空间的典范，为客户提供一个舒适、实用、高效的办公环境。           

       项目荣获“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广东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奖、深圳市装饰工程金鹏奖”

云南云投财富商业广场室内装修设计项目
Decoration project

3 部分装饰项目展示
Decoration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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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医疗分院介绍
Introduction of Medical Branch

分院简介 Introduction 

负责人：

      杜树夺

专业职称：

      教授级高工、总工程师

专业履历：

      1. 从事净化行业近 40 年，擅长手术室、ICU、各类高端

实验室的工艺平面规划设计，对国家 GB 规范具有深刻独到

的见解运用。精通多项相关专业的工艺流程，方案设计以及工

程的规划管理，同时具有多年运营指导设计团队的工作经验。

      2. 先后完成的整体工艺布局设计及设备选型项目包括：

各类型手术室、ICU、烧伤病房、生殖中心，静脉配置，透析

中心，检验、病理、供应室等医院的特殊科室、GMP 制药车间、

制剂大楼、ABSL 正负压实验室、生化、理化实验室、药监、

商检、食品实验室、动物实验室等；

项目业绩：

医院类：

1. 港大深圳医院

2. 仲恺人民医院

3. 株洲市中心医院

4. 深圳市宝安区妇幼医院

5. 南充市中医院

6. 沧州市妇幼医院

7. 沧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实验室类：

1. 广州市新机场检验检疫大楼

2. 深圳市宝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大楼

3. 深圳市检验检疫局实验大楼

4. 深圳市慢性病医院动物实验室（实验室）

个人荣誉：

1. 深圳市暖通净化协会授予专家顾问证书

2. 与许仲麟、于玺华、车凤祥等专家同著《现代空气微生物学》

    并列入国家大学教材

3. 撰写动物实验室空调设计论文被《军队动物实验室教材》收录

4. 编制《现代空气微生物技术检测》

5. 编制《中国医院建设指南》第三版

6. 编制《医用洁净装备工程实施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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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威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 NICU 净化装饰设计项目
Medical project display

4 部分医疗项目展示
Medical project display

项目简介：

      项目的设计方案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各项规范规程和招标文件的技术要求。遵循不产尘、不积尘、耐腐蚀、防潮防霉、易清洁和符

合防火标准的总原则。

      其中墙面装饰部分，早产儿区、非感染区、隔离 NICU、传染区、无菌库房、洁净走廊等洁净辅房墙面均采用龙骨 + 石膏板 + 挂

6mm 无机预涂板；机房等辅房墙面采用土建墙 / 龙骨 +12mm 石膏板 + 涂料；更衣室、婴儿洗澡、保洁等湿区辅房墙面采用土建墙 +

防水涂料 + 墙面砖。

       地面装饰部分，早产儿区、非感染区、隔离 NICU、传染区、无菌库房、洁净走廊等洁净辅房地面均采用防滑、防潮、防霉、防菌、

耐腐蚀、易清洁、不易起尘、不易开裂、防静电的进口耐磨型 2mm 厚度 PVC 卷材地板铺贴。机房等辅房地面采用同款型材料铺贴。更衣室、

婴儿洗澡、保洁等湿区辅房墙面采用防水涂料 + 防滑地砖。

       天花装饰部分，早产儿区、非感染区、隔离 NICU、传染区、无菌库房、洁净走廊等洁净辅房吊顶采用钢筋吊顶 +600*600*0.8mm

金属铝扣板，机房、更衣室、婴儿洗澡、保洁等辅房采用同款型材料铺贴。

       所有区域的门体均选用平开门，门体钢板喷塑。



中深装设计院宣传画册

39



中深装设计院宣传画册

40

Medical project display

4 部分医疗项目展示
Medical project display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分院门诊大楼净化工程 PICU 
部分设计项目
项目简介：

       墙体和地面铺贴的材料具有耐磨、耐酸碱、易清洁、防火的特性。

       开放式监护大厅与办公走廊和各监护病房之间的墙面采用半玻璃隔断窗，不锈钢包边，距离地面 900mm，其他墙面采用轻钢龙骨加

硅酸钙板基材，面贴优质钢铝塑复合板。

       地面卷材之间有所拼缝均采用同质专用焊条处理成平整无缝，与墙体均为圆弧链接。

       主入口门为室内一樘光控感应式电动平移门，同时具有光控脚感应电动、手动开启方式，带延时关闭功能，运行速度可作调整并设可

视门铃。病房门采用玻璃自动挡门，具有感应装置，带延时关闭及应急手动开门功能，门体结构能抵挡日常碰撞而不残损变形，且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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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部分医疗项目展示
Medical project display

Medical project display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分院门诊大楼净化工程检验科
设计项目
项目简介：

       墙板、顶棚材料要求易于清洗和消毒、耐摩、光滑防水、不起尘、不开裂，防火等级不低于难燃 B1 级。地面材料要求无缝的防滑耐

腐蚀地面，选用 PVC 材料，铺贴的接缝处用同色焊条焊接并刨平。

       实验室对门具有自动关闭功能，且具有观察窗，带门锁和闭门器，门头上加装工作状态指示灯，标明实验室是否有人工作。墙面设有

密闭观察窗。实验室的墙体与墙体、墙体与地面、墙体与顶棚的交接处均应用圆弧处理，彩钢板拼接处均打密封胶处理，以保证实验室的

气密性。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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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部分医疗项目展示
Medical project display

Medical project display
济南市传染病医院新建手术室设计项目
项目简介：

       工程内容涉及装饰装修、给排水系统、电气系统、通风与空调系统、设备安装等。手术室的墙、顶板材选用 50mm 厚的夹芯彩钢板制造；

圆弧墙角、门、窗框等采用专用氧化铝型材；地面采用防静电型进口耐磨 PVC 卷材；净化通风管道选用镀锌薄钢板制成，贴净化保温效

果好的阻繁型 PEF 发泡塑胶板；高效送风口采用不锈钢框架，冲孔网板采用烤漆铝板。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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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部分医疗项目展示
Medical project display

Medical project display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ICU 净化装饰设计项目
项目简介：

       洁净室墙面、顶板材料采用50mm厚度的夹芯彩钢板、净化专用的氧化铝型材制造。门采用净化密闭门，窗采用铝合金密闭玻璃固定窗。

地面采用环氧树脂自流坪、防静电 PVC 地板以及高级耐磨塑料洁净地板。净化通风管道采用镀锌钢板和喷涂薄钢板制作，并采用 PEF 阻

燃型的保温板做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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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消防分院介绍
Introduction of Fire Branch

分院简介 Introduction 

负责人：

陈俊雄

专业职称：

注册消防工程师

专业履历：

      擅长工业厂房、房地产住宅、商业综合体的消防系统设计，

对国家消防规范具有深刻独到的见解运用，精通施工的工艺流

程、方案设计以及项目质量管理，同时具有多年项目消防验收

经验。先后完成的整体消防系统设计空间包括：各类防火级别

的工厂、住宅、超高层商业综合体、实验室、发电厂、大型体

育馆、石油化工厂、变电所、医院、展览馆等。

项目业绩展示：

工厂类：

1、广东森源蒙玛家具一期消防系统设计工程

2、浙江金华武义碧桂园消防系统设计工程

3、深圳妈湾电厂煤场封闭改造消防系统设计工程

4、深圳市滨海之窗花园小区消防系统改造设计工程

5、深圳大学孟建民院士团队科研办公用房修缮项目消防系统  

     设计工程

6、深圳海境界二期消防系统设计工程

7、揭西县人民医院消防系统设计工程

8、河北邢台皓顺壹号院南区消防系统设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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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部分消防项目展示
Fire project display

Fire project display
深圳电信枢纽机房楼配套装修工程消防系统设计项目
项目简介：       

       深圳电信枢纽机房作为深圳电信最大的机房，是华南地区骨干机房。机房内部装修采用防火构架及材料，消防能力要求必须符合电信

级标准。大楼内部备有多个紧急信道，机房及楼道内安装温度烟雾感应消防系统、防火报警探测头，遇火情时系统自动报警，并启动气体

自动灭火器灭火。

       本次设计项目的主要内容为：搭建给水管道、电力线路。其中给排水消防包含中转、消防泵房以及室内消防管道，消防管道最大管径

DN65，电力设计为 380V/220V 民用低压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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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部分消防项目展示
Fire project display

Fire project display

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山东省邹城市城东科技新城，建筑主体结构形式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体系。主要设计内容是针对建筑室内

进行消防系统设计，并对涉及消防功能的墙面进行增设或改造。

       项目设定为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供水干管构成环状 , 系统的进水管设置为三条，系统管网上设置水泵接合器，并且系统的每个竖向分

区都单独设置报警控制阀。

邹城市交运商务中心消防系统设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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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部分消防项目展示
Fire project display

Fire project display

项目简介：       

       恒昌科技大厦位于前海合作区的核心地段，总用地面积 14950.48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99724.18 平方米，由两栋塔楼对称相望，

总高度为 151m，建筑层数地上 31 层（裙房 6 层）。西座塔楼主要功能为办公楼，东座塔楼主要功能有酒店和办公，裙房为办公、酒店、

文化、商业配套。

       设计项目的主要内容包括设计消防自动报警系统、消防联动控制系统、消防喷淋系统、消防栓系统、广播系统、防排烟系统、各楼层

的所有正压送风和排烟系统、防火卷帘、气体灭火系统、消防设备配电系统等。

       该建筑火灾危险等级为中危险级Ⅱ级，喷水强度设定为 8L/min·㎡，作用面积为 160 ㎡。一～三十一层均采用湿式系统，地下室车库

采用预作用系统。除厨房采用 93℃闭式喷头以外，其余部分均采用 68℃闭式喷头，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采用一个供水分区。 

恒昌科技大厦消防系统设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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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部分消防项目展示
Fire project display

Fire project display

项目简介：

       为响应《深圳市火灾隐患重点地区整治工作指南》要求，保障辖区居民人身财产安全，项目对南湾街道辖区内 13 个社区的七层以下

且未安装消防卷盘的出租屋进行消防系统设计，设计对象包括丹平、丹竹头、吉厦、南岭村、南龙、南新、沙塘布、沙湾、厦村、上李朗、

下李朗、樟树布、宝岭共 13 个社区内约 2685 栋出租屋。

       项目的主要设计内容为室内消防卷盘给水系统。消防水源从出租屋楼栋入户自来水总闸端接入，并新增水表、增压泵、室内消防立管、

消防卷盘、压力表、排气阀等消防配套设施，共计增设消防卷盘约 10750 个。

南湾街道出租屋消防系统设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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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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端医疗健康装饰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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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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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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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园林绿化资质贰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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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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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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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林工程施工资质乙级
白蚁防治企业资质乙级
有害生物防制企业资质证书乙级
环卫作业清洁服务资格乙级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丙级
深圳绿色产业资质认证（工程建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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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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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Chinese Cha Gong, 82 Jingtian Road North, FutianDistrict,Shenzh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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