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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福田区、盐田区路灯整治工程

过程所、声学所新增出线电源项目

茅洲河管理站线路及配电设施改造工程

深圳蔡屋围京基 100 机电安装工程

南湾街道电气线路类综合整治建设工程

中铁港航局澄江仙湖路改扩建项目电气工程

低压配电室改造项目其他电力系统安装采购项目

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项目变配电工程

深圳市龙岗区智慧家园（二期）项目空调工程专业分包

马峦街道城中村“三线”整治工程强电部分

路灯暗区灯光整治工程

深圳巴士集团福田综合场站变压器增容工程

北京小汤山医院配电增容改造工程

龙岗绿智创谷项目格坑工业园供配电系统、室外消防管网及园区环境提升工程（二次）

湖东路节点打通工程电力迁改工程

沙井人民医院总发配电系统搬迁改造工程

观澜河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电力改迁部分

深圳市罗湖区中医院莲塘新院建设工程

北理莫斯科大学建设工程总承包机电分包

坪山街道城中村“三线”整治工程

连云港至盐城铁路站房Ⅱ标段机电安装工程

前海时代项目 6、8 号地块幼儿园主体电力改造工程

水科院土工离心机改造项目电力改造工程

湖东路（大世纪水山缘小区段）节点打通工程 -10KV 电力迁改工程

龙城初级中学校园整治工程配变增容工程

深圳市人民医院发电机、变压器、开关柜更新

北京中医药大学良乡高教园区配电室工程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科研实验室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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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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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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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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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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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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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证书 Award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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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盐田区路灯整治工程

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项目变配电工程

观澜河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电力改迁部分

过程所、声学所新增出线电源项目

深圳市龙岗区智慧家园（二期）项目空调工程专业分包

深圳市罗湖区中医院莲塘新院建设工程

茅洲河管理站线路及配电设施改造工程

马峦街道城中村“三线”整治工程强电部分

北理莫斯科大学建设工程总承包机电分包

深圳蔡屋围京基 100 机电安装工程

路灯暗区灯光整治工程

连云港至盐城铁路站房Ⅱ标段机电安装工程

中铁港航局澄江仙湖路改扩建项目电气工程

北京小汤山医院配电增容改造工程

水科院土工离心机改造项目电力改造工程

湖东路节点打通工程电力迁改工程

龙城初级中学校园整治工程配变增容工程

北京中医药大学良乡高教园区配电室工程

坪山街道城中村“三线”整治工程

南湾街道电气线路类综合整治建设工程

深圳巴士集团福田综合场站变压器增容工程

前海时代项目 6、8 号地块幼儿园主体电力改造工程

低压配电室改造项目其他电力系统安装采购项目

龙岗绿智创谷项目格坑工业园供配电系统、室外消防管

网及园区环境提升工程（二次）

湖东路（大世纪水山缘小区段）节点打通工程 -10KV

电力迁改工程

沙井人民医院总发配电系统搬迁改造工程

深圳市人民医院发电机、变压器、开关柜更新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科研实验室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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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工程内容是针对福田城市规划管理所管辖范围、盐田区城市规划管理所管辖范围内，人行道照明不足、路灯照明设施残旧、路灯及灯

杆损坏、路灯残缺以及无路灯的情况进行建设修缮。

       项目竣工后，不仅为辖区内的民生水平带来大幅提升，也为福田区、盐田区乃至深圳市的市容市貌增光添彩。

福田区、盐田区路灯整治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12

项目荣获“全国优质工程金奖、广东省建筑装饰行业科技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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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成立于 2008 年 6 月 26 日。情报工作是缉毒侦查工作的前提和支撑，是禁毒工作中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

本次变配电工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安装新装变压器、新装高低压开关柜等设备、敷设线路、将园区内原 500KVA 电箱迁移等。项目竣工后，

稳定的电压电力输送为禁毒情报水平和侦查能力提供坚实基础。

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项目变配电工程
Power transmiss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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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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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观澜河是深圳五大河之一，但之前河水遭受污染严重，河边周围环境杂乱破败。自深圳龙华新区成立以来，以观澜河“一河两岸”环

境提升工程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切入点，大力改善观澜河水质、整治河边周围环境，并取得卓越成果，目前观澜河已经成为龙华新区的景

点之一。

       本次电力工程包括：新建电力电缆、冷缩户内、户外电缆终端头、冷缩电缆中间头、户外环网柜、箱变、低压电箱、户外环网柜基础，

以及围栏、设备接地、隔离开关、避雷器、跌落开关涂塑钢管等一整套电力系统。

观澜河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电力改迁部分
Power transmiss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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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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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声学所是从事声学和信息处理技术研究的综合性研究所，特色研究方向包括：水声物理与水声探测技术、环境声学与噪声控制技术、

超声学与声学微机电技术、通信声学和语言语音信息处理技术、声学与数字系统集成技术、高性能网络与网络新媒体技术。

       本项工程的主要施工内容为设立一个分界室，安装 8 台 10KV 高压开关柜；更换 1 台容量 315KVA 的 R1D 电源箱变；更换 1 台容

量 500KV 的 R2 电源箱变；操场箱变更新位移，更换 1 台容量 800KVA 的礼堂箱变；声学所西线管井延长，拉管敷设 1360 米电缆排管。

过程所、声学所新增出线电源项目
Power transmiss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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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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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智慧家园位于龙岗区宝龙科技城核心区，是重点国有产业园。项目占地 3.7 公顷，总建筑面积约 30 万平米，包括近 15 万平米研发

办公区域、2.2 万平米商业配套区域、240 套精装人才公寓和 4 万平米特色轻生产空间。

       此次工程项目的主要内容是对龙岗区智慧家园（二期）进行空调专业施工，包括但不限于铺设管道、安装设备和调试。

深圳市龙岗区智慧家园（二期）项目空调工程专业分包
Power transmiss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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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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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深圳市罗湖区中医院莲塘新院建设工程
Power transmiss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项目简介：

       莲塘新院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坐落在梧桐山下，是罗湖区打造的重点民生工程之一。总用地面积约 2.49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7.35 

万平方米，包括一栋 10 层住院楼、一栋 8 层行政科研楼、一栋门诊楼、地下室二层。工程的主要内容为铺设搭建 10KV 外线。

22



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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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工程项目位于宝安区松岗街道，之前 10kV 专线仅供三座泵站生活用电，专变已报停且 10kV 专线因运行年限已久，老化严重，故障

频发，如需继续运行，

      需对专线进行更换改造，或废除专线并另行申请 10kV 环网市电。

      本次工程内容主要为：

      1、三棵竹抽水站新建室内变配电所一座。新建用户专用环网柜 3 台，变压器 SC(B)11-50kVA，10/0.4kV 一台，低压配电柜 3 台，

新建 10kV 外线电缆 115 米。

       2、白马抽水站新建室内变配电所一座。新建高压公用环网柜 3 台，用户专用环网柜 3 台，变压器 SC(B)11-100kVA，10/0.4kV 一台，

低压配电柜 3 台，新建 10kV 外线电缆 105 米。

       3、五指耙抽水站新建室内变配电所一座。新建高压公用环网柜 3 台，用户专用环网柜 3 台，变压器 SC(B)11-50kVA，10/0.4kV 一

台，低压配电柜 2 台，新建 10kV 外线电缆 85 米。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茅洲河管理站线路及配电设施改造工程
Power transmiss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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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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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新建 10kV 电缆单根总长 6416 米、新建 1kV 电缆单根总长 3383 米、新建配电房 5 座，其中牛角龙新建双层配变电房 1 座，远香

路边新建双层配变电房 1 座，龙兴村新建双层配变电房 1 座，长守村新建双层配变电房 1 座，三河村新建双层配变电房 1 座。

      工程竣工后，不仅为马峦街道城中村居民生活条件带来极大改善，也将当地的市容环境大幅提升。

马峦街道城中村“三线”整治工程强电部分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26

项目荣获“2020 年全国优质工程金奖”



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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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北京理工大学和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合作设立，学校以建设独具特色的世界一流国际

化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为目标，致力于开展精英教育以及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创新活动，为中俄战略合作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质量的

创新人才，提供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校园位于龙岗区大运新城西南部，紧邻龙口水库、神仙岭水库、大运自然公园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占地面积约 33.37 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 29.79 万平方米。

       项目的主要施工内容包括变配电系统工程、强弱电系统工程、消防系统工程、空调通风系统工程等。

北理莫斯科大学建设工程总承包机电分包
Power transmiss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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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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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京基 100，原名京基金融中心，楼高 441.8 米，共 100 层，总建筑面积 602401.75 平方米，是深圳第一高楼、中国内地第五高楼、

全球第十三高楼。针对入驻金融等企业“不间断供电”的需求，该工程分别在高压与低压部分设置了两个独立电站，提供双回路供电解决方案，

向入驻企业不间断地输送电力，不仅充分确保了用户数据与文件、设备等重要资产的安全，更可让客户享受有备无患、时时放心的商务安全。

深圳蔡屋围京基 100 机电安装工程
Power transmiss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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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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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路灯暗区灯光整治工程，是一项惠及深圳千万市民的民生工程，整个工程遍布深圳市南山、福田、罗湖、盐田四个区近六十条道路，

且多条道路属于我市主干道。主要施工内容为新增路灯安装、路灯维护、灯杆灯具的更换及相关配套工程，该工程解决了深圳市部

分道路因夜间照明不足给市民带来的诸多不便以及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工程竣工后获得政府、媒体及广大市民的一致好评。

路灯暗区灯光整治工程
Power transmiss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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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33



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项目的施工对象是位于连云港和盐城之间的赣榆火车站和响水火车站。赣榆站位于连云港市，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管辖的

客运铁路车站，也是青盐铁路在赣榆县境内的枢纽车站；而响水站的建立则结束了响水县无铁路的历史。连盐铁路的建设对加快响水沿海

开发步伐，优化响水产业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项目的主要施工内容是针对车站进行室内装修和电气装配工作。

连云港至盐城铁路站房Ⅱ标段机电安装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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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荣获“2019 年全国优质工程金奖”



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35



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项目属于输变电、电力工程，主要施工内容是安装各类配电柜体约 16 套，各类配电及控制电缆约 60500 米，各类 LED 灯约 764 套。

配合仙湖路的改扩建工程计划，为提升澄江县的旅游城市形象，促进澄江县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基础条件保障。

中铁港航局澄江仙湖路改扩建项目电气工程
Power transmiss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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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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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北京小汤山医院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千年温泉古镇小汤山，是一家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于一体的北京市属三级综合医院，市医

保定点单位、昌平区新农合定点单位、工伤康复机构。2009 年被评定为北京市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单位，2010 年被中华医学会评选为全

国首批健康管理示范基地。

       此次项目的主要施工内容为：总配电室高低压设备及变压器设备更新、高基配电室供应及安装等全部电力工程。由于是与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相关的项目，项目团队从设备进场到完成发电，正常计划十五天的工期，奋战三个昼夜顺利完成。

北京小汤山医院配电增容改造工程
Power transmiss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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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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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是从事水利水电科学研究的公益性研究机构。

       项目位于北京市延庆区，输变电工程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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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科院土工离心机改造项目电力改造工程
Power transmiss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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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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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龙岗区大世纪水山缘小区内，小区具有简洁、明快的国际现代风格，园林绿化环境优美，并配有喷泉雕塑、休闲凉亭、小桥

流水等造型，漫步在其间，宁静、自然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本项目的主要施工内容为拆除原配电房内设备、高压柜等；新增变压器、户内环网柜、户内高压柜、直流屏、低压柜等；配套电缆敷

设、新建电缆井，改造区域路面恢复等。为小区内的居民用电和运行公共设施提供稳定的基础保障。

湖东路节点打通工程电力迁改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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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荣获“2019 年全国优质工程金奖”



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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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龙城初级中学校园，项目的主要施工内容为：拆除原配电房内设备，包括 630KVA 的变压器、户内三单元高压柜等；新增

1600KVA 变压器、户内公用五单元环网柜、户内专用三单元高压柜、直流屏各一台、新增低压柜 7 台；配套电缆敷设、新建电缆井，改

造区域路面恢复等。为广大师生教学生活基础用电提供稳定的环境。

龙城初级中学校园整治工程配变增容工程
Power transmiss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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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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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北京中医药大学始建于 1956 年，是国务院批准最早创办的高等中医药院校，1960 年学校被中央确定为全国重点高校。1996 年入

选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2011 年入选 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017 年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良乡校区是该高校

设立于北京市房山区的一个校区。

       本次工程的主要施工内容为：针对良乡高教园区东院 1# 配电室、西院 11# 配电室的高低压设备进行采购、安装以及后续验收等

北京中医药大学良乡高教园区配电室工程
Power transmiss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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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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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为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消除用电安全隐患，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办事处于 2019 年发起坪山街道城中村“三线”整治工程。项目主

要针对六联社区、和平社区以及坪山社区内，室外存在安全隐患的台架式变压器进行改造，建成配电房式变压器，并新建配套管道，将架

空线改为埋地电缆等。具体施工内容包括：

       新建 10KV 电缆单根总长 5013 米

       新建 1KV 电缆单根总长 5493 米

       新建通信光缆单根总长 3909 米

       新建配电房 4 座、利用闲置电房 1 座、新建箱变 1 座

       其中坪辉路新建单层单配变电房 1 座、国昌路新建单层单配变电房 1 座、福昌小区 2 新建双层双配变电房 1 座、坪山建设路中兴路

交汇处新建单层双配变电房 1 座、彩丽路中兴路交汇处新建箱变 1 座。

坪山街道城中村“三线”整治工程
Power transmiss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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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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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对南湾街道 17 个城中村进行电气线路综合整治，涉及 1712 楼栋，施工内容包含：更新安装总表箱新增带漏电保护装置的开关、安

装室外公共接地体及保护地线、安装楼栋总电位连接端子箱及各楼层分端子箱、更换总表箱引下线并套管保护、更换总表箱至总漏电保护

开关引线并套管保护、更换总漏电保护开关至用户电表箱连接线等。

南湾街道电气线路类综合整治建设工程
Power transmiss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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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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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福田综合场站是集公寓、食堂、车间、营运车辆充电等多功能性的综合场站，为满足正常生产，生活需要，项目的主要施工内容是对

站内变压器进行增容工程建设，包括：高压开关柜（进线柜、计量柜和变压器柜等），SCB13 型干式电力变压器（1000kVA），GCK 型

低压配电柜，高、低压电缆，电缆沟，相应设备、构筑物的防雷与接地，配电房照明、通风，配电房翻新及配套附属设施等。

深圳巴士集团福田综合场站变压器增容工程
Power transmiss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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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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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对幼儿园内的配电系统进行调整，包括 2 号变电房内变压器至低压配电柜母线槽、低压配电柜（含变压器接线方案及低压配电柜方案

深化）至 6、8 号地块幼儿园的电缆、电缆桥架（含沿途经过区域的天花进行拆除和恢复），幼儿园内设置总电箱及各回路接线（原总箱拆除）

等。

前海时代项目 6、8 号地块幼儿园主体电力改造工程
Power transmiss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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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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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项目的施工地点位于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主要施工内容包括：低压柜的采购、安装、调试；低压电缆的采购、敷设；电

缆头制作安装∶配电间配套改造；原有低压柜拆除；原有电缆拆除；发电验收等全部工作内容（所有拆除后的物品由施工方自行处理）。

低压配电室改造项目其他电力系统安装采购项目
Power transmission project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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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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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沙庙路与环坪路交叉路口往西北约 100 米格坑工业园，具体施工内容包括：

1、格坑工业园供配电系统：新增室外箱变、箱式柴油发电机组至各栋单体建筑的电力管线；拆除及改造原有电力管线、电缆井等；新增

8# 宿舍消防安防摄像点位、以及至各栋单体建筑的消防报警管线；改造园区室外摄像，增加室外摄像点位。

2、格坑工业园与龙口工业园园区环境提升：入口大门形象整体改造；增加岗亭、入口标识 LOGO；建设宣传栏、自行车停车棚、垃圾桶、

休闲座椅；大小乔木栽植、灌木栽植、花卉栽植；现状植物补植防护栏杆；建设太阳能路灯。

项目采用施工总承包的方式承建。

龙岗绿智创谷项目格坑工业园供配电系统、室外消防
管网及园区环境提升工程（二次）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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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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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因湖东路大世纪水山缘小区段道路改造，项目的主要施工内容是对涉及范围内的电房设备及电缆进行搬迁，并重新安装 500KW 发电

机、配电柜，重新敷设电力电缆等。

湖东路（大世纪水山缘小区段）节点打通工程 -10KV
电力迁改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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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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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将沙井人民医院总配电楼拆除后，搬迁转移其原负荷的整体输变电装备系统，在新门诊大楼负一层配电房内增设一套发电、配电设备

系统。

沙井人民医院总发配电系统搬迁改造工程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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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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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从保障医院安全生产的角度出发，对医院用电系统设备进行更新，同时规范医院用电，把高压线重新分配，将相对应的低压柜相互联

锁，保证出现一路电源意外停电时，可以实现高压线路之间快速切换，低压柜上都设置发电机接线开关，确保全院安全。

深圳市人民医院发电机、变压器、开关柜更新

2 项目展示
Projec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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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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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项目简介：

       本次工程为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五层（临床 - 转化 - 基础科研实验室）的二次装修，装修区域面积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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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电气工程施工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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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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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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装输变电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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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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 点 世 界 更 精 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