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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强

现任： 
江苏泰润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宁波集郡集装箱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08年至今荣获专利40余项

主导模块化项目：
阿里巴巴总部模块化艺术项目；
扬子巴斯夫综合办公模块建筑；
内蒙古玉龙沙湖酒店（2015年度中国TOP十
大特色酒店之一）；
模块化商业项目：
—东莞盒汇商业街；
—河北利安驾培中心综合智能模块建筑；
—南极维多利亚科考站；
—宁波港集装箱艺术展；
—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深圳伯克利大学智慧模

块建筑营地等。

预制
建筑

网



2019年4月18日　第一届国际集成化房屋（建筑）

             技术及应用研讨会暨精品展会

模块化建筑
&新技术新材料的探索与实践

江苏泰润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宁波集郡集装箱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 强

江苏泰润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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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建筑行业分析

Tercel公司概述及产品介绍

新技术新材料探索

模块化建筑行业展望

今今天天的的议议题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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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模块化建筑行业分析

4江苏泰润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建筑行业也得到了较为

快速的发展。同时,经济发展速度的提升也无形中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

也促使我国建筑领域进一步提升了建筑设计水平与设计理念,并逐步将便捷

化和模块化的设计思路应用于建筑之中,装配式模块化即是建筑领域中异军

突起的新型代表性建筑。

        在探索装配式模块化建筑的路上，如何打破传统思维的束缚？如

何突破钢筋水泥的禁锢？

        
解决这些疑问，引用新

技术新材料便是我们需

要突破的一个重要壁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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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cel公司概述及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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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江苏泰润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Tercel）成立于2012年9月，注册资本1.6
亿元，地处江苏省泰兴虹桥工业园区，毗
邻长江黄金要道，旗下设有宁波、兰州两
处研发及生产基地，是一家专业从事特种
集装箱、近海集装箱、集装箱建筑模块的
设计开发和生产制作的集装箱企业。
        公司在“联动海陆、诚信天下、

创新服务、引领行业”的企业宗旨和“臻
于至善、泰然润之”的企业精神引领下，
依靠高效率、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将产品
成功打入欧洲、美洲、澳洲、非洲、亚洲
等市场，并顺利成为中国船舶电站设备有
限公司及上海沪东中华造船集团等多家单
位的定点集装箱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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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cel公司概述及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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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模块化建筑

预制
建筑

网



Tercel公司概述及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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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模块化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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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cel公司概述及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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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龙沙湖酒店模块化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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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办公一体化模块建筑

Tercel公司概述及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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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健身房

Tercel公司概述及产品介绍

无人智能售货亭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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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cel公司概述及产品介绍

天时：模块化建筑行业正在崛起；
地利：公司毗邻长江黄金要道，运输便利；
人和：拥有专业的装模块化建筑设计、       

制造、售后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专业
的综合解决方案；

“天时地利人和”的大环境
下，泰润必将成为模块化建
筑制造商中的翘楚，专注新
技术新材料的研制开发，为
客户提供高品质产品及专业
的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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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新材料的探索

        江苏海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始创建于1982年，地处
长江三角洲的核心腹地，素有
“锁航要塞”、“忠义之邦”
美誉的江苏省江阴市，主要从
事船舶、海洋工程、生活模块
等耐火舱室系统、陆用装配式
装修材料的设计、生产、销
售、安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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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新材料的探索
系统卫浴

化零为整 革新卫浴行业

禧屋系统卫浴，装配式建筑部品。防水盘、壁板
、顶板在工厂预制生生产，现场干法施工，整个
卫生间搭建不以现有墙体为依托，通过结构件可
靠连接方式搭建稳固、独立的六面体防水结构，
实现工业化生产和安装，提高效率，质量稳定如
一，舒适耐用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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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新材料的探索

两提两减

提高效率
禧屋系统卫浴天花、壁板、防水盘全部由工

厂精细化生 产，现场采用干法装配式施工工艺

，无需做防水，4小时 即可装配完成。

提升质量

解决手工作业质量不稳定的问题，工厂化生

产质量稳定如 一。

减少对人工的依赖

大幅减少对人工的依赖，降低人工成本。

减少环境污染

工厂预制，现场干法施工节约资源同时减少

建筑垃圾，  搭建全程无噪音、粉尘等污染。

操作简 安装快 效率高

操作简

积木拼装，干法施工，当天安装当天使用。

安装快

2个工人，最快4小时，一整套卫生间，安装完毕！

“搭积木式”规范组装，  4小时即装即享

禧屋系统卫浴，配件全部工厂预制，现场采用规范 化
高效组装，最快4小时，即可完成整套卫生间安 装。

快捷高效，省却烦恼，让您舒适体验即装即享的无 忧
生活。

极速安装

Water  pipe 
&  wire

installation  1 
Day

First layer of
Se

cond layer of  water-proof paint  
water-proof paint  2 Days  2 

Days

Water-proof  
test
2 Days

Tiling  2 
Days

Pointing  1 
Day

Drying  3 
Days

Ceiling Accessories  
installation  installation

1 Day

1 Day

Waterproof  
protective layer  1 

Day

Traditional  
Bathroom

System  
Bathroom

/ 16 Days

/ 4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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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新材料的探索
航空材料-SMC

欧典米黄-SMC
Europe Batticino-SMC

经典黄橡-SMC
Classic Yellow Oak-SMC

爵士白-SMC
Elegant white-SMC

东方白格-SMC
White Square-SMC

雪罗纱-SMC
Snow Silk-SMC

田园白橡-SMC
White Oak-SMC

几何疏影-SMC
Geometrical Shadow-SMC

樱桃木-SMC
Cherry-SMC

星云玉点-SMC
Nebula Jade-SMC

原野秋叶-SMC
Custumn Leaves-SMC

WALL PANEL

壁板-SMC

FLOOR PAN-SMC

底盘-SMCSMC材料常用于飞机内舱、动车内壁。 SMC，刚柔并济，既

有钢铁的强度，又兼具钢铁所缺的柔性、 轻质和温润触感，使

用寿命长，且安全绝缘。 SMC应用于禧屋系统卫浴防水底盘

、壁板、天花。

皓月黄（石纹）
Light Brown  (Stone Texture)

轻奶咖（石纹）
Latte (Stone Texture)

皓月黄（马赛克）
Light Brown (Masaic)

丝缎灰（马赛克）
Silk Gray (Masaic)

玄墨黑（马赛克）
Black (Masaic)玉石白（马赛克）

Light Brown (Mas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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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新材料的探索
墙者更强-高端仿真材料VCM

禧屋彩钢双面彩钢系列，防水盘、双面壁板（含外隔墙）、顶板采取现代化工厂标准化
生产，现场干法施工，结构拼装；以系统思维，构建浴室内部完美系统以及与外墙一体
衔接，省心、高效、美观。

禧屋双面彩钢（含外隔墙）系列，与土建墙，顶与地完美衔接，

节省传统卫生间2-3面卫生间隔墙作业。避免传统隔墙湿法作业

，工序繁多，化繁为简，减少施工环节，节省成本。

墙者更强

高端质感，表面处理（如：木纹、大理石、布料等）更趋真实感的材质

完美呈现。通过专业设计团队的实际混搭，赋予更多的创意与可应用性

，打破传统板材使用的局限性。

风格多样

隔音 无空洞感

禧屋双面彩钢（含外隔墙）系列，岩棉夹心层设计，卫生间内外墙更厚实、无空洞感，隔音，让

您静享沐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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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建筑行业展望

       以中央文件精神

为指导，洞察市场需求
，想客户之所想，解市
场之所需，与同行业厂
家互相学习交流及沟通
，取长补短，协作共赢
发展！

        模块化建筑行

业必将成为未来建筑的
大趋势，将新技术新材
料与之融合，做为急先
锋引领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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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cel

              专注专业
       持续发展
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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