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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木业 
  

协会简介  

子行业： 
 
设计咨询 
建筑材料 
工程建设 
 
智能建筑 
健康建筑 
 

协会简要描述： 

加拿大木业是一家代表加拿大林产工业的全球性非营利组织，并得到了加拿大自

然资源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业厅和林产企业的大力支持。其总部位于

加拿大温哥华，在中国、日本、韩国、印度、英国等国家设有代表处。 

加拿大木业中国代表处设立于上海，作为行业推广机构，加拿大木业致力于传播

合法木材精神、旨在向中国市场推广加拿大木材在建筑及制造领域的应用，促进

中加木材贸易健康发展。 

参考项目： 

•梦加园展示中心 

•西郊宾馆意境园餐厅 

•中加生态示范区 

•砼木结构工法楼展示项目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培训

中心专家公寓 

网址：canadawood.org 员工人数：56 人（中国） 

成立日期：2000 年 办公场所：上海、北京、广

州、武汉 

产品和服务应用场景/客户类型：技术交流、项目咨询、培训辅

导、宣传推广、商务考察、示范项目等各项工作，不断努力提

升中国市场对加拿大木材产品及现代木结构技术的认知，并与

中国市场共同成长。 

联系方式：上海市浦东新区红枫路 425 号，021-50301126 

info@canadawood.cn 

公司实力： 

加拿大木业致力于支持现代木结构技术相关的国际交流，协助制定、更新中国木结构相关技术

规范和标准、图集等技术出版物；为国内木结构项目提供策划、设计、施工、质量控制及维护

等方面的技术支持和现场指导；与相关高校、职业技术学校合作开展相关培训项目，针对相关

行业，举办各种线上、线下培训；参加行业展会，举办专题研讨会和制作宣传手册及技术资

料，通过传统媒体及社交媒体进行宣传；组织开发商、设计师、以及行业相关人士，在国内和

加拿大进行技术及商业项目的考察；会同国内项目开发企业，和行业相关机构，共同设立具有

示范意义的木结构项目。 

 

案列介绍： 

西郊宾馆意境园餐厅：该项目建筑面积 856.64m2，从结构到装饰大量使用了木材。胶合木梁和

2×4 的檩条支撑着六顶树叶形状的屋面，组成了令人惊艳的三角形结构，木骨架由加拿大花旗

松在本地工厂加工制成。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Brock Commons：北美第一栋重型混合木结构高层公寓，共 18 层，高 53

米，该项目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重型混合木结构：底层是带加混凝土核心筒的混凝土裙楼，其

上是 16 层重型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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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T 
  

公司简介  

子行业： 

设计咨询 
智能建筑 
健康建筑 

 

公司简要描述：JET 是一家提供全面服务并专长于概念设计的建筑公司，也是屡

获殊荣的国际建筑和城市设计事务所。JET 将跨学科科技奉为信条，环保的节能

设计是我们设计的重要部分。JET 专门从事健康城市和建筑的设计。例如，孟加

拉国一个生态社区的设计利用了城市设计，以引导通过社区的风的度速变化，从

而增强建筑物的自然通风。创新的设计获得了安大略省建筑师协会的最佳概念

奖。另一个例子是在 M +展馆中，该建筑的设计起到了像漏斗一样的作用，可以

不断从海港舀起新鲜的海风，将新鲜空气带入建筑物内。该设计在国际设计大赛

中获奖。 

参考项目： 

 

网址：www.jetdesign.ca 员工人数：20 人  

成立日期：2010 年 

 

办公场所：多伦多 

产品和服务应用场景/客户类型： 

 与对高度节能设计有兴趣的客户进行合作； 

 与有环保经验及相关致力方向的业内同行进行合作； 

 开发节能科技。 

 联系方式： 

Jeff Leung，总裁，13926219832，jleung@jetdesign.ca 

杨文金，13926219832，myang@jetdesign.ca，398353102@qq.com 
 

公司实力： 

2020 - 入围深圳歌剧院国际竞赛 

2020 - 入围深圳科技馆（新馆）二楼公共大厅展示方案及重大展项设计竞赛 

2018 - 赢得深汕城市设计国际竞赛 

2017 - 以“孟加拉国的 Shobuj Pata 生态社区”赢得安大略省建筑师协会最佳概念奖 

2014 - 赢得香港 M+展亭国际设计竞赛 

 

案例介绍： 

深汕特别合作区概念设计 

“孟加拉国的 Shobuj Pata 生态社区”（安大略省建筑师协会最佳概念奖） 

香港 M+展亭（国际设计竞赛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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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P 科进 
 

 
公司简介 （中文填写即可，请务必控制在一页以内） 

子行业： 
设计咨询 
建筑材料 
工程建设 
智能建筑 
健康建筑 

公司简要描述： 
WSP 是全球首屈一指的专业工程顾问公司，专业服务涵盖交通基建、楼宇建筑、环境、工业、资源开

发（包括矿业、石油和天然气）、能源等领域，并提供项目交付和谘询服务。集团全球员工总数逾

48,000 人，致力应对综合和复杂的挑战，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 

参考项目： 
 北京中信大厦 
 北京丽泽 SOHO 
 上海中心 
 合肥京东方数字医院 

 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 

 深圳中国华润大厦 
 深圳腾讯滨海大厦 
 深圳前海区轨道交通物业开发 
 香港 Victoria Dockside 
 中国铁路客运专线 
 新加坡星耀樟宜 
 新加坡滨海湾金沙度假村 
 韩国松岛新城 

网址： 

www.wsp.com 

员工人数： 

+ 

成立日期： 

1885 

办公场所： 

集团总部: 加拿大蒙特利尔 

亚洲办事处: 北京、上海、成都、深圳、广州、香港、台北、

首尔、新加坡、吉隆坡、曼谷及马尼拉 

产品和服务应用场景/客户类型： 

WSP交付的创新项目建筑能够满足投资者、开发商、业主和租户的各种需求，能

够灵活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及新的工作方式；低能耗和低碳的解决方案可应对气

候变化的挑战；擅长设计以人为本、灵活及智能的解决方案；同时，在保证建筑

质量的情况下，为客户争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联系方式：info.hk@wsp.com  
 

公司实力：

自 世纪 年代初以来一直活跃于亚洲市场，并参与了区内诸多交通基建及楼宇建筑项目。我们在亚洲聘有

超过 名专业人才，强大的团队融合了本地专业知识与技术，兼具集团全球网络的优势，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工程

顾问服务。我们的专业服务亦涵盖医疗设施、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工业、数据中心及建筑信息模拟 等领域。通

过 推出的「 」计划，让我们更清晰地展望未来、未雨绸缪，为世界各地客户设计出生命周期成本低

且灵活的项目。我们各类技术专家包括工程师、顾问、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建筑师、规划师、测量师、环境专

家，以及其他工程设计、项目管理与施工管理专业人员，拥有丰富经验，且具国际视野，再配合 及领先数码

科技服务，让我们以前瞻性的想法，与客户携手创造既能满足今时今日的需求，又能应对未来的设计方案。

案例介绍：

上海西岸国际人工智能中心 提供智能咨

询、机电服务和垂直运输顾问服务，将不同的系

统数字化，并绑定在单一的物联网 上，使用

创建 可视化界面进行管理，并通过手机

应用程序访问实时信息。

重庆来福士广场 提供机电及垂直运输系统

顾问服务，并引入先进区域供冷和节能系统，

以优化能源效率。项目采用最先进的智能技

术，使之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综合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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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节能产品公司 
  

公司简介  

子行业： 

智能建筑 

健康建筑 

公司简要描述：加拿大节能产品公司（ESP）生产 Hi-Velocity（加拿大 HV）品

牌的生态康养空调产品。重庆森钛科技有限公司是加拿大 ESP公司在中国的运营

中心，主要在全中国区域代理经营加拿大 ESP 公司生产的产品。 

参考项目： 
希拉里克林顿华盛顿

住宅  
麦当娜英国住宅  
北京碧海方舟  
重庆紫檀庄园  
昆明 1903  

深圳华润润府 

网址： 

加拿大官网：www.hi-velocity.com 

中国区官网：www.hi-velocity.com.cn 

员工人数： 

 

成立日期：1983 年 办公场所：重庆 

产品和服务应用场景/客户类型： 

该产品应用于豪宅和高端住宅领域。为室内居住提供无风感、无噪音的

冷暖空调，同时将温度、湿度、空气新鲜度、含氧量、洁净度、气流组

织全方位的调节到恒温、恒湿、恒氧、无死角通风、无噪声、灭菌、除

尘、除甲醛的符合国际健康住宅居住标准的养生环境，是真正意义的健

康疗养型洁净舒适空调。 

 联系方式：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棕榈泉国际中心 B603 

HV 中国区总顾问：陈川，13983013057 

HV 中国运营中心：023-63084123 
 
公司实力： 

加拿大节能产品公司（Energy Saving Products ltd.）是一家位于埃德蒙顿的绿色建筑领域的高科技

公司，生产空调、除湿、加湿、空气净化新风一体化设备。是加拿大生态康养空调领域的研发领军

企业。所生产的系统设备主要销往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中国等地的高端人群以及专业

机构。中国运营中心自 2018 年以来，已经在全国 50 多个城市建立了销售和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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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康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子行业： 

健康建筑 

公司简要描述： 

ORKAN（欧康）全称 INDUSTRIE ORKAN INC.（在加拿大又名 EPURAIR），创

立于 1996 年，是一家加拿大著名的军用、医用空气净化消毒产品提供商。公司产

品涉及军用、医用、核级 HEPA 滤芯生产，医用空气净化消毒产品、医疗器械产

品的研发和制造。成立 ORKAN 之初旨在帮助美军在发生核爆炸时，防止核辐射

粒子扩散进室内或者装备内造成人员伤亡，主要应用于核试验室、宇宙空间站、

核潜艇、坦克车等。在医疗方面，可快速有效地将医院病房转换为符合 CDC 标准

的负压或正压洁净隔离室等。二十多年来，ORKAN 已向全世界提供数以千万计

安全、可靠和易于使用的室内环境空气净化消毒系列产品，营销网络遍布北美

洲、亚洲、欧洲、中东和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份额逐年稳步增长。 

参考项目： 

中节能绿建公司空气净化 

上海 K11 购物中心新风净化 

成都宋庆龄幼儿园新风净化 

香格里拉西安店新风净化 

武汉月湖琴声 D 区新风净化 

山东齐鲁医院新风净化消毒 

郑州市人民医院新风净化消毒 

网址： 
www.orkan.com.cn 

员工人数： 
50 

成立日期： 

1996 年 

办公场所： 

上海，武汉，黄石 

产品和服务应用场景/客户类型： 

新风机、空气净化器、空气净化消毒机、口罩、核酸快检亭等 

/商业、民用、医用终端客户，经销商 

联系方式： 

刘浩，亚太区副总裁，16602126172，liuhao@orkan.com.cn 

聂煜臻，亚洲中心执行董事，13538071913，
nieyuzhen@orkan.com.cn 

 
公司实力： 

集前期现场勘查、解决方案实施、空气质量监控和售后服务于一体的全套解决方案提供商，销

售网络及工程项目覆盖中国超过 15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口罩通过 EN149（民用个人防护

PPE）和 EN14683（医用）资质认证，可出口至欧盟地区。 
 

案列介绍： 

盐城正大医院烧伤科手术室改造：一间千级和一间万级手术室于 2004 年投入使用，由于年久

失修急需对空气净化系统进行改造。ORKAN 团队从签订合同开始到竣工验收（第三方检测合

格）只花了 12 天，及时和成功的改造为医院减少了暂停营业的损失，解除了安全隐患。 
 

沈阳医学院北校区新风净化新建：采用吊顶新风机和全热交换器，实现室内空间全覆盖。智能

控制系统可根据空气污染程度实时自动调节风量，维持室内空气高洁净度，并有效减少了能量

的损耗。既保护师生免受污染空气的危害，又满足精密试验的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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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凯顿国际公司 

  

公司简介  

子行业： 
设计咨询 
建筑材料 
工程建设 
 
智能建筑 
健康建筑 
 
 

公司简要描述：加拿大凯顿国际公司成立于 1973 年，总部设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市，公司专注于混凝土智能防水材料制造及方案的研发，是水泥基渗透结晶防水

外加剂的发明者和领军者。经过了 40 多年的历程中，我们已经在全球 50 余个国

家拥有 10,000 多个成功案例，包括众多地标性建筑。 

无论您是工程师、设计师、开发商还是总包单位，凯顿公司都能帮您解决最棘手

的混凝土防水问题，为您提供创新的、专业的、经过时间验证有效的解决方案，

此外我们还为您提供行业内独一无二的客户服务和技术支持体系。凯顿公司完善

的混凝土防水系列方案能显著降低人工费、节约成本和缩短工期，帮助您实现创

新的设计方案。 

凯顿公司的 Krystol®科技系列防水产品包括：外加剂系统、表面涂刷系统、裂缝

修补系统、修复和保护系统以及防水密封剂等等。 

参考项目： 

 

网址：www.kryton.com 

www.krytonchina.com 

员工人数：200 人 

 

成立日期：1973 年 办公场所：北京 

产品和服务应用场景/客户类型： 

工程师、设计师、开发商、总包单位等 

 联系方式：北京市通州区万达广场 B 座 1012 室 

info@krytonchina.com，010-81532631 
 
公司实力：公司在全球拥有三个生产基地，及北美大型混凝土实验室。在混凝土修复及耐久性

材料领域拥有众多专利。公司多项产品在世界混凝土大会（World Concrete）获得大奖。 

 

案列介绍： 

1. 新加坡金沙酒店 

2. 迪拜棕榈岛和亚特兰蒂斯酒店 

3. 美国哈德逊广场 

4. 中国三峡大坝 

5. 中国天津中加生态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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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普瑞玛  
 

公司简介  

子行业： 
设计咨询 
建筑材料 
工程建设 
 
智能建筑 
健康建筑 
 

公司简要描述：索普瑞玛，1908 年成立于法国斯特拉斯堡，提供了一整套完

整的建筑防水、建筑围护解决方案。索普瑞玛加拿大于 1978 年在魁北克建

立，此后将业务拓展至美国、中国、中东、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巴西。成为

了一家专业生产防水、保温、隔声、地坪和建筑围护系统产品的国际制造

商。产品主要应用于地下空间、屋面、停车场、建筑外立面、路桥和水利工

程领域。自 2004 年在中国成立分公司，经过十余年发展，我们已设立多个办

事处，并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索普瑞玛（中国）建材有限公司是索普瑞玛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一期工厂生

产 PVC 及 TPO 防水卷材，于 2017 年正式投产。 

参考项目： 

鸟巢国家体育场、中央

电视台新台址、上海自

然博物馆、上海迪士尼

乐园、阿里巴巴、特斯

拉上海超级工厂，上海

国际舞蹈中心、青岛海

湾大桥、首都机场、新

郑机场、青岛机场、北

京奔驰厂房、沈阳宝马

厂房、恒大汽车 

网址：https://soprema.cn/ 

https://mp.weixin.qq.com/s/fA8eMpZVF3a
uNnfcE8JlVw  

员工人数： 

60 人 

成立日期：1908 年 办公场所：上海，常州  

产品和服务应用场景/客户类型： 

防水、保温、隔声、市政工程，地坪和建筑围护 

联系方式：400-033-1908 ，021-62521882 

Info@soprema.com.cn 
 
公司实力： 

2019年集团营业收入达 3,08 亿欧元。全球员工数 8424人。超过 90家子公司。超过 4000家经销

商。有 73 家生产基地，包含防水、保温、排演设备、胶粘剂、回收等工厂。年产卷材 1 亿平方

米，销往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8 个国家开设了 22 个培训中心。拥有专利数 70 项，18 家研

发中心。 

案列介绍： 

武汉雷神山医院 

2020 年 1 月 28 日，下午 1 时，经武汉经销商获悉，雷神山项目亟需一批防水卷材。 

2020 年 1 月 29 日，下午 1 时，24 小时奋战，约 11 吨价值 50 万人民币的 PVC 防水卷材从索普

瑞玛常州工厂发出。 

2020 年 1 月 30 日，上午 11 时，捐赠的材料抵达施工现场。2 月 21 日，雷神山医院完工。 

 

阿里巴巴 9号馆，屋面漏水，2019 年经索普瑞玛使用仿金属卷材 SILVER ART 进行维修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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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木涂料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子行业： 

 
建筑材料 
工程建设 
健康建筑 

 

公司简要描述： 

WoodPlusTM 涂料集团公司为加拿大涂料制造商，在环保、低碳排、低 VOC（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涂料及创新与应用技术领域处于行业的领先位置。通过紧密互

信的伙伴，我们在世界各地销售优质产品，提供解决方案与服务系统，包括对木

材及户外木结构及装饰材料提供防水处理及耐晒保护。我们拥有优异的性价比，

是杰出的耐用及可持续解决方案。 

在东亚及东南亚我们的紧密伙伴是位于香港的东伟中国有限公司。 

 

参考项目： 

在大中华地区有众多的著名

项目。包括有位於上海的梦

加园（加拿大木叶协会中国

总部大楼；示范项目），位

於常州江苏职教园的专家楼

（加拿大木叶协会净零能耗

示范项目）；位於香港的两

栋香港终审法院大楼（保育

项目）及香港原终审法院大

楼（保育项目），位於香港

的旧大埔警署（保育项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获奖项

目）。 
 

网址：
www.woodpluscoatings.com 

员工人数：19 

 

成立日期：2002 年 

 

办公场所：多伦多，香港 

产品和服务应用场景/客户类型： 

近零 VOC 涂料、木材及混凝土清洁剂、防火涂料、高性能水

性环保涂料 

联系方式： 

曹建德，亚洲区代表 

15546892868，kintak.cho@ogel.com.hk 

 
公司实力： 

专业的户外及室内应用的高质量和低 VOC 涂料及木用涂料涂装产品，这是加拿大的领先制造

商，创新与应用技术解决 方案 及服务供应商。 

WoodPlusTM加木涂料的优势： 

 极低的 VOC 含量（近零 VOC 产品） – 没有有机溶剂 

 最先进的紫外线防护技术 

 容易使用与维护 

 非常 耐用 及可持续性，优异的性价比， 很低的综合成本 

 严格的产品测试以达致最优化的性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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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洁安技术公司 
  

公司简介  

子行业： 

工程建设 
健康建筑 

 

公司简要描述：一家拥有 40 年以上紫外技术背景的科技型企业，专注于市政、

工业及民用领域的水处理消毒及微污染物降解解决方案的加拿大企业。 

参考项目： 

1. 万豪酒店饮用水消毒 

2. 广州保利南沙半岛项目 

3. 南京江宁水务 

4. 广州南沙富立鸿 1 期 

5. 广州南沙富立鸿 2 期 

网址： 
www.trojantechnologies.com 

员工人数：700 人 

 

成立日期：1977 年 

 

办公场所：加拿大（伦敦） 

中国（上海、北京） 

产品和服务应用场景/客户类型： 

紫外消毒及微污染物降解产品及方案供应商，涉猎市政、工

业、民用 

 联系方式：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 号 1 座 2 楼 

021-22879200 
 
公司实力：特洁安技术隶属于丹纳赫集团，丹纳赫是全球科学和技术的创新者，致力于帮助我

们的客户在全球各地应对复杂的挑战和改善生活品质。 

特洁安技术成立于 1977 年，公司一直致力于紫外线技术在水消毒及深度氧化处理领域的创新和

推广工作。目前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拥有超过 8500 个市政紫外应用工程业绩，是全球广泛应用

的紫外消毒设备供应商，其在六大洲拥有超过 10,000 个市政紫外系统安装现场，处理量超过 1
亿吨／天。 

案例介绍：万豪酒店 3 台并联 SHF-140（单台最大处理量 28t/h，40MJ/cm2）；粤海水务南沙小

区楼盘 2 台并联 SHF-140。 

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和运行分析，结合酒店和二供消毒系统运行情况，达到了最初所设定的所有

目标：1.做到无人值守；2.出水菌落总数远小于 100CFU；3. 无需补充氯消毒；4. 水质口感更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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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保自控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子行业： 

设计咨询 
智能建筑 
健康建筑 

 

公司简要描述： 

Reliable Controls®（加拿大瑞保自控有限公司）在楼宇自动化系统（BAS）行

业拥有长期、满意和忠诚的客户。通过提供简单、灵活、可持续的控制，使世界

各地商业建筑的舒适性、效率和温室气体减排达到了平衡。 

我们的产品使用简单，易于配置或定制。 

我们的控制器可以使用标准拓扑自由编程，可联网；并设计了具有通用的输入和

输出，提供前所未有的应用灵活性。 

我们的企业理念——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反映在我们的客户享有较长的使

用寿命、减少对环境影响和极好的投资回报率。 

通过我们的行动、我们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我们赢得了在楼宇自动化系统

（BAS）行业拥有最满意客户的声誉和品牌认可。 

参考项目：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 

中国烟草专卖局 

北京银河财智中心 

中石油长庆油田 

四海唐人街商业综合体 

网址：www.reliablecontrols.com 员工人数：200 人 

成立日期：1986 年 办公场所：上海代表处 

产品和服务应用场景/客户类型： 

暖通 安全 照明 电信 工厂 汽车 信息安全 其他          

联系方式： 

宋礽栋，中国区域销售经理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 567 号森本大楼 403 室 

电话：021-22876763   电邮: asong@reliablecontrols.com 
 
公司实力： 

分布在 45 个国家的 230 家经销商，每年销售超过 72000 个控制器，价值超过 3.54 亿美元，连

接超过 154 万个硬接线设备。 

 

案列介绍： 

四海唐人街项目集街区式商业、集中型商业、地铁商业、写字楼、服务式公寓、精品酒店为一

体的城市文旅商业综合体，总建筑面积 19万平方米。 

设计和安装于四海唐人街的瑞保自控MACH楼宇自控系统，通过监测室内空气参数，实现最佳的

舒适性；通过暖通空调和照明系统的控制策略，实现节能运行。 

商业综合体内的全系列 B-BC 楼宇控制器通过 BACnet-IP和 MS/TP网络被非常方便地连接起来，

完成 I/O 采集和程序控制。RC-Archive 和 RC-Reporter 完美配合，为设备管理人员和商户提供

精确的能耗报告。高级工作站软件 RC-Studio 为最终用户提供简单易懂的图形操作界面。 

瑞保自控 MACH-SYSTEM 集成 EnOcean 无线、BACnet、Modbus 等多种国际标准协议，灵活性和可

靠性获得客户一致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