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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脚手架起源于欧美，随着近几年来国内人工成本升高以及安全意识与管控的提

升，越来越多的客户开始选择铝合金脚手架产品。 

但国内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是，在没有任何国家标准和规范的情况下，市面上充斥着各

种鱼龙混杂的山寨品、仿制品，如何选用正确的产品，确保绝对安全及保证产品的质量

和耐用性、高效性，是每个客户都应该慎重抉择的。 

按照欧盟 EN1004 标准，超过 12 米高的移动式铝合金脚手架都具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欧盟 EN1004 标准要求，对于超过 12 米高度的移动式工作平台，都必须要有专业的公

司及工程师签发设计文件，对产品的安全、使用终身负责。 

本案例重点介绍针对 20 米高度以上移动式铝合金脚手架产品，20 米高度以上产品的

设计及搭建除要满足安全性外，还必须要考虑到移交客户后，使用者一般都是非专业的

登高作业人士，产品设计必须保证其能安全、高效的作业。 

因此设计产品方案时必须要考虑到以下因素： 

1）非专业人士可以经简单培训后能够顺

利的进行 20 米高产品的搭建、安全操作； 

2）减少非专业人士对 20 米高度以塔架晃

动的高空恐惧，这一点非常重要！ 

3）保证 2-3 人能够轻松移动塔架； 

4）20 米以上的移动式铝合金平台造价都

很昂贵，产品至少要保证使用 20 年以上

的使用年限。 

40 多年来，英司腾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卓

越的工程经验，您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英

司腾在全球各市场的使用情况，尤其在欧

洲，深受广大企业主、物业管理者、建筑

承包商、设备租赁商等客户的青睐！  

本案仅精选了近 2 年在珠三角地区完成的 20 米以上的可移动式铝合金塔架工程案例，

作为铝合金脚手架类产品的生产聚集地，客户均会组队考察各个不同厂家的产品与服

务，英司腾产品以绝对的优势赢得例如保利地产、恒大地产、万达等公司的信任和支持， 

我们希望这些实实在在的优质客户及案例展示能在您选购产品和服务时，给与您更大的

理解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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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总部大楼 广州-南航-全球总部大楼 

  

 

华为·东莞松山湖总部基地 华为-全球研发新总部、终端总部基地 

华为松山湖基地占地面积 1900 亩，总建筑面约

126.7 万平方米，总投资 100 亿元。建成后将有

3 万研发人员聚集于此。 

自 2016 年 6 月起至今，英司腾产品广泛助力各

个施工单位的项目建设。 

设计高度：26 米工作高度  时间：2018 年 4 月 

产品型号：英司腾 SPAN400-D 非焊接塔架 

质 保 期：整架质保 5 年 

 

 

 

 

 

 

 

 

 

 

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的南航大厦，是中国南方航空

集团的新总部大楼。大厦 37 层高，总建筑面积

约 18 万平方米，主楼高度约 150 米。 

购买单位：南方航空  时间：2018 年 6 月 

设计高度：24 米工作高度 

产品型号：英司腾 SPAN400-D 非焊接塔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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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地产·三亚国际财经论坛永久会址  五星级酒店、会议中心 

 位于三亚海棠湾，包括国际会议中心、展览中心、

五星级酒店及延伸服务区，项目主楼高度超过 200

米，是三亚市第一高楼。 

购买单位：保利地产 

设计高度：28 米平台高度（左图搭建 24 米） 

产品型号：英司腾 SPAN400-D 非焊接塔架 

质 保 期：整架质保 5 年 

 

恒大地产·江门恒大泉都  星级酒店、度假中心 

恒大泉都是全球首席温泉度假城，位于广东江

门，规划用地近万亩，10 万㎡国际级航母配套，

荟萃 8 大风情温泉馆、13 大国际风情酒店等高

端设施。 

购买单位：恒大地产广东公司 

设计高度：18 米平台高度（右图搭建 12 米） 

产品型号：英司腾 SPAN500-D 非焊接塔架 

质 保 期：整架质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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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体育管理局  运动场馆 

 山西体育中心占地 1238 亩，包括 60000 座的主体

育场、8000 座的主体育馆、3000 座的游泳跳水馆、

1500 座的自行车馆和综合训练馆等。 

购买单位：山西省体育局 

设计高度：18 米平台高度 

产品型号：英司腾 SPAN400-D 非焊接塔架 

质 保 期：整架质保 5 年 

 

 

东莞市会议大厦 会议大厦、会议中心、剧院 

东莞会议大厦位于市中心广场东侧，占地面积

3.17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4.43 万平方米，是一

座多功能的综合性大厦。大厦内设 1200 座位的

主会场、456 座位的报告厅和 35 个小型会议厅。 

施工地点：东莞市会议大厦 

设计高度：26 米（右），18 米（左） 

产品型号：英司腾 SPAN500-D 非焊接塔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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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近 2年完成 18-30 米工程的知名大客户还包括： 

1.北京乐多港万豪酒店（20 米高）     2.广州摩登大道总部大楼（19 米高） 

3.深圳佐阾虹湾购物中心（24 米高）   4.西藏林芝恒大庄园酒店（20 米高） 

5.恒大清远银湖城运动心（18 米高）   6.云南机场集团西双版纳国际机场（20 米高） 

7.云南省丽江市梨园水电站（18 米高） 7.…… 

天津仁恒海河广场  综合购物中心 

 

 

 

 

仁恒海河广场位于天津市南开区东马

路水阁南地块，总用地面积 9.5 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愈 52 万平方米，目前

进驻商家有知名的乐天百货。 

购买单位：仁恒发展（天津）有限公司 

设计高度：22 米平台高度 

产品型号：英司腾 SPAN400-D 非焊

接塔架，要求可组合成双塔结构，悬臂

结构、电梯上使用等多种异型形式 

质 保 期：整架质保 5 年 

仁恒广场的各种搭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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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超高移动铝合金脚手架系统工程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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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对 英司腾 产品的信任与支持！ 

目前我公司是全球排名前三的物业管理公司的合格优质供应商，它们是： 

 第一太平戴维斯 

     

 
代表项目：上海金融街静安中心 

      上海静安区较少的综合体项目之一 

产品：英司腾 SPAN400-D 非焊接铝合金脚手架，16 米高度 

 仲量联行 

     

 

代表项目：深圳平安金融中心， 

      华南第一，全国第三高楼 

产品：英司腾 SPAN400-D 非焊接铝合金脚手架，14 米高度 

 世邦魏理仕 

      

 

代表项目：广州南航总部大楼，中国南方航空集团的总部大楼 

产品：英司腾 SPAN400-D 非焊接铝合金脚手架，24 米高度 

另有，广州摩登大道项目（19 米高度） 

国内知名物业管理公司的客户是： 

 华润-万象城  

代表项目：1）郑州万象城，SPAN400 非焊接产品，17 米高 

          2）南宁万象城，SPAN400 跨度 13.2 米桥架产品 

          3）合肥万象城，SPAN400 跨度 17 米桥架产品 

 恒大地产  

代表项目：1）东莞恒大御景，14 米高铝合金作业平台 

      2）江门恩平恒大泉都，18 米高铝合金脚手架 

      3）西藏林芝恒大酒店，14 米高铝合金脚手架 

        。。。。。。 

 保利地产  

代表项目：三亚财经国际论坛永久会址，三亚市第一高楼 

产品：英司腾 SPAN400-D 非焊接铝合金脚手架，30 米高   

 新加坡-仁恒置业  

代表项目：1）天津仁恒海河广场 ，SPAN400 非焊接产品，22
米高 

          2）上海仁恒物业有限公司，SPAN400 产品，8 米高 

产品：英司腾 SPAN400-D 非焊接铝合金脚手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