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应链
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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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诚为您服务

我司成立于 2005 年，通过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和新加坡以
及越南的事务所提供市场拓展和承包制造服务。我们经验丰
富的亚洲区高管与澳洲客户经理携手合作，旨在帮助客户达
成目标。

✓✓ 直接联系亚洲供应商和分销商
✓✓ 在进出口关税、海关监管以及定价方面提供全方位指导
✓✓ 丰富的资历以及成熟的设计和物流能力
✓✓ 质量管理措施包括生产前抽样以及生产期间监控

我们的职责

通过结构化市场拓展计划、战略外包与承包制造以及安全的
全面质检，提升亚洲地区创新型中小型企业 (SME) 的出口销
量。采用✓Dominion✓House✓的项目管理采购和分销解决方案
进行进出口，提供面向亚洲的供应链管理服务。我们在悉尼、
新加坡、上海和胡志明市竭诚为您服务。

请联系我们，共同探讨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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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拓展与分销

掌握当地情况并就地开展业务对于建立分销网络至关重要。
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我们可根据您的产品寻找符合条件的
合适分销商，并咨询我们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协调安排产
品安全测试和分类，保证符合监管规定，并根据需要提供高
效的仓储与配送解决方案和各种市场营销支持服务。

工业+亚洲 2018 

在 2014 年，中国已有 17,406 家建筑和设计公司，拥有 330,028 
名建筑师和设计师。在中国举行的大型贸易博览会吸引了 
30,000 – 60,000 名寻求新颖创意和优质产品的中国和东南
亚专业人士。✓Dominion House 通过工业+亚洲向中国和东南
亚的建筑师、开发者和建筑专业人士推介创新的澳大利亚产
品。

总经理 Jeremy Barnett 介绍说：“我们的客户通过我们来了
解生疏业务环境的复杂情况——从对潜在分销商进行尽职调
查到甄选合适的合作伙伴，再到确保遵守监管规定和提供物
流支持。✓我们还会帮助当地卖家轻松获取产品详情以及进行
订购，我们在上海、新加坡和胡志明市的事务所是销售和配
送环节的重要据点。”

自 2005 年以来，Dominion House 为客户提供了在国外市
场开展业务所需的多种能力，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所掌握
的本土情况，零风险打入亚洲市场。✓工业+亚洲是一项市场拓
展战略，可让公司做好准备，在亚洲取得投资成功，这项战
略具有如下特点：✓ 至少 12 个月合约、非独家代理制、完全透✓
明化（买家直接付款），根据出口市场补贴计划获取最大退
税。

案例研究

北京王府井
设计/分销

北京新的奢侈品开发区位于东城区知名的王府井，这里坐落
着采用澳大利亚自主设计和制造的开敞式建筑，穿梭于悬浮
式通道，采用 30 个可滑开呈现视听设备的自动化屋顶板。

作为 TILT 的项目联络者，Dominion House 负责与各方的沟
通，包括香港的开发商和北京的建筑设计所。我们位于上海
的事务所顺利解决了各种问题，比如建造安排、付款、将设备
进口到中国、澳洲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和实地考察等。“我们
的设计提供了巧妙的方案，能够从多方面利用空间，而且不
失美感，满足了购物中心日常之需，另外还可以举办特殊活
动。”——TILT Industrial Design 澳大利亚领先的工业设计室。

建筑设计所：
Kohn Pedersen Fox

“TILT 是第一次将产品销往中
国，Dominion House 确保了
整个过程管理妥当且符合双方
要求”。

Tim Phillips，
TILT 总经理



北京王府井（建筑设计所：Kohn Pedersen 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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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与采购

Dominion House 通过现场协商和全面质量保证，与客户共同✓
削减成本和降低风险。我们根据客户的产品规格调查供应
商，而他们则根据我们的建议选择青睐的制造商。Dominion 
House 客户还可以在我们的引导下发掘潜在制造合作伙伴。

“Dominion House 管理我
们的离岸采购流程，格外关注
细节，且专业度高，能够帮助
加强我们的质量控制。 没有 
Dominion House 的帮助，我们
根本不可能再去中国拿下大项
目”。

Tim Phillips，
TILT 总经理

案例研究

One Central Park
设计/采购

法国建筑师 Jean Nouvel 设计的悉尼 One Central Park 由
两座塔楼组成，分别为 16 和 33 层，下面是 5 层的零售和娱乐
裙楼。

世界一流的澳洲领先建筑工业设计室 TILT Industrial Design 
在东塔上建造了定日镜结构，专门设计了创新型固定与机动
镜面，可采集阳光并将阳光投射到商业中庭区和景观露台。

Dominion House 根据技术图纸在中国找到了能够按照规范
和预算进行建造的优质承包制造商。加工铝型材、定制钢合
叶和从西班牙进口的镜面在境外进行装配，并如期交付。

建筑设计所：
Ateliers Jean Nouvel 与 PTW Architects



One Central Park（建筑设计所 —— Ateliers Jean Nouvel 和 PTW Archit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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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设计与可持续性设计

生态设计

生态设计是设计居住、工作和学习场所
的一种创新方式。我们发自内心地渴望
亲近自然，但我们一贯的城市与郊区设
计方式往往都对环境具有负面影响，而
且将我们与大自然隔绝。

打造绿色建筑已成时下新潮流，这降低
了建筑环境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但对于
让我们亲近大自然并没有多大作用，这
是可持续开发所缺失的一环。

回顾我们富有变革性的过往、追溯世界
知名建筑的本源，感受建筑蕴含的生
机。身处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的建筑之
中——患者康复更快的医院、学生成绩
更好的学校、邻里友好和家族兴旺的社
区。

有何区别

可持续性设计是一种影响人与自然的
方式。

相比较而言，生态设计将自然要素融
入建筑环境，惠及人类（比如增强幸福
感）。

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将可持续性理
念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可持续性设计旨
在建造更为环保的建筑物，而生态设计
则致力于建造对人们而言更健康的建
筑物。

生态设计为现代人
打造健康和丰饶的
栖息地指明了方向。

优势

采光

享受自然采光，有助于释放荷尔蒙和调节我们的身体。不同
类型的光也会影响我们的工作状态。暖光让人感到舒适、放
松。✓冷光可提神，提高效率，消除疲劳感。

03

效率与创造力

亲近自然可将效率提高 6% 并将创造力提升 15%。✓接触自然
元素的员工在工作时的总体幸福感可提升 15%。

01
空气流通性

空间内保持良好的空气流通有助于提高专注度。 70% 的办公
一族认为空气质量差对于工作效率和幸福感都有负面影响。

02

自然景观

自然景观和绿植有助于缓解压力。我们甚至不必看到实际的
景观，光是大自然的照片就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压，放松身
心。

04

Campbell，Paul（2018 年 8 月 2 日）。✓在办公场所采用生态设计的主要益处。✓摘自 https://multicomfort.saint-gobain.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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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自然、热爱自然、亲近
自然。 自然会有回报。”

Frank Lloyd Wright，
美国建筑设计师

Super Yachts Marina Car Park —— 绿幕墙，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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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 Cumberland Street 的绿墙



悉尼 One Central Park 视野

12

“试想下我们的城市被绿
植覆盖的感觉；墙面、屋顶、
隧道和停车场、步行道和
公路以及里里外外都是绿
植。”

我们是澳洲领先的生活基础设施专业机构，将绿植与特定科研和
技术相结合，增强绿植的生物作用。

我们扩充、设计、安装和维护各种生活基础设施，包括绿墙、绿屋
顶、绿幕墙以及裙楼。✓我们是世界第一个模块化呼吸墙的发明者，
其经科学研究证明，可清洁有害污染物释放的气体，包括二氧化
碳、特殊物质以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我们想要 #junglefyour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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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glefy 呼吸墙（正在申请专利）是高效的模块化绿墙系统，
经过科学研究证明，其清除空气污染物的速度比市场上任何
其他基于绿植的系统都要快。✓它还有隔音效果，可以增强音
效，同时冷却室温，能够节能且降低空调成本。

工作原理

Junglefy 呼吸墙采用线性、低密度聚乙烯模块制成，可无限
循环利用，而且提供富含椰子纤维的生长介质。✓该系统通过
电动轴向叶轮进行通风，在绿植和生长介质中提供均匀的气
流。✓保持通风状态，可降低二氧化碳含量，而且每个模块都能
对空气进行过滤，达到降温效果。

Junglefy
呼吸墙

 

↓80%

1.5 倍

生态二氧化碳排放量
每小时减少 24.2 升，✓
相当于✓160 个大型盆✓

栽植物

去除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的速度比一般的盆

栽植物快

实践证明，可缓解压力，减少
发病率以及提高工作效率

60 分钟 ↓41%

↓33%

将污染物减少 95%，✓
使 PM 小于 10 

（从最初浓度）

降噪
相较于传统的建筑墙面

降低
空调用量✓

（由于采用了通风系统）

Junglefy  
呼吸墙模块

由于植物与微生

物菌群之间存

在共生关系，

能够清洁受到

污染的空气
后面的污 
浊空气



Manly Vale Car Park —— 呼吸墙幕墙，悉尼曼利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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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悉尼 Manly Vale Car Park
呼吸墙幕墙

此停车场的绿色幕墙覆层由旋转的 Junglefy 呼吸墙面板组成，
这在任何其他项目中从未使用过。旋转面板让技术人员可在
停车场内维护植物，而无需使用脚手架或绳索。✓

此幕墙的呼吸墙通过风扇启动，吸收停车场内受到污染的空
气，促使这些空气到达植物根部和生长介质那里。植物和生
长介质中的细菌微生物则负责滤除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和特殊物质。风扇可帮助将纯净空气分散到周围。这使
得停车场能够满足通勤者的需求，呼吸纯净的空气，而不是
受到重度污染的空气。



LendLease 全球总部 —— 呼吸墙和绿墙，悉尼巴兰加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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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LendLease 全球总部，悉尼
呼吸墙和绿墙

Junglefy 在位于南巴兰加鲁的 Lendlease 全球总部融入了典✓
范式设计元素，这里有一面六米高的呼吸墙，为办公室打造
了绝妙的通道，而且有助于保障健康和提升幸福感。

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与 Lendlease 通力合作，包括设计、市场
营销、合同谈判乃至模块绿植栽培。Lendlease 举行了内部竞
赛，他们团队中的八个人写了不超过 25 个字来描述新办公场
所对他们而言的意义。获胜者可休一天假，前往✓Junglefy 苗圃✓
栽培自己项目所需绿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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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们 让 建
筑师自由发
挥创意。”

我们开发设计时不受传统建造方法的约束。

我们周密地考虑您的想法和草图，通过行之有效的设计过程
落实。

我们的工业设计底蕴意味着我们能够采用最新技术、材料和
制造方法。

我们与您共同落实您的设计理念。✓可通过以下方面表达您的
想法：
✓✓ 定制建筑功能
✓✓ 可操控功能的元素
✓✓ 公共艺术

定制设计

案例研究

St Kilda Stokehouse
开敞式幕墙

TILT 负责了在墨尔本改建标志性 Stokehouse 餐厅的一系列
双面折叠围屏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工作。

围屏提供独具一格的幕墙，这种幕墙并非摆设，而是有实际
作用，丝毫不影响人们的视野。这种独特的设计保留了建筑
本色，同时顾及了客人的舒适感，因而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
功。

围屏在餐厅窗外，可防日晒，也可升起来，突显迷人的海景。

海滨地区需要使用机械结构。该设计利用船用级不锈钢制造
结构元件，这对于延长使用寿命和确保性能稳定至关重要。

建筑设计所：
Robert Simeoni Architects



Stokehouse（建筑设计所 —— Robert Simeoni Archit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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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T 使移动建筑成为了
可能。”

Tim Greer，
Tonkin Zulaikha Greer 总监



Glebe – 玻璃天窗（建筑设计所 —— Nicholas Tang Architects） 楼梯上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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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开发了很多耳熟能详的产品，
比如玻璃天窗与地下室舱门。我们还可
以与您合作，开发更多新产品。

产品

TILT 玻璃天窗是专门为建筑设计项目开发的。

TILT 玻璃天窗是唯一可使用标准楼梯的开敞式玻璃天窗。光是
这一点就为所有项目实现了增值，发掘了屋顶花园的潜能，即
成为住宅的无缝延伸，能够让人们欣赏到新街景，尽可能地
扩大视野范围。我们的自动化玻璃天窗使用优质材料建造，
方便到达屋顶花园，为室内增加了自然采光，有助于通风。

TILT 玻璃天窗

案例研究

Glebe，Sydney
玻璃天窗

安装 TILT 玻璃天窗后，从这个 Glebe 屋顶就可以饱览悉尼坐
标性 Anzac Bridge 的壮观景色。

详细的图纸，再加上 TILT 和建筑商的成功协作，这个天窗才顺✓
利完工。 安装的 TILT 玻璃天窗✓ 3.5✓ 大，其中 1 米留空，配置
Viridian ThermoTech™ IGU 玻璃面板。

建筑设计所：
Nicholas Tang Architects：



Lower North Shore – 可开启式地下室舱门Richmond – 无框架玻璃酒窖地下室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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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舱门

我们设计了自动地板窗口，可从这里进入酒窖和其他楼层。✓
该窗口与任何类型的地面均齐平，提供了适合项目的各种表
面装饰——从无框架玻璃或木板贴面到可符合车辆载荷要求
等设计。

案例研究

Richmond
无框架玻璃酒窖地下室舱门

Lower North Shore
可开启式地下室舱门

这个无框架玻璃窗口提供了独特的酒窖入口，专门为与地面
保持齐平而设计。窗口是住宅中的一大特色，位于住宅最中
央的房间。将窗口的结构化框架整合到地面结构元素中，需
要 TILT、建筑商和结构工程师的缜密协调。

TILT 设计了可开启式地下室舱门，对私人住宅进行了大范围
翻新。从这个窗口可进入地下酒窖和娱乐区。

控制系统同步对大门和地下室舱门的自动控制，可保证酒窖
区的安全。✓地下室舱门设计实际上是在为深受欢迎的通往屋顶
的精致产品✓TILT✓玻璃天窗的基础上而相应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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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愿景是，成为领先的世界
级专业建筑金属制品供应商，为
各行各业提供产品和服务。

AMA 是一家很大的✓100%✓的澳洲公司，旗下有贸易公司 
Aluminium Balustrades North Coast Pty Ltd 和 Warana 
Powdercoaters Pty Ltd。 

自 1981 年以来，AMA 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专门为建筑行
业供应外立面和非结构化金属制品。

我们的目标是一如既往地生产高质量产品，确保客户至始至
终（从制定项目方案到完工）都满意。



21

结构玻璃

推出当今市场上最安全的澳产结构玻璃栏杆系统。✓
结构玻璃的设计适合任何具有如下要求的应用：即
便屏障部分受损或变形，您仍然能受到保护。✓非常适
合多层建筑、医疗机构、敬老院、学校和步行商业街。

✓✓ 比规定的建筑标准要高出 20%
✓✓ 即便玻璃面板受损或变形，仍保留在原位
✓✓ 无需互连扶手
✓✓ 常规模块尺寸都有备货
✓✓ 通过 Codemark 的认证系统自动通过 NCC 和✓

AS 认证

产品

结构玻璃 - 1500 面板

破坏性测试

我们采用以下 3 种方法：
✓✓ 挥动大锤锤击玻璃面板（模拟金属冲击）
✓✓ 沙袋挥击玻璃面板（模拟人类碰撞）
 ✓ Acrow Prop 向玻璃面板上的一个角度持续施压（模拟集
束荷载）✓

最终结果显示，结构玻璃依次通过了大锤测试、沙袋冲击测
试以及均匀荷载测试，仍未变形。在测试仪器滑落之前，结构
玻璃承重超过了 6000N。

这些演示表明，结构玻璃与结构玻璃栏杆系统的卡紧机制相
结合，提供了最坚固，在受损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确保安全的
结构玻璃栏杆在今天完全实现。

破坏性测试结果表明来自 AMA 的新型结构玻璃栏杆系统的
承受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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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公寓是✓ PBS✓ 组合的最新建筑作品，称为“城市之光
的光辉之囊”。✓ 位于南布里斯班的阿特拉斯处于布里斯班大
都会人流密集的中心，此项目的方方面面都在这里实施。该
建筑内有大量的一居室、两居室和三居室公寓，鳞光闪闪的
无边际泳池，泡泡浴 SPA 馆以及设备齐全的健身房。 AMA 被
指定为阿特拉斯项目的分包商，完成了阿特拉斯公寓建筑的
所有金属制品作业。

合同管理人 Keenan Duimpies 说，AMA 在承包商中脱颖而出
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敢于运用技术来取得成功的结果。“AMA
给我的最深印象是，他们运用我们行业的技术，这正是未来
的发展方向。”✓Keenen 特别提到了一种 3D 扫描仪，AMA 用
这种扫描仪在项目的各个阶段扫描建筑物，以监测精度和✓
进度。

这个项目的物流也给建筑商和分包商带来了挑战。阿特拉
斯公寓位于南布里斯班两个最繁忙的临街门面，因此开展
所有工程时都必须确保破坏性最小，而且要保证周遭安全。 
Keenan 说：“AMA 团队攻克了在效率和专业性方面遇到的所
有难题。”✓“AMA 始终给人这样的感觉：无论抛给他们什么任
务，都不用担心，因为他们都会找到最佳解决方案。✓大大小小
的问题，他们都能解决！”

“从栏杆到遮阳篷再到全面的金属套件，AMA真正做到了一
站式供应。”✓Keenan 总结说，✓“这个项目是 PBS Building 和 
AMA 之间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我们期待着在未来与他们再次
合作。”

案例研究

阿特拉斯公寓，昆士兰
琉璃栏杆、外墙幕屏、高架街道前琉璃遮阳篷、屋顶凉棚、裙楼分隔幕屏、护柱、铁丝网、高栏、不锈钢扶手和特色外墙幕屏。

阿特拉斯公寓，昆士兰布里斯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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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Hutchinson Builder - 尖顶公寓，昆士兰
供应立柱、板式过梁横带、栏杆和泳池围栏、定制遮雨板、大堂特色幕墙和不锈钢栏杆

AMA 最近与 Hutchinson Builders 在布里斯班完成了 40 层  
尖顶公寓建筑项目。这可谓一件艺术品，环绕周遭遗✓
产，成为了布里斯班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A u z m e t 
Architectural 与 AMA 合作，帮助交付帷幕。✓醒目的帷幕不但
展示了建筑风采，而且具有实用价值。帷幕设计旨在为居住
区和阳台区扩大视野，然后在卧室周围回收以起到保护隐私
和遮荫的效果。 AMA 是帷幕设计的主要部分；这为 Auzmet 
Architectural 制造和提供整个外幕墙所需的垂直幕柱和封檐✓
板。

除了提供帷幕，AMA还负责供应和安装所有阳台栏杆、裙房
平台玻璃窗、特色楼梯的栏杆、特色黄金阳极氧化铝幕以及
在屋顶泳池平台区作业。 Joel 说，“对于 AMA，我只有溢美之
词。”

在尖顶公寓项目中，AMA 遇到时间问题。 Joel Martin 解释说，
由于 AMA 控制之外的问题，最后安装阶段时间非常紧迫。✓“
经过不懈努力，AMA 最终在原定交期之前完工。✓面临难以预
料的进度问题，AMA团队分两班和夜班工作，赶上了进度。✓对
于他们的努力和投入，我们不胜感激。”

Hutchinsons - Sea Pearl 度假公寓，昆士兰布里斯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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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地板由 100% 
再生澳洲硬木制成。

Earthwood 地板以天然原材形式提供，
为客户在选择抛光度、斑纹和光泽度
时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硬木表面层在
供货前预先进行打磨处理，只需要在抛
光和涂刷涂层之前进行轻度抛光。硬木
表面层与传统实木地板的可再打磨深
度相同，因此将来可以重新进行表面处
理。

Earthwood Floors 使用的再生木材在
受控窑中进行再水合和水分平衡，确
保符合国际机械加工和干燥标准，并
且精磨成形。这种严格的工艺保证了 
Earthwood Floors 所有产品的结构完
整性和耐久性。✓

再生澳洲硬木。

通过从在澳大利亚拆除的仓房、桥梁、
房屋和仓库回收而来的古老横梁和壁
炉架进行再研磨，制作出了这些精美的
地板。在过去，这些都由挖掘机拆除并
送往垃圾填埋场，因为这是最快速、最
简单的拆除方法。如今这些木材经过回
收再利用，制成了这些精美的地板。

精准的工程加工符合各种要求。

复合硬木地板是建筑设计项目的首选 
结构级复合式地板采用 100% 再生澳
洲硬木材，这种木材极具商业价值，已
获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指定使用。在售
的 EarthWood Floors 回收复合式地
板混合两种类型：维多利亚原木和格拉
德斯红木。

卓越的可持续性。

从可持续发展方面来看，益处多多
回收再研磨再利用的实木地板有很多
可持续性获益。保护我们的原始森林、
增加碳储量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
这些都是有利的环境影响，并且为具
有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消费者所熟知。 
Earthwood Floors 为消费者提供了全
新的可持续性和环保地板选择，高于当
今市场现有的水平。



有效利用
再生澳洲硬木

地板优势比较
实木地板与 Earthwood 复合式地板

可打磨表面

一块高级再生木材只能制
作一块实木地板。

同一块高级再生木材则可
以制作多层耐磨复合式

地板。

在实木地板中，所有低于 T&G（虚线）
的材料实际上都不可用。

在 Earthwood 的工程复合地板中，这种昂
贵的优质木材不会浪费在 T&G（虚线）的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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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维多利亚原木
回收再研磨建筑用木料

我们经过回收和再利用制作维多利亚图原木的木材都是从维多利亚所有现拆
的房屋和仓库的屋顶、天花板、墙壁和地轴承架手工拆下的建筑用木材。

回收的木材种类包括黑胡桃、橡木、桉树木、巨桉、山梨树木、红檀木、银顶白蜡
桉木和南山毛榉。

格拉德斯红木 
回收再利用的混合澳洲硬木

昆士兰远北地区格拉德斯树林延绵将近 500 公里，从阿卡迪亚山谷一直到格
拉德斯的调运港。✓ 沿途数以千计的成材土生树木被砍伐并切割成枕木，用来
在施工期间固定管道。

回收的木材种类有斑桉、黑胡桃、红灰桉树木、红胶木、赤桉树木、澳洲玫瑰橡
木、桉树木。

原土木 
未刨平的混合澳洲硬木

Earthwood Legacy 复合式地板外皮采用再生木材，具有常用木材的所有锯
痕、表面缺陷和深度变化，经久耐用、不留痕迹。✓使用 Earthwood Legacy 原
木可制造风格独特的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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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中国

悉尼办事处
澳大利亚悉尼 NSW 2000
奇夫利办公大楼
奇夫利塔楼 29 层

电话：+61 2 9375 2450

上海办事处
外滩哈密大楼 5 层
圆明园路 149 号
中国上海，邮编 200002

电话：+86 21 3120 3022

新加坡 越南

新加坡办事处
新加坡 049909
百得利路 6 号 30 层

电话：+65 6322 0810

胡志明市办事处
越南胡志明市
1 街区，黎笋路 33 号
德意志豪斯酒店 11 层

电话：+84 28 3554 2560

电子邮件： 
enquiries@dominionhouse.com
网址： 
www.dominionhouse.com

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