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皆源于沟通

发展历程

1971

年 创建Schmitt & Stumpf股份不公开公司

1988

年 Wolfgang Frühauf作为第三位合伙人进入公司

1990

年 成立Schmitt Stumpf Frühauf及伙伴有限责任公司

1991

年 在柏林和哈雷设立办事处

1998

年 参股慕尼黑Wagner及伙伴工程公司

1999

年 参股波兰格但斯克市的Europrojekt Gdańsk S.A.工程咨询公司

2004

年 参股慕尼黑PEC+S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004

年 参股中国北京PEC+S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005

年 参股慕尼黑Baugeologisches Buro Bauer有限公司

2006

年 在科隆设立办事处

2006

年 参股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的S.C. SSF – RO s.r.l.工程咨询公司

2008

年 公司更名为SSF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扩充董事会

2009

年 Wagner及伙伴工程公司更名为Wagner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同时扩充董事会

2009

年 参股慕尼黑Prof. Schaller沙尔勒教授环境保护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年SSF工程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转为SSF工程股份公司

2012

年 慕尼黑公司总部搬迁至Domagstraße新址

2013

年 成立位于巴西圣保罗的 SSF do Brasil Ltda. 有限公司

一切皆源于沟通

公司所在地

罗马尼亚
蒂米什瓦拉

巴西
圣保罗

波兰
格但斯克

德国
慕尼黑，柏林，哈雷，科隆

中国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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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知, 行动的力量大于一切。因此，
我们一直致力于满足客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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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F 工程
实现您项目的首选

“作为工程师我们致力于寻求形态和设
计。钢材以及混凝土作为当下和未来
的建筑材料, 我们会以更加经济、生
态和创新的方式来使用。”
施密特

BMW 股份公司 推广和配销中心
设计: COOP HIMMELB(L)AU Wolf D.

Prix W. Dreibholz & Partner ZT GmbH
占地面积: 25,000 平方米
实用空间: 67,400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73,000平方米
总容积: 531,000 立方米
SSF: 为项目提供最终的结构设计、
分部和整体施工管理及监理

SSF工程是德国建筑工程和地基工程领域的领军企业之一。经过40
多年的发展, 我们一直致力于设计桥梁隧道, 研发高性能的公路和
铁路方法。我们设计铁路和地下车站规划, 开发综合工业建筑以及
高层建筑。
质量、经济、可持续最大化是我们所有行为的标准。当然我们也不
断检测所有影响施工规划和施行的参数。因此我们 值得您的信赖,
我们将从您的利益出发, 全力为你降低影响施工、成本和时间的所
有风险。
我们高度重视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完成交托给我们的项目。不论是
小型楼盘项目或是大型综合设施规划, SSF工程公司都将为您提供有
力的项目支持, 成为您可信赖的伙伴, 并确保项目的高质量、可靠
性和完整性。
同来自于施工、学术研究及软件领域的富于创造性的伙伴一起, 我
们研发了能够控制工程中所有环节的方法, 可以直接通过电脑控制
包括从规划到构建每个独立的部分, 甚至整个结构的工作。借助该
项技术, 可以使参与项目实施流程的各方通过可视化模型对项目进
行监控, 从而节约了项目的时间和费用。这项技术的应用, 使可视
化结构成为了一种便利的“五维”项目控制方法。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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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从桥梁专家到工程多面手
1971年, 工程师Victor Schmitt 和 Dieter Stumpf成立了Schmitt & Strumpf
工程咨询公司, 即现在公司的核心。1988年, 另一位工程师Wolfgang
Frühauf作为合伙人加入, 公司更名为Schmitt Stumpf Frühauf 伙伴。在
加入公司前, Wolfgang Frühauf层担任德国一家大型工程公司的慕尼
黑执行总监。自此以后公司以持续成功的工程设计为基本开始稳
步扩展。随着两德的统一, 公司开始在新地区开展业务, 并增加了
新的服务项目。今天, SSF集团, 同合作公司一起, 可提供与建筑相
关的任何规划咨询服务。
2008年, 工程师Christian Schmitt 和 Helmut Wolf进入董事会。同时公
司登记名称改为SSF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10年, SSF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转变为SSF工程股份公司。Messieurs
Victor Schmitt, Dieter Stumpf 和 Wolfgang Frühauf退出董事会, 成立了
监事会。Christian Schmitt 和Helmut Wolf承担起SSF工程股份公司的
管理职责。2011年1月, 工程师Anton Braun进入董事会。

Ziegelgrabenbrücke 施特拉尔松的第
二座大桥，位于吕根岛施特拉尔松
市的B-96-n-高速路支线
跨施特拉尔松的斜拉桥是跨度为2.8
公里桥的一部分
高度: 583.3米
主要开口: 198米
桥塔高度: 46米
桥塔距路面高度: 87米
SSF: 最终结构设计
2008年博波拉尼亚梅克纽伦-外斯特
恩最终设计工程奖（特等奖）

*S
 SF集团: 成员/参与者
见手册54和55页

综合的规划设计与咨询
有效地塑造我们的未来居住环境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为了提高幸福指数, 相较
于无限制发展的模式, 他顾及了对天然生存基
础承受能力的保护。”（2005年, 慕尼黑可持续
发展目标）
“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在政治讨论中的
关键词 - 由此而知，目前的生活和经济方式不
能保证人类长期的幸福安康并甚至会产生显著
的负面影响。
为了一个社会、一座城市、一片区域或是一个
产品（建筑）制造的可持续性发展，一个全面
的考量是必须的。这除了顾及到私有和国民经

济的方面外，还特别考虑到了道德上的、社会
文化上的以及生态上的价值。我们作为建筑
师、景观设计师和工程师把他理解为一种社会
任务，将业主和客户委托于我们的项目作为长
期运作的结构和建筑来实现。这不仅仅只是在
创意的、技术的、功能的和经济的方面。而更
多的他们也应满足生态方面的要求以及社会文
化的评估标准。我们面对着高要求，为当代人
和子孙后代确保和塑造一个可行的和适宜居住
的环境。作为SSF集团旗下可持续发展的和有社
会责任感的企业，我们遵照企业社会责任的原
则并自觉遵循商业道德新标准ISO26000。

ZAE - 能源与能效中心， 维尔斯堡
维尔斯堡能源与能效研究中心(ZAE)
研究所通过对新颖的、典型和高效
的建筑材料、建筑体系以及技术的
应用，并同时开展一套监测方案，
在资源节约型建造方式的意义下，
用已存在的建筑及新造建筑做示
范，以使其适用性得到确认，且得
到演示。
建筑师: Lang Hugger Rampp GmbH
建筑师 (LHR)

SSF: 与LHR共同合作的项目管理以
及结构设计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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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成功的关键
员工
SSF集团拥有一支约230人, 包括工程师、建筑
我们的员工团队属于专业领域的
师、信息通信技术专家、企业管理人员和经
翘楚，他们是企业最重要和宝贵
济学家在内的高素质团队。他们在各自的学
的资源。
科领域中都是最出色的, 是公司最重要，最
有价值的财富。他们中每个人的技术能力、
敬业精神和创造力为集体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使SSF足以应对现在和
未来的所有挑战。这正是我们鼓励员工发展并营造相互信任的氛
围, 作为团队精神和共享知识与经验基础的初衷。

开放式交流
为了项目的整体优化性, SSF通过广泛的跨学科对话, 在结构工程和
地基工程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特别是与客户建立起的伙
伴合作关系。
诚信
我们深知，行动的力量大于一切。
SSF深知客户和所有商业伙伴所赋予的责任, 并始终铭记由此而产生
的义务。我们寻求在诚信合作关系框架内, 以避免不良影响的独立
角色的商业活动。SSF工程有限公司的全体员工和管理层承诺遵守
并坚决维护这一行为准则。

监事会

Dipl.-Ing. Victor Schmitt 主席

Dipl.-Ing. Dieter Stumpf

Dipl.-Ing. Wolfgang Frühauf

生于1938年
慕尼黑工业大学 工程硕士
1971年公司奠基人

生于1943年
慕尼黑工业大学 工程硕士
1971年公司奠基人

生于1943年
慕尼黑工业大学 工程硕士
1988年加入公司

Christian Schmitt 懂事长

Dipl.-Ing. Anton Braun

Dipl.-Ing. Helmut Wolf

生于1966年
慕尼黑工业大学 工程硕士
1996年加入公司

生于1966年
慕尼黑工业大学 工程硕士
1992年加入公司

生于1962年
慕尼黑应用技术大学 工程硕士
1988年加入公司

董事会

使命
我们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有效、根据个人需要定制的、可持续的服
务, 满足更为复杂综合的基础设施系统要求。我们以不断提升工作
能力, 贡献更多、更精确、全新的思想, 从而为客户提供真正的附
加值。

230位
员工
（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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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40年的SSF
以数字纪录的土木工程

"没有一个建设项目在整个运作生命中仅仅
是一元或者二元的。我们必须意识到一个
充满意义的设计必然是错综复杂的。我们
的建设项目总是多元化的。这所有的一切
都必然在得出一个建设任务的解决方案之
最初想法时就已经呈现。”
D. Stumpf

慕尼黑机场1号维修机库，德国汉
莎航空公司
总长: 85米
宽: 305米
至主桁架顶的高度: 32.5米
容积: 840000立方米
净高度（主竿): 54.5米
SSF: 项目规划及结构工程设计

已完成项目
公路项目
铁路项目
桥梁
建筑
参与高速公路项目
里程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立交
服务区/停车休息
区

14.100
8.400
4.980
8.500
720
3.300
1.450
107
60

国际市场
设计和咨询在世界网络
对于其他国家我们虽然并不陌生，但是别样的
建筑文化，不一致的传统及存在分歧的标准却
一直不断传达着新的巨大挑战。无数成功实现
的国际项目证明，好的和可持续的设计，以及
SSF有效的国际项目管理，都取决于与顾客的深
入沟通。而这一切的根本在于广泛的项目管理
技能以及对多元化的工程学科的应用。SSF工程
师核心骨干们长年以来的工作经验和全面的专
业知识为整个公司的业绩以及为所承接的国际
项目的成功做出了直接贡献。

在国外SSF最主要的业务领域在于地下工程的交
通隧道以及地铁、短途铁路交通基础设施、长
途铁路及高铁、专业性极强桥的桥梁建设和工
业建设、活动场馆的全面规划设计、比赛场地
以及展览馆大楼。我们的顾客有理由相信，SSF
中领导着国际项目的那些有着丰富经验和专业
技能的工程师们能够使他们的项目得到实现。
我们理应做到为每一个规划设计和咨询任务提
供全面的及广泛的解决方案。

巴库水晶宫
2012年欧洲歌唱大赛
巴库（阿塞拜疆）
巴库水晶宫是一座位于阿塞拜疆巴
库的多功能室内场馆, 旁边紧邻著
国旗广场, 并作为这个动态发着城
市的新的里程碑之一。2012年5月来
自世界各地超过100万人在电视屏幕
前共同体验了这次欧洲歌唱大赛。
值得一提的: 设计规划及项目实现
用时在8个月内
建筑师: GMP - 冯·格康, 玛格及合
伙人建筑师事务所
承建商: Alpine Bau 德国
设计总负责及规划统筹: NÜSSLI 国
际股份公司
SSF: 观众台及场馆顶棚结构设计:
地基基础, 钢结构, 项目交接点协调:
工作室设计图检验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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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
助您踏上成功之路
我们开发的项目以其最佳性能和可用性为特色, 其中一个主要部分
就是保证规划设计和开发过程的品质。我们的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了
DIN EN ISO 9001:2008认证。
质量管理体系促使我们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表现, 是我们实现预期
目标的有力保证。规划设计和管理流程、检验和审批程序、进度和
成本跟踪、数据、评估和分析资料的采集和编制, 以及确定客户满
意度的流程, 均在详细的操作流程中有明确定义。
同时, 我们还通过高水准的团队技能和每一位员工的超常责任感来
提高我们的工作质量。我们一贯秉持“四只眼睛原则”–因为四只
眼睛比两只眼睛看的更加全面。

冈兹堡多瑙河新建大桥
该系杆拱桥以平行双肋拱的形式，
上部用横向杆件连接, 以产生栅效
应。拱的倾斜度也持续的延伸到下
部结构。交叉的预应力系杆充实了
拱桥的特性。
总长: 110米
SSF: 项目规划及结构设计
2013年德国钢结构工程大奖，
桥梁组

“生活、流动性、专业和娱乐 - 很难在日常
生活中找到 一个与土木工程师的付出 无关
的瞬间。”
D. Stumpf

服务

我们施行的理念和规划为客户、使用者和操作者
带来极高的满意度, 这是成功的经济投资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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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工程
可持续投资的基础

施特拉尔松的第二座大桥，位于
吕根岛施特拉尔松市的B-96-n-高
速路支线

结构工程是一门科学, 甚至可以说是艺术, 它以符合成本效益和优
美雅致的方式, 设计建筑、桥梁、隧道, 以及类似结构, 使其能安全
地经受住可能承受的全部荷载。

2831.3米的跨度由6个独立的构筑物
组成
结构1.1: 预应力混凝土桥
(327.5米）
结构1.2: 复合钢桥（317米）
结构2: 斜拉桥（583.3米）
结构3-5: 预应力混凝土桥
(532.3米/532.2米/539米）
SSF: 最终结构设计

我们不仅设计坚固、耐用、力学合理的承重结构, 还开发涵盖高效
地基、承重板和承重梁构造的智能化和用户导向的结构体系, 优化
材料和构件, 使其符合当前和未来的使用、扩建或产能利用类型。
我们在高层和商业建筑, 多层停车场和工业建造结构方面发展起来
的理念, 得到了用户和施工人员的极大赞同。这种认可在商业上是
成功投资的基础。

“创建项目时, 要寻找的不是硬性思维或者典
型思维, 而是可以转化为与客户连续对话的
有效知识资本。”
H. Wolf

岩土工程
与有能力的合作伙伴完美互动

“没有效率的表现就是让一个项目落入毫无
逻辑的琐碎和充满个人私利的牢笼。”
D. Stumpf

2010（中国）上海世博会德国馆
占地面积: 6700平方米
可用空间: 4000平方米
SSF: 土质、地基和环保方面的勘
察、监理和咨询

作为一家工程咨询公司，我们在专业土木工程
和岩土工程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我们致力于
各类基础工程和地下建筑（地下室、停车场、
隧道、洞穴、地铁站、建筑物支承结构）的设
计规划、施工管理和监理服务。
通过与Baugeologisches Büro Bauer公司的合并，SSF
拥有了一个可在土工、地质和水文地质服务方面
提供多样性选择，经验丰富的合作伙伴。

Baugeologisches Büro Bauer 公司在土质/地基咨
询、岩土工程和水文地质领域的主要业务是通
过对初步勘探概念的规划和评估，获得可靠全

面的预测，以及关于构筑物基础和施工的详细
地质-岩土咨询。自然地，常常是侧重于以最佳
方式降低土质/地基的风险和所涉及的费用，即
最优操作方法和最佳建筑效益。Baugeologisches
Büro Bauer公司的业务还包括实际施工阶段的岩
土项目管理和为保证施工质量始终如一而对所
收集的数据进行的文件编制和评估。
在岩土工程学、土质和岩石结构、陡坡稳定性
和特殊用途开挖、岩相学、沉积学和区域地质
史等方面的全面认知和经验，都将为获得最佳
效果提供保证。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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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
个人取向的建筑物
在高层建筑方面，SSF工程的作品涵盖了从大跨度的会堂、穿越大
型火车站的机库和复杂的工业建筑，到充满挑战的商业项目和集团
驻地办公室以及行政建筑物。
充分的灵活性、引人入目的建筑、具有成本效益、不超出成本目标
的最佳竣工时间、特别是使用过程中高度的可持续性都是我们项目
理念和实施以及完工建筑所优先考虑的因素。我们对于您的项目经
济性方面的考虑不仅限于首次使用，而且还贯穿整个建筑物生命周
期。在初步设计时，我们就考虑到日后改造建筑物简单经济的选
择。

Maximilianhofe – Marstallplatz，
慕尼黑
城市建筑整体, 分为三个具备各类
用途的独立结构：
巴伐利亚国家剧院的新排练场和商
业事务所, 将Maximilianhof重建为新
的办公建筑, 清理并重建古老的
Bürkleinbaus (建筑楼)
总平面面积: 55500平方米
总容量: 202000平方米
SSF: 最终设计结构

为了解决和掌握复杂要求及条件并准确处理建筑项目，SSF工程有
限公司向其客户提供一支具有高度成就的工程师及建筑师团队。
我们的服务包括：
- 需求分析和选址评估
- 建筑物以及承重结构的概念设计、进一步开发和优化
- 区域利用和用户物流
- 作为一家专业的工程咨询公司制定完整草案、
提案及施工计划
- 项目管理及自始自终的建筑管理
- 能源优化的结构设计
- 可持续发展评估 （德国可持续建筑委员会(DGNB)，
能源与环境设计领导者体系(LEED))

720 座
高层建筑
(2014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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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
形式和功能的完美和谐

荷兰Hanzelijn, Ijssel上的桥梁
新建的IJssel桥梁是从Zwolle到
Lelystad50公里长的新建铁路线
„Hanzelijn”的一部分。跨越在IJssel
河上的这座建筑长度超过900米,
宽度为15米。他将省会城市Zwolle
与Hattem镇连接在一起。该桥在
2010年秋天完成了建设。
建造方式: 双相行驶钢-混组合梁，
河流以上为桁架拱, 侧向连接人行道
跨径（米):

33,34 + 4 x 40,0 + 75,0 + 150,0 +75,0
+ 10 x 40,0 + 33,13 = 926.47 米
特别之处: 设计与建造授标程序的
获奖设计、927米长建筑物无伸缩
缝、钢-混组合梁连接Hattem方向
端的桥台, 有渣轨道
SSF: 项目规划及结构设计

8500座
桥梁
(2014年一月)

在桥梁及结构工程规划设计领域SSF工程处于主导地位。自公司成
立以来，已经设计、规划或监理的桥梁和建筑达8300多座。公司在
一系列桥梁施工方面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和技术, 如大型高桥和 悬索
桥、斜拉索桥和拱桥、特别倾斜的框构桥、正在使用的铁路桥的综
合整修、桥梁修复、人行桥及开合桥等。
整体思维和合理的设计带来创造出成熟的, 用材恰当的桥梁, 他具
有及其丰富的承重结构及由此而形成的建造形式。
成本效益
首要的是桥梁必须具备特定功能：连接两个或更多部分。发达且密
集使用桥梁的环境要求对桥梁进行全面规划。对复杂问题的热情引
导着我们同客户和施工单位合作开发方案。桥梁必须满足高度审美
标准。在结构的优雅和细节方面我们也注入了大量的精力。在遵从
结构标准的前提下我们确保形式和美学的和谐统一。
我们以节约维护和服务成本, 优化使用寿命和牢固性为目标, 同时
创造出形式优美宏大的建筑。因此SSF最为看重设计和无缝整体结
构实施的重要性。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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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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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隐性艺术
SSF特长是针对地下项目的工程服务, 特别是隧道和复杂的地下承重
结构。会同Baugeologisches Büro Bauer公司的专家, 我们组建了由在
以下领域具有经验的工程师构成的团队:实用地质学、土工技术科
学、岩石力学、结构工程、地下建筑，以及每一个可想象的项目和
施工管理任务。
设计和规划
SSF规划考虑很多施工方式（NATM和硬岩石隧道钻机、带有盾构的
岩石钻机、用于软地基带有土压和泥浆盾构的岩石钻机)。我们的
专家在计算隧道和洞口、深竖井和基坑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在依靠压缩空气或利用土壤冻结法进行隧道开挖方面，我们发展了
经济型方案。
分析
SSF通过考虑主应力、承重历史和土质/结构相互作用，对复杂基础
的处理措施进行非线性岩土FEM分析, 并评估边坡和岩石斜坡的稳
定性，包括岩石下滑的隐患分析。采用三维和二维模型的采矿技术
及坚硬度反应或α-法进行的隧道模拟开挖是SSF的专长。
检验
我们的专家检验现有的隧道以评估其结构性和施工缺陷, 评估现状,
并确定加固或维修的措施。SSF提供预估成本和进度分析, 并设计、
规划和监督翻新或扩大隧洞、洞穴和地下站台。

150
条
隧道
(2014年一月)

Marienplatz地下车站，慕尼黑
München
使用采矿技术加宽隧道站台
通过冰冻隧道的盾构共长: 98/103米
原竖井深度为30米
突破点横切面: 55平方米。
SSF: 冻结盾的附属引用, 最终设计。
2005年巴伐利亚土建部设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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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管理
我们的现场专家

国道B 243Bad Lauterberg西部至Bad
Sachsa乡道L 604南交接口的搬迁

Odertal大桥, 斜拉索辅助墩台的正立
面, 为采用悬臂施工的并通过Odertal
动植物保护区域的桥梁主跨 (跨径
为约103米）而设, 桥梁总跨径计约
496米。

SSF执行的施工管理服务：
–施工测量/监控
–项目规划及修复设计
–施工监理
–铁路工程施工监理
包括提供施工和运营接口方面的
有资质技术工程师、接触网工程
师及接地工程师，实现管理性施
工规定及德铁DB对项目的授权。
–施工管理
–项目管理及文件记录
–施工现场安全卫生防护SSF

SSF Ingenieure是通过德国铁路股份
公司DB认证的具有提供监理服务预
先资格的单位（服务编号, 7 00 00
148)，同时, 依据德铁DB定期举行的
供应商评估，我们多年来一直被认
证为一等供应商。

要实施复杂的土木工程项目, 不仅需要全面详尽的设计, 还需要拥
有高度质量意识的参建各方。而能够有效联接各参建方需要的是一
个专业的施工管理团队, 这个团队不仅要精通技术, 还要拥有较强
的组织能力和商业能力。SSF 通过对员工队伍的有效部署, 确保完
善执行现场工作任务, 实现建设单位的要求。
我们在应对德国公共建设工程的招标合同规定及其相关技术规定方
面有着丰富经验、给施工各阶段提供精准的组织方案、对合同及合
同附录进行管理是我们日常工作任务的一部分, 所以具有强力的竞
争优势。
我们的施工管理团队在施工监理及现场监理方面拥有着丰富的知识
背景及长期的工作经验, 涉及工程如桥梁及隧道工程施工、土木工
程项目、复杂的大型建筑项目等。为了确保实现高质量标准、为了
验证各个项目或者已完成的施工是否满足要求，我们的合作方都配
备了齐全的分析途径、文件及测量设备。所以除了开展既有的新项
目之外，还定位于对既有施工构件及整体工程进行检查，对既有情
况进行监测, 并对土木工程结构进行革新设。
除了对业主提供施工咨询服务，还提供所有合同方面及合同变更方
面的咨询服务，这些是我们管理工作的中心，我们一直以来立足的
首要原则是“质量-工期-成本“。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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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隔离
服务健康和环境
噪音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环境污染,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扰民并损
害个人健康。因此,抵制噪音已成为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
现状
除不得不建造新的交通通道外, 扩大现有通道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的郊区和城郊结合部。一个常见的问题是, 由于
空间限制, 多车道扩张是很困难的。因此, 通道必须基于现有的格
局, 也就是说必须压缩或抵消现有施工。随着公路加宽, 噪音隔离
墙也就随之增高。
结果
噪音隔离会产生巨大成本, 且存在审批方面的问题。对现有交通道
路的结构变动或建造新的道路, 都将涉及市民对降低噪音措施的权
利。慎重并准确地实施规划阶段的规定和规则决定的情况条件, 对
于获取施工许可是关键性的。多年来,我们通过与设计人员和专家
之间紧密而有建设性的对话, 创造并实施有效的噪音隔离措施。重
点是为密集开发区的交通道路策划个体噪音工程解决方案, 并制定
技术完善且成本最优的选择方案。

慕尼黑Freimann噪音隔离结构

A9高速公路在市区内部六车道扩建
的 弓形弯曲混泥土预制件，外包层
为高吸收能力铝， 配以钢柱，抗扭
梁及桩基础
总长度为: 2600米
总面积: 22000平方米
高度: 公路面以上9米/地面以上14
米。
SSF: 目标规划和结构工程设计

“规划设计、材料、物流和工艺流程的在发
展，使得昨日卓越的在如今变得不再经济
了。如此，我们每一天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我们的行业中, 还将会有什么更有意义？”
施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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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环境规划
生态基础

Andechs 东南端的沼泽地
环境发展方针
慕尼黑地区(14), 服务内容
Prof. Schaller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SSF集团):
- 景观规划
- 生态评估
- 生态监控
- 生态控制
- 环境规划

保持良好的生存环境也每一个称职的工程师职责之一。SSF的工程
师们尽早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决定将环境规划，景观规划作为一项
服务项目。 通过与Prof. Schaller环境咨询公司的共同合作我们在SSF
集团内部就能处理所有重要的和环境相关的问题。
对于一些基础建设及大型工程项目, 在获得建设许可前, 必须要通
过相应的环境适应性调查。在这方面Prof. Schaller环境咨询公司有着
丰富的国内外项目经验。包括生物工程师在内的项目工程师们将利
用他们在生态保护领域的经验为私人与公共业主在环境评估及项目
管理中服务。除了传统的景观规划服务外, 我们还提供制定维护及
发展规划, 景观设计及施工设计服务。
对于涉及环境问题的项目, 我们利用强大的信息软件系统 (ESRI-GIS)
协助我们的环境数据收集、处理、评估及演示工作。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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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施工
优化线路性能
铁路系统的基础是土建和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合理的方案和质量为
本的铁路基础设施施工可确保高速线路和客货混合线路, 以及地下
网络或城市铁路系统在长期使用下的性能和有效性。
智能线路和车站基础设施, 便于检修和长期运行质量是保证客运
量、舒适度及运行效率和经济的决定性因素。
凭借广博的知识和对铁路网络各个因素及相互作用的了解, SSF 能
为客户项目各个阶段提供最佳支持。

纽伦堡-因戈尔施塔特NBS 高速
铁路, 北段

VDE 项目延伸的新城际高速铁路
联络线
从柏林和埃尔福特至纽伦堡的8号
线及穿越欧洲铁路网1号轴线部分
(柏林-维罗纳-巴勒莫）
全长: 35.02 公里
SSF: 所有工程总体规划（特别是
线路、建筑、隧道和轨道板）

SSF工程在铁路基础设施建筑和地质工程领域提供广泛的业务—从
隧道桥梁线路到车站大厅。我们在铁路基础设施规划和开发、根据
铁路运行需求制定施工方案 (如桥梁侧向移动、盖桥安装、 VFT®,
VFT-WIB®, VFT-Rail®) 方面具备丰富的经验。
我们为高速铁路网设计轨道板, 开发大型悬吊系统, 噪声和声学检
算及震动和冲击检算。
与合作伙伴一起我们涵盖了与铁路相关的所有领域—如交通预报、
设备和铁路技术、组织运行及维护。

4980 个
铁路工
程项目
(2014年一月）

道路
我们流动的基础
SSF可以独立提供各种交通项目的规划和工程服
务, 以及项目和施工管理服务。
联合子公司Wanger+Partner以及建设、结构规划
和岩土工程的商业单位, 我们可提供基建项目各
阶段的工程咨询服务。我们的经验和广泛的专
长创造了在理念规划、道路和高速公路的新建
和扩建、高速公路服务, 以及连接机场、火车
站、工业园和商业园区基础设施方面具备有效
创新解决方案的规划方法。
对越来越复杂、要求具备高性能、同时还需考
虑环境保护的基建系统的需求，导致了交通道
路规划方法和实施的巨大变化。

-

交通预测
交通连续效应
环境影响及兼容性
多元收益/成本分析
区域/大区域范围
区域结构和区域敏感性分析

以上方面都是衡量基建项目建设能力的重要标
准, 且在设计阶段需要高水平多学科的知识。与
可靠的合作伙伴一道, SSF集团可在咨询和规划
服务方面提供完美的综合性选择。

国家高速公路A9 Neufahrn - Flyover
交叉口扩建工程
慕尼黑北部高速公路交叉口通过改
建使得俱增的交通流量得到了改
善。在A9高速公路从慕尼黑机场或
Deggendorf去往慕尼黑走向段建造
了直接式匝道。因此使得四座新建
桥梁以及现有建筑的调整匹配成为
了需要。

SSF: 在交通保持运行下的规划及结
构设计

“透明的和轻质的建筑，简约和富有内涵的
结构，以及缜密的细节设计是我们在基于
能效、功能及美观上的追求。”
H. W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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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发展
不断努力带来创造力

SSF公司研发的VFT-WIB®施工法
用于高度预制和带有外部钢筋的上
部结构桥梁系统
Vigaun项目/A, 公路桥, 跨度26.15 m
x 3, 预制压制梁，复合销子, 鳍型切
口½ HEM 600 x 399设计, 等级: S 460

科研是建筑和基础设施施工在效率、安全、耐久性和设计进步不断
优化的基础。技术创新是无穷的, 它是新型施工材料、检算方法和
不断变化的施工工序的产物。
为了满足业主及施工单位的愿望, 符合现行要求, 不但要掌握现行
的施工方法和工序, 还要不断对其改进和发展。
SSF公司拥有自己的应用开发部门, 专门负责施工方法和工序的发展
相关的问题, 并不受日常限制约束。SSF公司新施工方案开发的一个
优秀案例就是VFT®施工法, 是概念市场化的典型。
而且, 某些工艺和工序的不断发展改进也以各种形式在其他部门开
展。
首个桥梁专利是25年前取得的, 同时先进的明挖铁路桥梁施工、隧
道压岁空气明挖法, 多项磁悬浮获得德国欧洲专利, 质量弹簧系统
专利申请和大量的使用模型注册（如VFT-WIB®, VTR®, 光噪声防护装
置), 所有这些改革都表明: 凭借对科技的掌握, 不断对其改进并取
得新的成果。持续的努力, 虽然有时很小, 却带来创造力。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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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工程
分析第一
现有建筑的保护和改扩建是我们业务的主要关注点之一, SSF研究并
记录了构造物、建筑物和承重结构的情况。我们希望理解和尊重这
些情况, 以便使之更具有现代气息的改扩建。如有必要, 可进行修
复或修缮。
在保存现有的建筑物框架、扩建工程结构、或把它融入另一个新的
建筑、以及通过基础维修来增强它的耐用性和实用性等方面，检查
结构、确认损害并报告缺陷是至关重要的。
多年来, 我们一直在实施结构检验, 以及建筑物、桥梁、隧道和其
它工程结构的主要检查。
开发具体维修或维护项目并进行准确预算, 就是指确定必要措施的
类型、范围和次序。这类措施的基础是结构和准确状态评估, 包括
合理计算承重结构和成本收益。
我们的团队在结构检验和评估方面拥有深入的知识和经验, 并配备
了必需专业测试和检验设备。这使得对结构和组成部分进行仔细和
全面的检测成为可能。
SSF可以制定：
- 针对桥梁、隧道和其他施工、高层建筑和工业设施的现有承重结
构提出专家意见、评估和建议
- 针对已规划的改扩建进行承重结构性分析
- 维修计划, 投标
- 项目和施工管理

Dresden中央车站
大量修复和改建站台大厅。Sir
Norman Foster的设计特征是用一个
特氟龙涂层的玻璃纤维外层覆盖所
有的站台大厅。
覆盖区: 25500平方米
总长度/宽度: 大约240/122米
高度: 大约35米
房顶面积: 30000平方米。
SSF: 全面统筹所有建筑工作, 以及
目标规划和工程结构设计。
2007年度基建工程建筑奖
2008 年度德国钢结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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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结构分析
最优中的最优

城市桥梁 奈美根 （荷兰）
奈美根城市公路桥, 以系杆拱桥的
构造方式横跨于Waal河上, 拱肋跨
径285米。加劲梁桥单跨跨径 42.5
米, 南侧桥长总计294米, 北侧桥长
总计679米。
横跨于河流的系杆拱体系，它通向
并溶入桥墩, 高度总计60米。它通
过交叉系杆承担将近27米宽的桥梁
的荷载, 该梁体横截面为单箱单室
钢-混结构箱梁组合梁。

SSF: 钢拱桥装配设计规划

除结构工程中静态计算的 “传统性”制定以外, 结构力学研究日益
成为特殊构件设计工作的必然.尤其适用于需要模拟失败过程,同时
又得关注因非线性材料特征带来的静态和动态分析的不一致性。

SSF在采用有限元法进行结构性分析方面具备广泛的知识和经验,我
们专门使用最新软件,来分析尺寸、材料属性和载荷范围最广泛的
承重结构和构件。
我们的分析服务范围包括
- 结构分析和构件的尺寸标注，构件优化
- 分析承重结构和构件的线性弹性压力（静态载荷下）
以优化材料
- 非线性材料和几何分析
- 承重结构和构件的稳定性分析
- 包括共振频率、谐振频率范围分析和时域光谱分析在内的振
动分析
- 全动态分析，包括振动试验、冲击试验和落锤试验
- 断裂-机械性分析
- 单个构件和局部荷载传递范围的疲劳计算，结构张力计算
- 在考虑主应力、载荷历史、土质/结构相互作用的情况下，
错综复杂的基础施工方法的非线性岩土FEM分析
- 在三维和二维模型上采用开采技术和使用刚度反应法或α法，进行隧道工程中的掘进模拟
- 热能效应: 温度分布、热量传输、热应力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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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BOT项目
机遇与风险的可靠性评估
在其传统的工程活动之上, SSF为PPP（公私合营）和BOT（建造-经
营-转让）或类似项目提供广泛的咨询和支持。范围包括从管理咨
询、项目开发和项目控制、技术风险分析作为项目融资决策依据的
依据，到参与融资模式的制定。
由于公共部门既不能在合理的时间框架内为多样化任务提供充足的
资金来源, 也不能及时实施这些项目。因此, PPP/BOT项目的数量在
中期将有大幅上升。
丰富的知识、经验和创新理念 - 当然我们具备所有这些 - 是可靠性
评估和分析潜在项目, 在制定和投标阶段的技术、融资机遇及风险
不可分割的部分。
由于其特性，基础设施领域的大型建设项目会产生一系列规划、运
营及战略性风险和各种冲突。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和成本计算
的可靠性, 这些因素必须提早确定、评估并分类。
在投标阶段, 我们向提供资助或提供PPP项目的保障的国际财团、银
行和保险人提供必要且安全的背景 - 或是联合其子公司, 或是同国
内/国际咨询公司的合资企业一起。
作为一个集中于高品质工程的独立工程师, SSF为您提供其在风险分
析、技术可行性评估和投资成本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和长期的经验。

A8西部高速公路，
乌尔姆-慕尼黑，
奥格斯堡-慕尼黑部分
建造、维护、运营德国的一条高速
公路是作为公私合营（A模式）一
部分的操作者模式下的试点项目,
将奥格斯堡至慕尼黑间37公里多的
高速公路扩建至六车道并保证最佳
坡度, 52公里的经营区（特许经营
区）。日均车流量达到100,000
辆/天。
SSF: 由Wagner+Partner公司为获许可
者做目标规划以及结构工程设计。
这部分公路的一系列桥接框架通过
VFT组合结构实现, 由SSF工程师开
发。

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与客户紧密合
作进行设计并完成高质量的建筑和基建项目。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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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SSF慕尼黑
SSF工程股份公司
建筑工程咨询公司
德国慕尼黑 1a | 80807

电话 + 49 (0)89 / 3 60 40 - 0 | 传真 + 49 (0)89 / 3 60 40 - 100
电邮 mailto:muenchen@ssf-ing.de | muenchen@ssf-ing.de

SSF 慕尼黑
SSF工程股份公司总部
位于慕尼黑Domagkstraße
SSF 集团总部, 慕尼黑
Büro Bauer 地质有限责任公司
Prof. Schaller沙尔勒教授环境保护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
Wagner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总部

Lang Hugger Rampp 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师

SSF柏林
SSF工程股份公司
建筑工程咨询公司
德国柏林 Schönhauser Allee 149 | 10435

电话 + 49 (0)30 / 4 43 00 - 0 | 传真 + 49 (0)30 / 4 43 00 - 60 0
电邮 mailto:berlin@ssf-ing.de | berlin@ssf-ing.de

SSF哈雷
SSF工程股份公司
建筑工程咨询公司
德国哈雷 Schillerstrasse 46 号 | 06114
电话 + 49 (0)345 / 21 14 - 0 | 传真 + 49 (0)345 / 21 14 - 80 0

电邮 mailto:halle@ssf-ing.de | halle@ssf-ing.de

SSF科隆
SSF工程股份公司
建筑工程咨询公司
德国科隆 Kleine Spitzengasse 2 – 4 (Entrance) | 50676

电话 + 49 (0)221 / 93 29 87 - 0 | 传真 + 49 (0)221 / 93 29 87 - 29
电邮 mailto:koeln@ssf-ing.de | koeln@ssf-ing.de

www.ssf-ing.de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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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F/集团
SSF致力于为您提供最全面和客户为本的服务, 为此下述公司也加入
了SSF工程公司

S.C. SSF – RO s.r.l.工程咨询
建筑工程
地址：蒂米什瓦拉/罗马尼亚 Str. Splai Tudor Vladimirescu

鲍尔工程地质有限公司
地质|水文|地基
地址: 德国慕尼黑 Domagkstraße 1a | 80807
电话 + 49 (0)89 / 3 60 40 - 46 5 | 传真 + 49 (0)89 / 3 60 40 - 54 65
邮箱 markus.bauer @ baugeologie.de | 网址 www.baugeologie.de

Nr. 12, Ap. 6 | 300.195
电话 + 40 (0)256 / 20 10 21 | 传真 + 40 (0)745 / 60 73 25
邮箱 office @ ssf.ro | 网址 www.ssf.ro

德国PEC+S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面向中国市场的咨询监理服务

沙尔勒教授环境保护咨询有限公司
环境规划|景观规划|生态报告
地址: 德国慕尼 Domagkstraße 1a | 80807
电话 + 49 (0)89 / 3 60 40 - 32 0 | 传真 + 49 (0)89 / 3 60 40 - 53 20
邮箱 info @ psu-schaller.de | 网址 www.psu-schaller.de

地址：德国慕尼黑 Domagkstraße 1a | 80807
电话 + 49 (0)89 / 3 60 40 - 45 5 | 传真 + 49 (0)89 / 3 60 40 - 54 55
邮箱 mscholz @ ssf-ing.de

北京PEC+S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PEC+S驻中国办事处

瓦格纳工程有限公司
交通设施规划
地址: 德国慕尼黑 Domagkstraße 1a | 80807
电话 + 49 (0)89 / 68 08 96 - 3 | 传真 + 49 (0)89 / 68 08 96 - 59
邮箱 kontakt @ wagner-ingenieure.com | 网址 www.wagner-ingenieure.com

地址: 中国北京朝阳区农展南里12号通广大厦10楼 | 邮编 100026
电话 + 86 (0)10 / 65 38 - 93 89 | 传真 + 86 (0)10 / 65 38 - 93 90
邮箱 beijing @ pecs-asia.com

SSF 巴西有限公司ta
为巴西市场提供咨询服务

欧洲项目格但斯克 Gdańsk S.A.工程咨询
交通设施规划|建筑设计
地址: 波兰格但斯克ul. Nadwislanska 55 | 80-680
电话 + 48 (0)58 / 3 23 99 - 99 | 传真 + 48 (0)58 / 3 23 99 - 98
邮箱 europrojekt @ europrojekt.pl | 网址 www.europrojekt.pl

地址: CONTINENTAL SQUARE | Rua das Olimpíadas 205, 4°andar

Vila Olímpia 04551-000 São Paulo Brasilien
电话/传真 + 55 11 3728 9479
邮箱 contato @ ssf-eng.com.br | 网址 www.ssf-eng.com.br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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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SSF工程咨询公司是下述德国职业联合会和商会的成员
- BAB - 自由建筑师和土木建筑工程师职业协会
- 巴伐利亚土木工程协会
- -巴伐利亚工程师协会
- FIDIC - 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
- DBV 柏林
- DVWG - 德国交通科学联合会, 柏林
- FGSVI - 道路交通研究会, 科隆
-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土木工程之友
- 与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友好关系
- IABSE - 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协会
- IAI - 协同工作能力工业联盟
- 建造艺术工程师协会
- STUVA - 地铁交通设施研究协会
- VDEI - 德国铁路工程师协会
- VDI - 德国工程师协会
- VBI - 咨询工程师协会
- VSVI - 巴伐利亚州道路工程和交通工程师联合会
- VSVI - 柏林-勃兰登堡道路工程和交通工程师联合会
- VSVI - 萨克森安哈尔特道路工程和交通工程师联合会
SSF还积极投身于重要的工业委员会:
AHO - 工程师和建筑师联合会以及商会的费用结构委员会
- 建筑工程/土木工程特别委员会
巴伐利亚工程师商会-土木工程
- 合作与外贸工作组
- 建筑创新工作组
- 教育委员会
- 工资制及公务员工程师委员会

VDEI - 德国铁路工程师协会
工程师联合会间公路建设联合工作组
VDEI建筑工程工作组

城际特快列车 (ICE)
生产车间 莱比锡
新建车辆大厅含工厂大楼
建筑师: Lang Hugger Rampp 责任有
限公司 建筑师
占地面积: 11200平方米
顶部支承结构跨径: 约65米
总长/宽: 约91米/74米
高: 约18.5米
SSF: 设计总负责、规划设计、
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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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览

宝马世界, 慕尼黑
宝马集团体验及交易中心
建筑师: COOP HIMMELB(L)AU Wolf D.

Prix Wolf D. Prix/W. Dreibholz &
Partener ZT 有限责任公司
SSF: 工程结构施工图及设计规划、
施工监理、现场管理

总部

德国慕尼黑

地址

慕尼黑利物Domagkstraße 1a
SSF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邮编 80807

电话和传真

+ 49 (0)89 / 3 60 40 - 0
+ 49 (0)89 / 3 60 40 - 100

邮箱

muenchen @ ssf-ing.de

网址

www.ssf-ing.de

公司在德国数量

4

地点

慕尼黑、柏林、哈雷和科隆

国外驻地

巴西、中国、波兰、罗马尼亚

员工

约230人（2014年一月）

成立于

1971年（Schmitt & Stumpf股份不公
开公司）

监事会/管理层

V. Schmitt, D. Stumpf, W. Frühauf / C.
Schmitt, A. Braun, H. Wolf

业绩

土木工程范围的项目管理及设计规
划服务、结构设计、地基基础及环
境规划

法律形式

股份公司

注册

慕尼黑区法院 HRB 189061

注册编号

DE 129 472 191

质量管理体系

经DIN EN ISO 9001:2008认证

保险

VHV 保险；汉诺威，
个人及财产保险

我们提供
综合性咨询以及设计规划服务

办公大楼, 机场, 无碴轨道, 盖挖结构, 桥梁, 高楼, 运河, 医用大楼, 商业建筑, 商业地产, 明挖隧道, 深基
坑, 生态工程监理, 生态监控, 生态报告, 工程设计, 环境规划, 挖掘, 地下水库, 大厅, 飞机库, 港口, 高速
铁路, 水电站厂房, 工业建筑, 工业设施, 实验室大楼, 景观规划, 磁悬浮铁路系统, 悬浮系统, 高速公路停
靠及休息区,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服务区, 多层停车场, 噪声防护密封, 噪声防护墙, 海上风力发电机组,
电站, 公共设施结构, 铁路施工, 铁路站房, 民用住宅, 道路, 特殊用途挖掘工程, 郊区铁路, 明挖施工, 高
塔, 立交桥, 发射桅杆, 交通枢纽, 隧洞, 地下挖掘, 地下停车场, 地铁, 地铁车站, 基础, 水利工程
提前规划、空气动力弹性稳定性计算、施工过程中的索赔评估、现状评估、授权提交建设文件、配套建设规划、奖项管理、效益/成本分析、建筑效益分析、建设控制、建筑规划、高层建筑规划、建筑物流规划、建设序列规划、建筑工地调研和咨询、建设监理、
商业基础咨询、索赔管理、综合动态计算、概念开发、施工技术开发、合同管理、协调规划、成本控制、成本管理、详细规划、偿还计算、文档管理、初步设计、尽职调查、动力学、环境相容性评估、实施规划、专家意见、设备管理、可行性研究、拟定草稿、冷
凝稳定性、基本规划、编制区域规划和规划审批程序文件、根据国际标准制订技术规范和文档文案、制订制度规范、水文勘察与规划、实施质量保证措施、独立工程、安装规划、接口管理、库存控制、招标管理、景观规划、生命周期成本计算、总体规划、机械性
断裂分析及疲劳验证、多通道测量记录认证、噪声排放测算、噪声保护意见和规划、非线性岩土工程有限元分析、开放式空间规划、经营理念、建设交通规划、规划协调、项目开发、项目管理、项目指导、公共机构管理、翻修规划、维修规划、需求分析、振兴概
念、风险分析和评估、室内声学、路线规划、安全与卫生协调、抗震测算、现场管理、土建工程现场监理、公路及铁路、施工进度安排、空间利用规划、空间结构性分析、空间阻力规划、特殊开挖规划、堤坝、水坝和悬臂的稳定性分析和规划、国际水准的稳定性
计算和测试、状态采集、街道网格化建模、结构分析、结构工程、结构检查、测量、建筑物理认证、可持续性规划、开关柜始源站、专业技术设备、投标评估、交通分析、交通预测、交通影响研究、运输系统研究、隧道挖掘模拟、实用物流、公用事业管理、价值
评估、工程经济学、财务可行性分析和评级、振动分析、振动计算、城市开发、回收使用理念、工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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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由

SSF集团公司 | Domagkstraße 1a | 80807 慕尼黑 | 主页 www.ssf-in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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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11页 Lang Hugger Rampp GmbH Architekten, 6 / 17页 Nüssli
International AG, 24 / 25页 Milla und Partner / Schmidhuber+Kain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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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Schaller UmweltConsult GmbH, 38页 Photographie Wolfgang Seitz,
45 / 57页 Ulrich Windoffer, 46 页 Photographie: Thea van den Heuvel / DAPh
设计

ediundsepp Gestaltungsgesellschaft mbH, München
www.ediundsepp.de
内容
SSF工程股份公司
印刷
Joh. Walch GmbH & Co. KG, 奥格斯堡

www.walchdruck.de
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2014 SSF 工程股份公司
出于方便阅读的理由，本手册在人物描述时均使用了男性人称代
词。由此这些男性的人称用法中也包含了女性的人称。

“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就好比指纹。除了纯粹的功能及经济效益外,
生态意识和可见的道路、桥梁以及隧道的设计品质, 表达了一个
民族的文化意愿。一条好的, 和景观相融合的道路、一座优美均
称的桥梁或是一个宽敞的, 让旅客愿意逗留的火车站和这个国家
里许多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建设创建形态。我们作为工程师、
建筑师、景观设计师和设计人员 以及其他所有的建设者们因此
被要求着, 共同致力于得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