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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SERAPID上海代表处

近日，全球知名刚性链供应商 SERAPID 集团
在新加坡成立分公司。分公司位于新加坡中
央商务区，致力于为亚太地区提供支持，包
括：东亚、东南亚、澳洲和印度。将亚洲总
部设在新加坡，主要是考虑到其战略性地理
位置，一流的设施以及开放的经济。新加
坡在高科技领域享有盛誉，是 WTO 的成员
国，同时也支持知识产权的保护。

新加坡分公司不仅会为新加坡本土的项目提
供售后支持，同时也会为为日本、中国大
陆、台湾、香港、印度、菲律宾和澳大利亚
提供支持。SERAPID 集团已在中国上海成立
中国代表处，业务涉及建筑、汽车、航空航
天、核工业、快速换模、热处理等。新加坡
分公司也会为 SERAPID 中国提供各种支持。

SERAPID 全球团队和编辑组一起，祝愿您、
您的家人和你爱的人，在 2019 年遇到的新
的机遇和挑战中，能有卓越的表现。

在 2019 年第一期的 ChainMail 中，我们非常
自豪地宣布：SERAPID 集团成立新加坡分公
司暨亚洲总部。我们相信，这将为 SERAPID 
亚洲掀开新的篇章。

这样的战略布局，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因
为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团队，将我们的经验和

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亚洲区域，并改进我们与
本土商业合作伙伴的互动关系。

从下面的文字中，您或许已经了解
到，SERAPID 在亚洲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我
们并不是一张白纸。但是我们期待着将有经
验的和专注的团队带到离您更近的地方，以
便让我们的服务更上一个台阶。

我们期待着在列表中的展会中与您见面。祝
您阅读愉快！

从左至右:
Iain FORBESTER 先生(SERAPID 集团业务拓展
副总)，
Emeric LABESSE 先生 (SERAPID 集团 CEO),
Guillaume DAVIES 先生 (SERAPID 集团 COO),
Robert DEGENKOLB 先生 (SERAPID 新加坡暨
亚洲总部执行总经理), 
 Ivan SEIGNEUR 先生 (SERAPID 新加坡暨亚洲总
部技术负责人)，
无照片: 陈玉容女士 (SERAPID 中国区销售负
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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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新加坡团队将由 Robert DEGENKOLB 负责管
理，包括整个公司的运营和日常管理。Ivan 
SEIGNEUR 将会负责技术上的管理，以
及 SERAPID 产品线和客户项目的应用对
接。Robert DEGENKOLB 和 Ivan SEIGNEUR 将
会与上海负责中国地区业务的陈玉容女士密
切配合。

联系我们，请致函 info-sg@serapid.com

SERAPID 集团将业务拓展到东南亚地区，这
对客户和我们来说，都是一件令人振奋的消
息。我们期待着来年与您的进一步合作。恭
喜发财！

SERAPID上海代表处位于浦东嘉里
城办公楼，毗邻浦东新国际博览
中心，距离上海浦东机场仅15分
钟。SERAPID 新加坡公司与上海代表
处 将 紧 密 合
作，为中国客
户提供更好的
服务。



上音歌剧院

多功能厅的实现有多种方式。传统的解决方案包括：各种升
降台的组合、座椅车台或松散的车台。这种解决方案耗费了
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且占用空间。

SERAPID 推出多功能厅系列 QSX 系统。QSX 系统作为观众席座
椅使用时，观众席每排座椅的升降由电机驱动 LinkLift 实现，
通过拉姆达剪刀撑和钱夹式剪刀撑提供导向。当不再需要观
众席功能时，则可以将观众席座椅隐藏到座椅地板下面，由
两侧和中央的机械臂驱动座椅做弧线运动实现。

可隐藏座椅系统 (QSX),  
场馆转换系统

SERAPID集团编辑部（联系我们：newsletter@serapid.com -图片版权：SERAPID
@SERAPID 2019|产品和商标权属于所有者的财产。相关错误和省略，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有权利在不通知客户的前提下，对现有
产品做出改进。

Expo Manufactura 展会  
2月5-7日  
墨西哥蒙特雷  
展位号：347 

2019 展会信息

USITT 展会  
3月20-23日 
美国路易斯维尔 
展位号：752 

工业领域

演艺行业

2nd Lean 会议 
3月14-15日 
巴西玛瑙斯市

QSX 有多种型号：弧型、直线和组合系列，可实现 0-5 米不
等的倾斜度。座椅的排数、每排数量不受限制。多功能厅能
实现很好的声学效果，观众能拥有良好的观看角度，业主也
能通过场馆的快速转换实现盈利目标，是建筑师、剧场顾问
和业主的不二选择。 
联系我们，请致函: info-fr@serapid.com

工业领域

SIAE 展会  
6月17-23日  
法国巴黎 
4号厅D18号展位

工业领域

上海国际汽车制造技术与 
装备及材料展览会 
7月3-6日  
中国上海  
W2号厅H11号展位

工业领域

Stage Set Scenery 展会  
6月18-20日  
德国柏林  
21号厅117号展位

演艺行业

业主：上海音乐学院 
剧场类型：歌剧院 
建筑师：2Portzamparc 
剧场顾问：Theatre projects  
舞台机械集成商：北特 
项目进度：建设中，预计2019年建成。 
场馆网址：www.shcmusic.edu.cn 
认证：TUV认证，符合德标 DIN56950

SERAPID水平导向 Intercalaire 技术
（图片版权：SERAPID）

上音歌剧院坐落于上海市徐汇区汾阳路音乐 
街，建筑基地总面积为 31,926 平方米。建
成 后的上音歌剧院将是一座5层综合体，地
下3 层，地上2层。除了一个 1200 座的中型
歌剧 院，还有4个排演教室分别用于歌剧、
管弦 乐、合唱和民乐的排练。 项目共采用
130套 SERAPID 集团的刚性链 LinkLift,  包括：

 
SERAPID 集团的刚性链  LinkLift  安全系数
高 （3-4倍）链盒可以盘绕成不同的圈数 
（MAG1-MAG3）甚至更高)以满建筑紧凑空 
间的需求。刚性链  LinkLift  的标准产品最大
行程为8 米，非标产品通过使用水平导 向  
Intercalaire  技术（国外已实践18年+经验）
，已实现最大行程18米（法国巴黎的 Ivry 
Théâtre des Oeillets 剧院）。该技术可 用于
不同根数的刚性链升降台配置，可用于T性
导向或剪刀撑导向的升 降台，也可用于海
上游轮。目前, SERAPID 集团的 Intercalaire 水
平导向技术已用于中 国的上海大剧院 
（运景升降台，9.6 米） 和台湾的台北表演
演艺中心（15米，速 度：411mm/秒）。在
本项目（上音歌剧院）中，通过  Intercalaire 

水平导向技术的应 用，幕布升降台实现了
8.2米的行程。

• 乐池升降台：采用了8套 LL100 标准系
列，行程 6.6米; 后舞台过渡升降台：采用
了8 套 LL30-MAG1 系列; 

• 乐池补偿台：采 用了4 套 LL50R-MAG1
系列, 

• 幕布升降台采用了 10 套 LL100-MAG3系
列，行程 8.2 米; 

• 侧舞台过渡升降 台、后舞台补偿台、侧
舞台补偿台：采用了 100 套 LL50-MAG1 系
列 。

中国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