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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SCALE | 公司概况

Jansen集团

Jansen 是一家全球化经营的家族企业，开发、生产和销售用于门窗幕墙的钢制型材系统，以及用于建筑行业的

塑料制品。Jansen 品牌代表着瑞士品质、行业领先以及不断创新。我们不断改进我们的钢制型材系统，从而成

为了全球市场的领导者。

时至今日，Jansen 集团仍是 100% 的家族企业。位于瑞士的 Oberriet 生产基地是公司主要的生产运营中

心。Jansen 目前在 10 个不同专业领域培训 42 名左右学徒。Jansen 拥有约 620 名员工，年销售额达 2 亿

瑞士法郎。

Jansen Oberriet 办公楼



门窗与幕墙系统

SCALE | 公司概况     03

开发及生产用于门窗和幕墙的钢制和不锈钢精密型材

系统是 Jansen 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作为旭格 (Schüco)

设在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独家代理商，我们还为这些

国家的建筑公司和加工商提供全套的铝型材系统解

决方案。Jansen 的木加金属系统 CONNEX 在室内

呈现木质表面，令人感觉十分温馨舒适，而在室外又呈

现金属材质的表面，更加坚固耐用。

塑料制品解决方案

塑料制品解决方案 (Plastic Solutions) 领域涵盖了

地热能系统、家装和管道系统中的专用产品系列。凭

借多年来在塑料挤出加工、高品质系统以及工程和咨

询方面所积累的专业知识，Jansen 已成为具有高度

创新力的首选合作伙伴。

Josef Jansen 在

Oberriet 创立该

公司，并雇佣了六

名员工

1923 年 1930 年

开始从事精密钢

管焊接业务

1954 年

设计了新的公司

徽标，如今的徽标

仍延续着其基

本特征

2011 年

Jansen

Campus 落成

1997 年

Jansen 公司获得了符合 EN/

ISO 9001 标准的 SQS 证书。

同时，在德国 Dingelstädt 全

新设立的分公司开始投产

1946 年

扩大了钢制型材系统的生产范围。

此时 Jansen 已经拥有 120 名员

工。首次生产用于屋门、大门以及

工业领域的钢制型材

1978 年

夯实成功的合作伙伴关系 Jansen
作为旭格在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

独家代理商，开始负责销售其铝制

型材系统

2021 年 2022 年

1 月，Jansen AG 收购了 RP Technik 有

限公司；同年 1 月，与 SFS 就木加金属窗

系统 CONNEX 达成了战略合作同年 4 月

1 日，Jansen 将其汽车钢管业务出售给

Mubea 公司

1月1日，Jansen 公

司在荷兰布雷达的

代表处正式成立，

将直接负责荷兰和

比利时的市场发展

瑞士严实上海办公室

瑞士严实上海展厅

Jansen Oberriet 生产基地



04     SCALE | 高品质入口门

高品质入口门
Janisol and Economy System

系统化设计的产品，每个部件都经过测试，品质保证。

瑞士原装五金，专门为重型门窗系统而设计，使用流畅，经久耐用。

采用双重密封胶条加底部的自动门底封，整个门系统具有良好的水密性，气密性，保温性，隔音性，舒适性。

Janisol钢制门窗系统采用特殊的断热工艺，其保温

节能效果更为显著。

外观统一，隔音，保温，防火，防弹，防盗等多功能

完美结合 。

高品质入口门尤其适合人员出入频繁，使用强度高

的公共建筑等。

荷兰大使馆 / 北京市 / 断热系统 / 非断热系统

烟囱屋别墅 / 悉尼 / 非断热系统



SCALE | 大跨度幕墙系统     05

大跨度幕墙系统
VISS Facade System

钢型材系统整体强度大，不易变形，使用寿

命长，实现幕墙大跨度。

Jansen 特别为室外遮阳设计了系统方案，

和 Jansen 幕墙有机结合在一起，保证了整

个系统的功能性和安全性。

大跨度幕墙系统，其外观统一，且隔音，保温，防火，防

弹，防盗等多功能完美结合。

隔声隧道 / 波兰 / 幕墙坡面系统

LALO 别墅 / 比利时 / 幕墙偏轴门系统



06     SCALE | 防火系统

中心火车站 / 荷兰 / 防火幕墙系统

产品类型

Janisol2 门窗、隔断（30 分钟防火隔热）

Janisol C4 门（60/90 分钟防火隔热）

VISS 防火幕墙

防火试验 / 严实技术中心 / 瑞士 Oberriet

防火系统
Fire-resistant System



SCALE | 防火系统     07

Jansen 防火系统是以“系统”为概念，建立真正的防火体系。从型材，胶条，螺钉，到五金，玻璃，全套防火，

保证真正的安全性，防火性

Jansen 钢制防火玻璃门及隔断通过了中国国标测试 132 分钟防火完整性检测

Jansen 钢制防火玻璃门及隔断通过了中国国标测试 100 分钟防火隔热性检测

瑞士钢框架防火幕墙通过了中国国标 130 分钟防火完整性测试，以及中国国标 108 分钟防火隔热性测试

Jansen 防火产品与非防火产品外观完全一致，保证建筑外观和谐统一

型材纤细，跨度大，提供防火保护的同时又通透美观

Jansen 防火系统产品广泛用于国内、国外项目中

德国学校 / 北京市 / 防火门系统



08     SCALE | 防弹防盗系统

防弹防盗系统
Bullet & Burglar Proof System

Werkspoor 大教堂 / 荷兰 / 非断热系统

产品类型

Eco 非断热防盗防弹系统

Janisol 断热防盗防弹系统 

VISS 防盗防弹保温幕墙系统

系统概念，突破传统只重视防盗防弹玻璃的概念，整个系统的门窗

框架、铰链、五金配件都经过特殊设计，提供真正防盗防弹“系统

概念”。

防盗防弹门系统，通透美观、坚固安全，不同于传统的钢板防弹

防盗门笨重、粗大的特点，把美观与安全结合在一起，和其他

Jansen 断热系统、防火系统、非断热系统等产品的外观完全一致。

多功能组合满足多功能需求，如“防弹＋断热”，“防弹 + 非断热”

等安全性和实用性完美结合。



SCALE | 防弹防盗系统     09

防盗证书

Janisol door 断热门 RC3 

Janisol window 断热窗 RC3 

Eco 60 RS door 非断热 60 型门 RC3 

Janisol 2 EI30 断热防火门 RC3 

Janisol HI 断热防火门 RC3

Jansen 防弹系统在专业公司配合下，防弹等级最高可达到 FB6

防盗试验 / 严实技术中心 / 瑞士 Oberriet

防盗试验 / 严实技术中心 / 瑞士 Oberriet

防弹试验 / 严实技术中心 / 瑞士 Oberriet防弹试验 / 严实技术中心 / 瑞士 Oberriet



10     SCALE | 极窄边框系统

极窄边框系统
Janisol Arte System

Janisol Arte 古典型保温窗系统是应用瑞士严实公司自主研发

的全新断热型材及连接技术。先进卓越的生产技术确保了型材

的精密度和极小的 R 角。该系统是首款为老建筑翻新及工业厂

房而设计的钢型材系统，超薄纤细的型材中配有断热条能够提

供良好的保温隔热性能。型材深度 60mm，型材可视面通常为

25mm 或 40mm，最小仅为 10mm。这种新型的古典型材能

够给建筑师或设计师在设计和改造旧式建筑或翻新老建筑时提

供更大的设计空间，纤细狭长的型材能够非常完整地保留早期

钢框架结构建筑风格，同时型材内部的断热条又能满足现代建

筑对于保温隔热方面的需求。

阿罗萨酒吧 / 瑞士 /Arte2.0 极窄边框系统

Federnfabrik 办公楼 / 奥地利 /Arte2.0 极窄边框系统



SCALE | 提升推拉门和折叠门     11

提升推拉门
Janisol Lift-and-Slide Door

Janisol 提升推拉门可提高内部和外部空间

的融合度，使空间更加开放和通透，适用于

高档住宅、餐馆及酒店。坚固、隔热性良好的

钢型材，可使玻璃窗的框架更窄。加强的玻

璃纤维门槛也具备良好的隔热性能。该款提

升推拉门防盗等级可达到欧标 RC2，同时可

满足手动或电动开启需求。

Svetice 游泳池 / 克罗地亚 / 提升推拉门系统

折叠门
Janisol Folding Wall

采用 Janisol 断热系统。可用做房间隔断，

或室内外空间的隔断，内开和外开皆可。门槛

设计方案繁多。操作流畅、安静。

Emerald 别墅 / 比利时 / 折叠门系统



有关Jansen 的更多信息或参考资料，请参阅：

Jansen AG
Industriestrasse 34, Postfach 220,
CH-9463 Oberriet SG Switzerland
Tel: +41 71 763 91 11

www.jansen.com

严森钢铁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申南路 111 号 8 幢
1 楼 A 区
电话：+86 21 3350 8700

www.jansen.com/cn

微信公众号

泰州市医药高新区体育文创中心

建筑系统概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