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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保丽

环保表现	

对保丽而言尽量减少我们产品和运营对环境的
影响非常重要。我们获得了ISO14001	认证，
意味着我们的设施、操作和目标的改进与发展
会定期受到外部审计师的监测。

保丽不断通过从提高废物管理、回收利用、能
源消耗、交通运输以及我们产品低维护的特性
等各种方式来减少碳的排放。

詹氏·侯思德集团成立于1915	年，是保丽公司
的母公司。直到20	世纪50	年代，詹氏·侯思德
股份有限公司(JamesHalstead	PLC)率先开发了
同质乙烯基地板材料。

近一百年后的今天，在英国曼彻斯特附近的工
厂仍在不断生产，并持续的发展壮大。作为一
个在英国乃至欧洲占据市场主导份额的全球性
企业，以九成营业额的弹性地板主业在AIM	伦
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这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对客户的深
度关注和持续改进。

不断扩展的保丽产品组合，种类繁多的保丽弹
性地板，以及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这些
无疑都是很重要的。

质量承诺
保丽的ISO9001	认证是一个制造流程和制度的
质量导向体系，我们采用广泛适用的国际标准
来测试我们的产品，包括防滑性、VOC	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测试等，做为产品性能的依
据。

凭借在国际贸易领域持续和优异的表现，保
丽公司于2006	年荣获由英女皇亲自颁授的全
英卓越国际贸易奖，并在2011	年再次获此
殊荣。另外因为保丽安全防滑产品系列的创
新，2007	年获得英女皇产品创新科技大奖。

保丽在现场投资了一所培训学校，提供2	
天、3	天和4天的地板铺设课程，旨在开发和
更新现有技能。

客户支持
保丽有着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一直致力于销
售、市场营销、技术和设计部门，为我们的客
户提供全面的支持。

为了确保提供优质的产品，保丽在世界各地建
立了强大、广泛的分销合作伙伴网络。一个崭
新的大型的仓储物流中心的建立，也使我们能
够具有更多的库存，以确保为我们的客户提供
充足的产品和快速的交货时间。

我们的网站为：产品规格，技术数据，颜色和
样品提供了一个易于查询的参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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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

产品生命周期分析
生命周期分析是评估一个产品生命周期
整个阶段从开始到寿命结束对环境影响
的重要工具。

保丽的环境评估是非常积极的，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的25	种产品通过BRE	全球环
境生命周期评估并达到最高的A	+评级。
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其他适当的方案，
旨在鼓励可持续发展，用说明符标注使
选择环保材料更简单，其中包括LEED®
，BASTA	和Ecospecifier。

原材料
我们对原材料的采购渠道十分严格，只
有通过或以ISO	14001	环保认证为目标
的供应商才会成为保丽的合格供应商。
乙烯基是由43％的石油（乙烯），57％
的盐（氯）组成—盐是世界上最丰富的
自然资源之一。碳酸钙作为一种可持续
的填充料和增塑剂的（非分类物质）成
分，添加到产品中，以便在各种温度范
围内提高产品性能。

生产与物流
自2000	年以来，每平方米地板产品生产
所需的能耗已经下跌了43％。这段时间
以来，碳排放量已经减少了15,236	吨。
这种减少是源自我们按照ISO	14001	标
准为自身制定的环保目标。它需要更少
的能源来生产我们的乙烯基地板，它相
比其他塑料和油毡具有20-25年的使用寿
命，减少了人们的更换次数。当使用回
收材料代替原材料时，嵌入式能耗将进
一步降低。

减少水的使用对于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雨水被储存在现场，并用来代替电源供
应，从而节约了宝贵的自然资源。现在
我们可采用96％循环水发电，只有4％来
自主电源。尽管增加了销量，却显著的
减少了煤和气的废料。

保丽在全球范围内销售产品，通过高效
率的整柜和散装进行货物配送。弹性地
板比其它地面材料轻得多的优点，也为
运输产生积极的效果，大大降低了燃料
消耗。

性能与维护
保丽乙烯基地板在100%适合环保特性的前提
下，并未影响其耐用性、性能和选择。

弹性地板使用阶段对环境的影响在整个生命周
期中至少占据80%。因此，我们所有产品系列
都按低维护的特性进行设计，从而使能源密集
型的清洁显得不必要。PU（表面涂层型聚氨
酯处理），PUR（加强渗透型聚氨酯处理）和
Surpratec+	PUR（交联式全渗透型聚氨酯处
理），使清洁变得更为最简单，确保水（55％
以下）、打蜡（PUR	是终身免打蜡）、去蜡水
和化学清洁剂的使用显著减少。

我们产品的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排放量
都低于严格设定的可接受的水平，对于室内空
气质量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并已通过最严格
的，独立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排放测试，包
括AgBB	和FloorScore®的认证。

循环再生
乙烯基地板是100％可回收的，不像大多数的
替代材料，它可以多次循环使用，并且不会削
弱和丧失使用性能。

保丽是英国最大的乙烯基地板制造商，生产各
种系列的产品。再生料的回收利用同比增加，
在2010	年被回收利用10,628	吨再生料，循环利
用平均为25％，达到一个被许多产品大量使用
的水平。我们相信，在各个系列产品大范围内
利用的平均百分比，比利用在一个系列产品范
围的数据更具有帮助性。

鼓励更多使用后的废料回收对保丽而言是相当
重要的，在2011	年共有547	吨，2012	年共有
1	013	吨乙烯废料被回收并添加到新产品中。
如果由于污染不能被利用于新地板产品中，则
会被回收用于其它有用的产品，如道路交通
锥。为了实现废料乙烯的更大贡献，保丽成为
业内乙烯回收计划的两个发起成员之一，并是
Recofloor	的资助者。该乙烯基地板回收计划的
制定，旨在鼓励产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
乙烯基的废料利用，从而使该方案简单、有效
并便于利益相关者参与。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制造商，	最大
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是我们企
业精神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也符合
我们的I	S	O	1	4	0	0	1	环境管理体系。
我们对于目标及目标的完成日期，
有着清晰的愿景。并且这些目标的
持续改进，	将渗透在整个保丽产品
生命周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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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行业不受法律约束进行垃圾回收，但我们正
积极寻求回收消费者使用过的乙烯基地板，以尽
量减少我们地板行业对环境的影响，并结束我们
产品生命周期的循环。

·我们是Recofloor	的创始和资助成员，这是一项		
		行业内回收乙烯基产品的回收计划，用于回收		
		消费者生活结束后的乙烯基地板。

·我们回收安装、提升地板、旧库存和样品。

·我们回收后利用到新的地板或是其他有用的产
		品中,如交通标识。

在开始的时候
回收后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回收材料的物流，而不
是实际回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并积极鼓励更
多的废弃乙烯基地板被回收，在2007	年成立一
个专门的工作组，所有的乙烯基地板制造商都在
董事会上，由废物管理公司Axion	Consulting	管
理和协调。这项回收和再循环倡议的资金来自
WRAP(废物和资源行动计划)。一旦试用期和政
府资金停止，议员们必须决定该计划的命运。保
丽公司继续与另一家英国制造商合作，并于2009	
年成立了Recofloor。作为一个创立和资助的成
员，保丽帮助发展了这个计划，使之成功—
—在经济上的支持，通过销售和市场营销和后勤
支持，通过收集、分类和最终回收利用。

Recofloor’s	的进步
自2009	年以来，Recofloor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如今已成为英国有效回收乙烯基地板的主要推动
者。2010年是该计划真正的转折点，Recofloor	
在中小企业创新实践领域获得了CIWM(特许废物
管理学会)环境卓越奖。

不断增加可回收的优质乙烯废料的回收量，以供
循环再用(一个关键的挑战是教育成员，让他们
认识到他们通过可回收地板方案送回的材料的重
要性，避免污染——在繁忙的建筑工地上，这并
非易事)。自该计划启动以来(截至2014	年1	月的
数据是正确的)，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增
长了1644	吨，减少了1315200	公斤，即1315	吨
二氧化碳。这相当于家庭汽油车平均绕赤道行驶
156	次，或者一年不开324	辆。这个体积相当于
近54.8	万平方米或足够覆盖76	个足
球场的废弃乙烯基。

非常感谢我们的客户，他们敏锐地利用了这个独特
的方案，让分销商参与进来肯定有助于Recofloor	的
成功。分销商通过作为客户的直接服务商，增加了
回收地板的可行性，使承包商更容易处理其废弃的
乙烯基地板，并使回收地板收集。减少不必要的下
车和取车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

为什么参与?
·回收地板与站点垃圾管理要求紧密相关
·客户渴望看到他们的地板在生命的尽头被回收。
·承诺证书的颁发是为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通过
	他们的绿色证书获得新的合同
·奖颁发给那些已经被大量回收的会员。
·在标书中指定为乙烯废料出口的回收地板
·是否可以帮助BREEAM	和CSH	获得额外的积分
·使用我们的投放点是免费的，对于收集和定时收集		
		有名义上的费用，但是这仍然可以节省我们的成
		员大约60%通过回收地板，而不是垃圾填埋

2013	年的成就
·	收集和回收410	吨废弃的乙烯基地板，相当于
			136666	平方米——足够覆盖19	个足球场
·	510	个收藏家
·	68	个投放点
·	成功的营销活动继续进行，帮助建立、招募更多			
			的成员，包括承包商和分销商
·	成功地为Recofloor	会员和Polyflor	客户举办了连	
			续第二年的Recofloor	颁奖典礼
·	获得2013	年国际绿色苹果环境奖最佳环境实践
			金奖

循环再生

2013	年，Recofloor	在国际绿色苹果奖颁
奖典礼上,获得金绿色苹果奖，可以说是最
负盛名的环保奖。

边角科或旧
的PVC地磅

把要回收的材
料放入袋子里

收取将回
收的材料

回收成交
通圓錐筒

回收成新的
PVC地板

Yes	Please	是的，请 No	Thanks	不要,谢谢

安装后，清洁乙烯基切槽
(光滑或安全乙烯基)

旧库存乙烯基卷头和样品
(光滑或安全乙烯基)

光滑的上升地板-取决于条
件和质量

缓冲乙烯基地板
	

非乙烯基地板，包括油毡、层压板、地
毯或有黄麻或织物衬垫的地板

	
一般废弃物包括石棉、碎石、木材、

叶片、钉子、螺丝等

液体

请确保所有收集的材料都尽可能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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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承诺通过商业活动不断为经济发展做出贡
献，同时提高员工及其家属的生活质量以及对社区和整个社会
负担责任。”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我们的员工承诺

保丽公司是曼彻斯特的一个主要雇主，雇佣
了大约
500	人——其中大多数是全职的，有长期的合
同，在销售，市场，平面设计，人力资源，
采购，财务，以及生产，仓储和配送等部门
工作。

作为一个主要的雇主，保丽公司对其雇员负
有责任，确保他们的福利，防止高的劳动力
流动率，事实上这种流动率仍然非常低，保
丽公司为所有受雇于保丽的员工开设了25	年
和40	年的俱乐部。对于保丽来说，获得一支
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员工队伍是极其重要
的。

公司从当地和周边地区招聘员工，并通过当
地媒体、就业中心、中介机构和网络发布广
告。我们提供研究生培训课程、实习和学徒
培训，以支持希望发展其就业技能的年轻
人。我们的人力资源经理也是CIPD	的一名志
愿者，这是一项为帮助年轻人提高他们在当
地的就业技能而开展的“先导计划”。

作为标准做法，保丽公司有着许多培训和发
展方案，完全遵守《2010	年平等法》，制定
了就业健康和安全政策，所有工作人员都可
享受包括养恤金计划、免费分享计划、提高
孕产和陪产假薪酬和圣诞节代金券在内的雇
员福利。

对我们供应链的承诺

保丽通过ISO	9001	和ISO	14001	认证，我们
也有负责任的采购政策和通过SA	8000	和BES	
6001	建筑产品负责任采购标准。我们使用经
过认证和信任的供应商，这些供应商是通过
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并且生产现
场主要是在本地，我们使用质量评估问卷，
并跟进定期会议和审核。

对我们社区的承诺

我们24	小时不停生产的工厂位于住宅区，因此我
们已采取措施，显著降低了噪音污染和废气排放。
为实现这一点保丽工厂已投资超过500,000	英
镑，包括在工厂内安装消音设备，各类货车在清晨
和晚上出发和集合也必须关闭引擎。

我们继续在本地及不同国家为有需要的个人及机构
提供慈善捐款。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司，给当地社
区一些回馈是很重要的。

确保我们的邻居
生活在安全、舒
适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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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通过ISO14001	环保认证。

·	SA	8000	和BES	6001	认证。

·	第一家获得BRE	全球A	+评级认证的地板制造商（授权编号：ENP336	、ENP415	、ENP429）；包			
			含25	个重要系列，包括同质透芯、安全防滑、分层复合和LVT	热压片材等类型的地板。

·	EN	15804	EPDs(写入标准ISO	14025)经ibu	验证。

·	Green	Tag	GreenRate-绿色标牌认证：绿色等级A，跨同质透芯，安全防滑，分层复合和LVT	产			
		品(LCARate	认证金和银等级)。

·	保丽产品有助于LEED®认证加分。

·	积极的英国RFA	和ERFMI	的成员。

·	英国绿色建筑委员会成员，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绿色建筑委员会成员。

·	完全支持乙烯基计划承诺并将继续支持乙烯基计划。

·	活跃的EPFLOOR	和Recovinyl	成员。

·	Recofloor	乙烯基回收计划两个创始成员之一和出资成员：
			-	2011	年BCE	卓越奖得主
			-	荣获2013	国际绿色苹果金奖

·	可再生材料含量高达40%

·	可再生材料的可持续程度可达85%

·	保丽使用的增塑剂不需要分类且不需要REACH(化学品监管体系）授权
			-邻苯二甲酸酯和非邻苯二甲酸酯的替代品被广泛应用于聚氟乙烯的乙烯基产品系列中。

·	不使用任何危险物质，包括甲醛或重金属—REACH	法规

·	通过国际最严格的VOC	有机化合物测试，包括AgBB	和FloorScore®的相关测试。

·	保丽正在参与碳基金的能源管理方案，它在商业上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英国企业和公				
			共部门削减碳，能源和成本。

权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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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继续投身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开发
更容易使用、多功能的产品



服务与支持

免费保丽iPad®应用程序

iPad	的免费Polyflor	应用®允许您浏览我们
的整个产品组合。按扇区或颜色浏览数百幅
图像。查看高质量的样品扫描，产品细节和
规格，并订购免费产品样品。您可以通过电
子邮件或发送图像到打印机，还可以通过
My	Gallery	函数创建选定图像的pdf	文件。

一个专业的团队

保丽拥有专业的和有经验的团队服务于销售、营销、技术和设计部门，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全
面的支持。在全
球范围内，我们还与分销商紧密合作，以确保我们的支持可以反映整个供应链。
我们的销售和技术支持人员随时准备协助解决问题，如产品的选择、基层的处理、安装、修
整和日常维护。我们的样品部门也将对样品请求作出迅速响应。

人际关系问题

当你正在开发一个地板的理念，你需要一个具有创造性天赋、思维敏捷的合作伙伴。保丽在
各领域拥有丰富的地板设计经验。我们已经帮助建筑师、承建商和设计师，在数以百万计的
建筑内创造出了令人难忘的地板设计。我们将确保支持您通过该项目的每一个阶段。

我们的网站www.polyflor.com	为我们的产
品，提供一个全面的参考数据：产品规格，
技术参数，颜色，最新的照片及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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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联系&样品

为我们的产品，提供一个全面的参考数据：产品规格，技术参数，颜色，最新的照片及样品。
有关广泛问题的简单技术信息可下载pdf	格式。印刷技术文献，包括我们深入的技术手册，地
板护理和产品规格表。



设计服务

从创意的第一个种子到最终的设计，如果你有一个概念的地板，我们可
以帮助。我们帮助建筑师和设计师为数百座建筑设计了令人惊叹的地
板。我们可以在整个项目中提供支持。我们的设计师可以提供视觉效果和建
议颜色和产品选择，从简单的颜色建议到主题设计布局，以适应整体方
案。这是你创造令人兴奋，刺激和难忘的地板设计的机会。

The                                       Design Process      

设计服务

保丽的表达式设计服务是一个使用电脑水
刀，将想法变成现实的服务。任何设计图
案，皆成为可能。从标志到景观，我们灵活
的设计，能满足客户的各种需要。保丽可以
从设计、色彩选择、布局以及屏
幕上的CAD	渲染等来为整个项目提供帮助。

生动的表达天赋和灵活的创意

对任何的形状、图案或照片都可以运用表达
式的设计支持服务，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如
果需要可视化的帮助，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开
拓思路，并提交彩色插图的形式，以方便客
户进行演示。

阐述及实现

当图像被确认后，详细的地板设计由电脑完
成。指定保丽材料和颜色，以及设计每一个
元素的形状和尺寸。当我们阐述完整时，图
纸经修改后被批准输出。

您的想象，我们帮您实现！

保丽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有着惊人精度的
电脑水刀切割机，将设计转化为一个个的地
板拼图。水刀刀头高达60,000	磅/平方英寸的
压力，精度在+/	-0.1MM，干净利落的切割
地板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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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成本低

保丽如何助您清洁

易于维护一直是选择任何地面材料时的一个关键
准则。任何客户都希望他们的地板在整个使用寿
命中保持良好，清洁过程则尽可能的低成本和简
单易行。

在弹性地板生命周期中，其使用阶段对环境的影
响至少占80％，因为考虑到保丽地板潜在寿命
高达20-25	年，我们一直致力于努力开发新的产
品，可以大大降低能源密集型的清洁需要。

我们容易清洁的同质透芯PU	和PUR	系列地
板，确保在清洁维护过程中，抛光蜡、水、去蜡
剂、化学清洁剂的用量得以显著降低，从而有助
于在地板的使用过程中，节约维护成本。

所有新产品系列的开发建立在最佳的维护和环境
效益上，并在现有系列上对这些优点进行补充。
根据客户的追求，我们不断提高技术，从而使地
板在耐久性、维护和性能等方面提高标准。

·	低维护性的设计

·	PU、PUR	与Surpratec+抗污处理技术，以
达到超强的清洁效益、加强保护性和最佳的
外观保持性

·	PUR	地板，终身免打蜡维护，其在能源消
耗、水和化学品的用量显著减少，与未经
PUR	处理的同质透芯乙烯基地板相比，在超
过20	年以上的使用寿命中，节约了48%的维
护费用

·	Polysafe	PUR	和Polysafe	Supratec+	PUR	实
现超强的清洁效益和最佳的外观保持性。它
们同未经该项技术处理的安全防滑乙烯基地
板相比，	在超过20	年以上的使用寿命中，
节省60％的维护成本。

乙烯基地板可以无缝焊接，形成一个不透
水的基础地面，方便易于清洗，消除缝隙
和裂缝，污垢难以聚集,创造清洁卫生的环
境。保丽地板也经得起装有凝胶分配器的测
试。保丽同质透芯、分层复合、LVT	PUR	和
PolySafe	PUR	系列适用于最常用的手凝胶，
其中一些含有很高浓度的乙醇。如需了解详
情可以与我们经验丰富
的客户技术服务部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tech@polyFl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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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我们有一个广泛的产品集合，每个都有特定
的属性，取决于它的预期用途。每个类别都

设计有美学和性能。

同质透芯地板 安全防滑地板 分层复合地板

吸音地板 豪华热压片材地板分 易铺装地板

豪华热压片材地板 静电控制地板 半柔性片材

运动地板 橡胶地板 地板，墙板和天花板配件



同质透心地板
高性能、低维护的地板覆盖物，设计美观

从传统的大理石纹到复杂的无方向碎花
纹，同质透芯的系列产品提供了卓越的耐
久性、可靠性、易于维护和为最苛刻的领
域创造无限的设计可能性。

保丽同质透芯地板PUR	处理-终
生无需抛光维护制度，优越的清
洁效益，增强保护和保持最佳的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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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滑地板
全面的安全考虑

安全地面材料的设计是为了增加脚下的
摩擦力，从而减少在潮湿地区或经常发
生溢流的地方产生滑倒的可能性。
保丽安全防滑系列提供一个全同的安全
地板解决方案，它涵盖了每个应用和预
算。保丽安全防滑地板完全符合欧洲安
全地板规范(EN	13845)和各种国际标
准，也符合国家健康与安全监督局的要
求，比如HSE。

在英国的指导方针。每一个保丽安全
系列产品都能满足EN13845	的
50000	次循环测试要求，这就确保
了产品在保证寿命的前提下，能够实
现可持续的湿滑阻力。在潮湿的环境
下，增加了脚和地板之间的摩擦力，
该系列产品采用碳化硅、石英、氧化
铝和天然再生骨料等防滑颗粒，以确
保始终如一、可持续的性能。

设计趋势
确保安全

越来越多的安全防滑地板被指定给面
向客户的区域，Polysafe	的现代装饰
系列满足了高美学、抗滑性和易于维
护的需求。许多范围内的投资组合的
特点，他独特的加强性PUR	固化可持
续的维护效益包括最佳的外观保持，
更容易的土壤释放和生命周
期维护成本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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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复合地板 吸音地板
易于清洁的地板与具有吸引力的设计

将复杂的设计与优越的性能结合在一起，
不同的地板材料是商业和住宅设施的理想
选择。我们的分层复合地板系列提供多种
装饰的选择，高PVC	耐磨层和低维护成
本的聚氨酯加强处理。地板通过热焊或冷
焊，创建一个连续的，不渗透表面的理想
的卫生关键地区。

改善吸音性能

在复合型和安全的地板系列中，有许多吸
音材料的选择
可以减少商业内部的噪音影响。为解决噪
音的负面影
响，我们的吸音产品同时也提供足部的舒
适度，以及我
们的聚氨酯加强处理，终身无需抛光维护
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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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复合地板
易于清洁的地板与具有吸引力的设计

将复杂的设计与优越的性能结合在一起，
不同的地板材料是商业和住宅设施的理想
选择。我们的分层复合地板系列提供多种
装饰的选择，高PVC	耐磨层和低维护成
本的聚氨酯加强处理。地板通过热焊或冷
焊，创建一个连续的，不渗透表面的理想
的卫生关键地区。

易铺装地板
更快速的安装

Simplay	系列具有很高的实用性和设计导
向，以真实的表现自然材料，从非常受欢
迎的木纹到石纹，混凝土和纺织的效果。
无需粘接剂，Simplay	设计以减少安装时间
和尽量减少中断，允许容易接近地板下加
热和布线，显著减少安装时间。
Simplay	系列使用加强渗透型聚氨酯处理，
提高清洁效益，从而减少持续的维护成
本。SimpLay	系列适合日常穿着，如沉重
的脚步声，它是一个理想的选择，适用于
各种各样的大型商业领域，包括零售和办
公室内部，在这些领域，减少安装时间和
中断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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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热压块材
无限的设计可能性

保丽豪华热压块材系列复制了自然
中毋庸置疑的美丽，并以先进的木
比方、石纹、金属和创新的效果为
特色。设计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
的，再结合不同的颜色和纹理。

令人惊叹的地板可以通过使用
定制的喷水切割，或使用现成
的配件，如镶嵌条。所有系列
均采用易清洗、加强聚氨酯表
面处理，有助于保持地板美
观、弹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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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控制地板
地板的静电保护

保丽静电控制（ESD）地板，该产品系列
具有导静电（EC）和防静电（SD）两类地
板。在各种装饰工程中，该系列地板非常
适合应用在医疗保健、医药、电子设备室
和洁净室，便于将静电反应均匀的分散到
地面接点。我们的技术支持团队将在规范
安装和进行地面测试方面提供专家指导。

半柔性块材
经济地板选择

Polyflex	系列商业级的块材产品，具有广
泛的色调和装饰性可供选择。在预算控制
的情况下，块材提供了理想、经济的地板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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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地板
高性能的运动地板

保丽的运动系列地板是室内体育馆，体育
活动房和健身中心的理想选择。它们提供
了脚下的弹性和长使用寿命的苛刻应用要
求，可直接铺设到混凝土或支架和扣板系
统上。

根据英国体育总会的要求，我们的运动地
板设计，需满足广泛的体育项目，如篮
球，足球，排球，体操，手球，武术，网
球和羽毛球等各项比赛的需要。

橡胶地板
多样的装饰选择

保丽橡胶地板，是专为在交通繁忙区域，
对耐久性、抗香烟灼烧和脚感舒适度等方
面都具有很高要求所设计的。

该产品以不同的装饰效果和表面花纹、有
着现代色调的广泛色彩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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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板和天花板
Polyclad	善壁系列墙板，其表
面采用聚氨酯处理，为所有非
地板区域，提供了一个柔韧并
有吸引力的完整墙面，是潮湿
和卫生严格区域最为理想的选
择。其他使用区域包括洁净
室、实验室和制药业，以及卫
生、低维护和食品加工厂和
厨房。

Polyclad	善壁系列可以与我们的地板焊接，提一
个容易清洁的、不透水的地板到墙壁的表面，作
为污垢和感染的屏障，不会脱落。
																									
Polyflor	Easyclad	安装系统已经开发出来，用于帮
助安装人员将乙烯基板安装到天花板和墙壁上，
因为框架保持着聚乙烯外壳并将其移动到合适的
位置，从而使材料的处理最小化。可根据要求提
供培训。

墙板和天花板
Ejecta

地板配件的保丽Ejecta	系列是设计用
于大多数乙烯基地板，特别是保丽
所有系列，提供了一个整洁的连接
墙壁和地板。

在卫生至关重要的地方，比如医院
或其他类似的地方，这些易于安装
的地板配件提供了整洁卫生的装修
细节，确保了连续密封的表面。

边界条

保丽提供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注浆条、
镶嵌条、边框和角，以进一步增强地板
的美观和自然效果，或创造一个独特的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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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部门
我们的产品系列涉及各个领域。从教育、

医疗保健和住房到更专业的领域。

Healthcare	医疗保健服务 Education	教育

Leisure	休闲 Retail	零售 Specialist	Care	专业护理

Housing	住房 Polyflor	at	Home	居家

Workplace	办公 Public	Sector	公共 Specialist	Applications	专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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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专家
现代医疗保健环境的理想地板解决方案

在医疗卫生系统，创建一个安
全、洁净、放松的环境，来欢迎
患者、工作人员和来访者，地板
饰演了重要角色。我们的产品组
合提供耐用、易于维护、卫生洁
净在每一个角落，从此使保丽被
指定使用在世界各地的大型医院
项目上。

医院洁净度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独立
测试的结果证明，所有的保丽地板都能在
一定范围内抑制MRSA（金黄色葡萄球
菌）细菌的滋生。

然而，根据我们的经验，防止细菌扩散的
最佳办法是实行有效的清洁维护体制。保
丽的低维护产品组合，使这种维护更加简
单、成本更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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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家
面临学校和大学的最严厉的考验

在教育机构中，不同的位置对地板会有着不同的需
求。我们广泛的产品组合，几乎可以为每一个可想
象到的区域提供解决方案。

在主要的教学区域和人流量大的场所完全有我们适
合的产品。保丽提供具备所需性能特点的地面材
料，作为实验室、健身房、餐厅和IT	区域理想的选
择。

保丽绝大部分产品符合（商业和轻工
业应用场所）欧盟应用等级评级，使
它们能够承受在教育这一领域高
人流的不断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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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货零售
以时尚的方式冲击商业街!

无论是做为零售品牌关键区域的前台位
置，或后台位置，保丽可以为所有区域
提供最佳的地板选择。

地板的选择将对整体零售环境和购物体
验有着重大的影响。保丽地板的各种颜
色、纹理和性能可以创造一个更加多变
和刺激消费的零售环境。

我们的商业LVT（热压片材）系列，最理想的运用
区域是前台，通过运用并结合不同的木纹，石纹，
金属感和抽象的设计，可以创建出不同趣味区域的
理想搭配。而企业标志或复杂的地板图案，则可以
用高精度的水刀切割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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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娱乐
适合不同休闲环境的地板

保丽已被指定可以用在多样的休闲环中，
如：体育场馆、电影院、酒店、餐厅、健
身中心和水族馆。在上述环境中，你所要
担心的最后一件事，则是地板是否会完
满的履行其责任。

保丽全方位的符合国际公认的标准，获得的标
志，略举数例：防火，防滑和耐磨性。大部分的
保丽乙烯基地板材料达到了Agrémnt	最高的G5ws
认证，这是一个评估产品长期耐久性和外观保持
性的一个独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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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护理
营造安全、实用、温馨的环境

在为护理设施选择地板时，需要考虑各种因素。无论是翻新还是新建，关键目标(用户安
全、导航和舒适)通常都包含在规范议程中，以及严格的维护和卫生要求。保丽有针对每
个房间和需求的产品解决方案。

美学对于创造所有重要的家庭温馨感是很重要的，这是可以通过丰富的木纹，石纹和调
性效果来实现的。这种多样的设计可以用来满足专业护理设施、痴呆主导设计和独立生
活的需要。混合的颜色可以使用不同的光反射值，以实现地板和墙壁之间所需的对比，
从而符合2010	年《平等法案》的要求。

患者的安全和舒适也是保丽公司能够提出合适的地板解决方案的关键方面。在厨房、楼
梯井、配套浴室和潮湿房间等可能出现溢漏的地方，保丽安全防滑地板通常被用来尽量
减少滑倒的可能性。此外，还可以在房间减少碰撞声，从而营造一个更宜人、更安宁的
生活环境。

房地产行业
社会住房，新建筑和学生宿舍

对于所有的家庭住宅，无论是新的建筑或翻
新工程，保丽有完美的地板解决方案，以适
合任何预算。

保丽吸音地板材料，对那些有吸音、隔音要
求的建筑，如，社会住房或高层建筑，无疑
是理想选择。我们的吸音地板系列能有效减
少建筑物结构内产生的声波强度。通过安装
吸音地板在这些楼层，用来降低噪声级别，
将有助于改善居住和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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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丽居家
创造一个优雅和时尚的空间

适用于任何房间的家庭，Camaro	和Colonia	豪华热压片
材系列和新的Secura	豪华热压块材结合了天然材料的美
感和一个持久的，低维护的产品。

我们的专门网站www.polyflorathome.com
和社交媒体提供互动的方式，让客户联系
我们，分享想法，设计和安装。

www.facebook.com/Polyflorhk
www.facebook.com/Polyflorsg
www.facebook.com/Polyfloridn
www.facebook.com/Polyflormy
www.facebook.com/Polyflorph
www.facebook.com/Polyflorvn
www.facebook.com/Polyflortaiwan
www.facebook.com/Polyflorthailand

@Polyflorhk
@Polyflorsg
@Polyfloridn
@Polyflormy

@Polyflorph
@Polyflorvn
@Polyflortaiwan
@Polyflorthailand



时尚的工作

地面可以影响你的感觉，这个问题几乎
没有地方比工作场所更为明显。士气和
生产力是紧密相连的–	保丽卓越的美感
和广泛的色调，将有助于改变任何的办
公环境。

安全、时尚的办公地面政府、军队和社

在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
重要，滑倒，绊倒和跌倒是发生工伤的一
个主要原因。在干燥条件下，保丽“光滑表
面”的产品系列提供出色的防干滑性能。在
潮湿的地方，如洗手间，更衣室和厨房，
我们的安全防滑地板在产品使用寿命范围
内，提供的防滑性能是绝对有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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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丽地板被安装到遍布世界各地许
多公共部门的项目，包括政府办公
楼、监狱、社区中心和军事设施。

保丽吸音地板材料，对那些有吸音、隔音要求的
建筑，如，社会住房或高层建筑，无疑是理想选
择。我们的吸音地板系列能有效减少建筑物结构
内产生的声波强度。通过安装吸音地板在这些楼
层，用来降低噪声级别，将有助于改善居住和工
作条件。

政府公共部门
安全、时尚的办公地面政府、军队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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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领域
地板满足专业需求

保丽地面材料非常适合于专业应用，如医药和电子行业的洁净
室。Polyflor	ESD系列产品则经常被用在静电释放保护等领域。	

通过焊接地板材料，可以创建一个连续的，不受影响的表面。利用
Polyclad	的墙布系列，则可以创建一个卫生和无菌环境。

我们在以前的护理院已经使用了大量的保丽产品，并对
它们提供的视觉质量、维
护、环境和安全效益感到满意。”
贺曼护理之家的设计经理Jacqueline	Farguson

”环境问题对决策过程也很重要，我们对保丽的证书和地
板减少的环境影响印象深刻。范围是BRE	A+评级，这是
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正在寻求一个BREEAM“非常
好”的地位。
英国奥尔德姆市北查德顿学校的业务和人力资源总监
Gillian	Hindle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选择了Polysafe	Modena	PUR，因
为它具有很高的美学吸引力，同时也为其可持续的防滑
性能和充分的HSE	符合性。Modena	看起来不像传统的
安全地板，但我们被产品的安全范围所保证。作为一个
非常繁忙的场合，有很多行人，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地
板能够承受大量的人流交通，提供足部安全，同时也很
容易清洁。
大卫·加勒特，英国谢菲尔德中央诊所儿童医院的高级项
目经理

“使用乙烯基地板取代其他材质地板的决定是基于该产品
在澳大利亚医疗保健市场的历史。”我们正在寻找一个弹
性地板的唯一供应商，范围宽到足以覆盖医院不同区域
的所有地板的需求，包括防滑、防静电、缓冲和AGV	安
全。在建筑上，我们在寻找一种耐用的乙烯基地板，可
以抵抗磨损和标记，并且可以保持到一个高标准。我们
还想要一种自然温馨的颜色，避开传统上用于健康设施
的颜色，这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Geoff	Cooke,	BVN	建筑协会(澳大利亚悉尼，耗资7.21	
亿美元的皇家北岸医院)

“我们想要的地板是环保的，自然的外观代表了我们的品
牌，通过焊接我们的地板覆盖物来代表我们的品牌。”我
们选择了保丽Forest	fx，因为它在我们之前的商店里表
现得非常好，并且达到了理想的木材外观，给我们的零
售空间带来了温暖和自然的印象。
兰斯·特恩布尔，Bobux	国际有限公司全球业务发展经
理，新西兰

What	our	customers	are	say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