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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有许多的性能特点，如经久耐磨、弹性持久以及能承受较重的

负荷等，因此常用来制造高品质的产品，如轮胎、密封圈，以及诺

拉® 橡胶地板和楼梯板。

归功于产品超强的耐磨性能，诺拉® 橡胶地板有着极长的生命周期，

有效降低了地板的更换频率、减少了废弃物，将建筑的可持续发展

与长期的使用价值相结合。地板的表面致密封闭，因此无需打蜡或

焊接处理，从而有效减少了由此而产生的化学品污染。无论是原材

料还是地板成品，都必须通过德国诺拉系统有限公司的严格的质量

标准的检测。

诺拉® 地板系统不含 PVC、增塑剂（邻苯二甲酸盐）和卤素（如氯）等。

诺拉® 橡胶地板还具有良好的防火性能、火灾毒理安全性、卓越的防

滑性能，舒适的脚感以及出色的吸收脚步声性能。此外，诺拉® 为

易爆区域和 ESD 静电敏感区域提供了静电耗散和导静电型特殊功能

地板和完整的地板配件系统。

诺拉® 地板系统为您的设计增添灵感！

诺拉地板系统 - 电厂领域的理想解决方案

华电六安电厂 



发电和制冷机组  
  

■  有运输车或重型设备，要求地面材料能够适应高动态载荷 

■  防滑性能 

河南三门峡电厂



马鞍山电厂

■  具有静电防护能力的地面材料能保护电子元件和设备                                        

    

诺拉® 橡胶地板具有静电防护功能。导静电和静电耗散等特殊防护

级别能有效阻止最小的杂散电流，可以避免静电电荷引起的电子元

件损坏、电器故障、测量仪器显示错误以及由静电引起的爆炸等。

控制机房  



办公室和会议室 
  

■  舒适的感觉 

■  诱人的设计  

■  经济的清洁保养  

■  污垢容易被去除  

■  耐磨 

■  出色的吸收脚步声性能  可以避免引起过敏物质（螨类）的滋生  

门厅/接待室  

■  色彩和设计 

■  行走舒适 

■  清洁方便、经济  

■  耐烟蒂烧灼 



餐厅 

■  耐油脂  

■  防滑特性  

■  耐磨损 

■  在餐饮服务区、座位区或通道等综合区域，可以通过灵活的地面拼花装饰划定界限。

走廊和楼梯间 

■  一种设计，多种功能 

■  极高的行走舒适度  

■  安全 

■  在消防通道，通常只采用不燃型地板，然而我们的特殊等级诺拉® 材料如果经过消防机构的

   认可 ,也可以在该区域使用。 



工程案例之电厂领域

项目名称 使用产品 用量 时间 城市 区域

高安屯电厂 noraplan sentica 2910 m2 2015 北京 华北

奉贤电厂

noraplan signa

norament 926 grano

600 m2

4880 m2

2400 m2

390 m2

347 m2

250 m2

800 m2 2015

2014

华东上海

noraplan sentica

noraplan sentica

石家庄裕华电厂

泰州国电电厂

石家庄 华北

860 m2 2014 泰州 华东

norament 926 grano天荒坪水电站 780 m2 2014 杭州 华东

noraplan eco

2014 长兴 华东华能长兴电厂

桐乡热电厂
norament 926 crossline

2014 桐乡 华东

norament 926 grano

norament 926 grano

华电六安电厂

大唐淮北虎山电厂

2014

2013

华东六安

5400 m2 2013-
2014 华东淮北

norament 926 grano

norament 926 grano

糯扎渡水电站一期 成都 华西

阿海水电站

norament 925 grano
2013 深圳 华南

4810 m2 2013 丽江 华西

深能源东部电厂
noraplan signa

norament 925 grano
noraplan eco

2013北京十三陵蓄能电厂 653 m2

964 m2

北京 华北

norament 825
noraplan stone汕尾电厂 5939 m2 汕尾 华南

南通电厂 noraplan signa 2013 南通 华东

750 m2

2013
norament 925 grano

5347 m2句容华电电厂 norament 926 grano
noraplan signa

句容 华东

大连泰达垃圾焚烧发电厂 noraplan eco 2011

2011

2011

大连 华北

广东惠东平海电厂 noraplan stone 7048 m2

293 m2

惠州 华南

新疆昌吉电厂 noraplan signa 昌吉 华西

20127250 m2安徽马鞍山电厂 norament 926 grano 马鞍山 华东

20127000 m2洛溪渡水电站 norament 926 grano 宜宾 华西

20128800 m2云南华能糯扎渡水电站 norament 926 grano 云南 华西

20122280 m2深圳老虎坑垃圾电厂 norament 926 grano 深圳 华南

2011-
2013

20122700 m2北京京桥热电厂二期 noraplan uni 北京 华北

20121951 m2江西贵溪电厂二期 norament 825 贵溪 华南

项目名称 使用产品 用量 时间 城市 区域20121500 m2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向家坝电站 norament 926 grano 宜宾 华西



工程案例之电厂领域

2005/
2006

norament
12000 m2浙江国华宁海电厂 noraplan

norament 楼梯板

宁波 华东

广东惠东平海电厂 noraplan stone 7048 m2 2011 惠州 华南

广西大唐合山电厂汽机平台

noraplan stone

noraplan mega

8000 m2

3500 m2

5200 m2

2300 m2

7000 m2

2371.68 m2 2011

2011

华南柳州

noraplan stone 3mm

noraplan signa 3mm

广东惠州粤电平海电厂

广东粤电惠来电厂

惠州 华南

6000 m2 2010 平凉 华西

2010 平凉 华西甘肃华能平凉电厂

noraplan eco

norament 825

黄石西塞山电厂

江西景德镇电厂

2010

2009

华北武汉

1000 m2 2010 华南景德镇

norament 925

noraplan mega

江西华能新昌电厂 南昌 华南

大唐信阳华豫电厂

norament 925 strada
2009 安阳 华北

3500 m2 2009 信阳 华北

norament 986 luxor安徽淮南田集电厂 400 m2 2006 淮南 华东

noraplan logic 广东省湛江奥里油电厂 2900 m2 2006 湛江 华南

noraplan stone acoustic广东珠海电厂 300 m2 2005 珠海 华南

3500 m2

300 m2

15 m

2006 北京 华北

河南大唐安阳电厂
noraplan logic

noraplan mega
nroaplan eco

2007河南大唐三门峡电厂 9300 m2 三门峡 华北

norament 725
norament 825

2007中国国电费县电厂 5500 m2 临沂 华北

norament 925
noraplan mega

2000江苏镇江谏壁电厂 3600 m2 镇江 华东

noraplan logic 
noraplan classic

2006广东湛江中粤电厂 2500 m2 湛江 华南

2006

noraplan eco

3600 m2湖南大唐湘潭电厂
noraplan stone
noraplan logic

湘潭 华南

20122600 m2浙江安吉天荒坪电厂 norament 926 grano 安吉 华东

北京怀柔电厂

noraplan eco  
noraplan mega
noraplan stone 
norament 925 strada 
norament  925  
noraplan mega acoustic 
Hot welding rod 
stair nosing T 5044 E/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