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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拉®橡胶地板可以根据您的空间结构、个性和生活需求进
行设计。个性化和独特的产品是我们未来的核心竞争力。选择 
nora 4you，我们会为您的空间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可使您
的空间与众不同。满足您的个人需求是我们创造无限可能的初
衷。在选择地板时，质量和功能始终是至关重要的首要标准。  

这也是诺拉®橡胶地板如此成功的秘诀。有了诺拉为您实现定
制化的拼花，我们现在能更进一步把重点放在设计和个性化
上。可以根据您的具体要求和想法进行创意设计、制作或定制
颜色，用图案和拼花加强地面设计。.

彰显您的设计品味
有了nora 4you，您可以设计任何您想要的空间。

© Thomas Go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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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新您的空间
无缝拼花为您提供无限选择,

赋予空间更多创造性和设计感。

© Stefan Me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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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拼花作为一种设计元素，可以根据色彩、设计语言和材料的组合，改变并重
新塑造您的室内空间。它们在视觉上增强了地板的装饰效果，为您带来沉浸式的
空间体验。无论是全方位的设计理念，还是引人注目的装饰性拼花图案-地面拼
花所传达的信息是不容忽视的。它赋予了空间独特的个性。

被切割成拼花的地板也符合与所有诺拉®地板相同的高质量标准：

• 经久耐用 
• 良好的弹性，适用于高负荷的区域 
• 尺寸稳定 - 不需要焊缝 
• 清洁简单并极具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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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指引
根据用户习惯，并深思熟虑后设计的路径指引系统。

路径指引系统引导人们通行于不同的建筑设施中。无论对于定向、标识还是逃生路径标志，路径指引系统必须始终可见

且易于发现，这一点非常重要。

有了 nora 4you，您可以使路径指引系统完美契合您的个性化空间和环境。例如，地板上的指示或标志因其醒目的色彩

可以引导人群穿行于建筑物的各个区域。

为了能在黑暗中安全地走出建筑物，逃生路径还可以安装带有荧光条的拼花。诺拉可为您提供多种拼花地板或踢脚线

的选择。 

© Werner Huthm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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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图形随意选用
可从我们的标准标志图库中选择图形，

也可特别为您定制标志。

有些标志所有人都能理解。其表达的意思通俗易懂，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有类似的使用习惯，因为它的指向具有典型意义，如安全标志和

潜在的危险标志。在这里，我们为您提供多种标准化模板，也可以根据您的需求量身定制。只要让我们知道你想要的标志、尺寸、颜色和

地板，剩下的就交给我们来处理。

安装标志图形的案例

定制标志 

除了选择我们的标准图形，我们也能为您设计和定制个性化标志。

标准标志图库

1. 2. 3. 4. 5.

6. 7. 8.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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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注目的品牌标志
制作成地板拼花的标志，效果持久醒目。

许多公司利用各种方式和媒体来宣传他们的品牌，提升对潜在客户的品牌知名度。有了 nora 4you ，我们为您提供了一
个有趣的选择:在您的接待或等候区域，把您的品牌标志制作成一个大型拼花地板置于聚光灯下。这有助于你的客户和访
客记住您。当品牌标志反复出现，在潜意识中建立的印象，也会不断加深。

© nora systems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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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设计图像并报价

发送设计图纸并通过客户审批

生产制作并交付拼花

客户提交所需定制的图像

从设计到实施
轻松地将您个人的创意变成高品质的地板。

想把您的创意变成地板拼花吗?这很简单，我们可为您的每一步提供支持。无论是绘图文件还是电子图像文
件，我们都能将您的图像制作成CAD文件。而且，如果您直接向我们提供 dxf- 或 dwg 文件，您甚至可以节省
编程所需的设计成本。当然，我们很乐意在设计和呈现效果方面给您提供建议。

在我们开始生产之前，您将得到完整的拼花设计样品。只有经过您的同意，我们才会使用高精度的机器裁切
地板。我们将预先组装地板再进行交付，并准备好一个详细的安装方案。安装过程就像标准地板一样简单快
捷。我们也很高兴在现场为您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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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a systems GmbH



 板材与块材 11

板材和块材                             
展现更多可能
有了nora 4you，实现个性化设计的新诠释

切割后的板材和块材确保了设计的灵活性。它背后的原理很简单:板材和块材不同的尺寸，让空间呈现不同的
设计风格和色彩搭配。仅通过板材和块材的灵活搭配，您就可以收获一个独特的室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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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空间的铺设效果
不同的铺设方式和颜色搭配会影响室内空间的氛围和效果。

有了全新的板材和块材概念，您的设计将更加多样化。板材和块材的形状和颜色都会影响整个室内空间
的设计。铺设方式对空间感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为您精心设计、量身定制，以确保地面变化带来独特的空间效果。即使使用块材，您也可以实现不同
的铺设方式或呈现不同的颜色搭配。

大多数 noraplan ®设计都可提供的各种板材尺寸。每种标准颜色，都有五种不同尺寸的板材供您选择。此
外，板材或块材如使用同一方向安装，可以对边缘进行倒角处理，以突出板材或块材的特点，打造一个良
好的铺装效果。我们很高兴为您提供个性化的设计支持。

© nora systems GmbH © Studio Beeldwerken

© nora systems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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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尺寸为个性化空间                

提供无限的可能

noraplan®

∼ 610 mm x 205 mm

∼ 610 mm x 305 mm

∼ 610 mm x 610 mm

∼ 610 mm x 152,5 mm 

∼ 1220 mm x 405 mm

norament® norament® arago

∼ 1004 mm x 1004 mm ∼ 1004 mm x 502 mm

∼ 1220 mm x 202,5 mm

© Quapa creative minds

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更多尺寸的板材和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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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rk Wilhe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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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您需求的定制化颜色 
我们可以轻松实现特殊颜色的定制和满足公司品牌

的设计规范。

我们可以提供超过 300 种不同颜色的地板。如果您正在寻找一种特别的色调，我们将很高
兴为您的项目定制一款独特的颜色。我们可以根据颜色体系( NCS，RAL，潘通)为您定制几
乎任何颜色的样品。例如，您可以将同一个颜色的地板应用于整个建筑。任意颜色的地板均
能满足所需的功能特性。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 

• 基色 
• 颗粒颜色  
• 表面结构 

如果您有特殊的需求，只需寄给我们一个色样或您想要的颜色体系代码。然后您将收到相应
的橡胶地板样品，可以用于测试和审批。

© shutter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