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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Rubber）是指具有可逆形变的高弹性聚合物
材料，在室温下富有弹性，在很小的外力作用下能
产生较大形变，除去外力后能恢复原状。
橡胶的分子链可以交联，交联后的橡胶受外力作用
发生变形时，具有迅速复原的能力，并具有良好的
物理力学性能和化学稳定性。橡胶是橡胶工业的基
本原料，广泛用于制造轮胎、胶管、胶带、电缆、
橡胶地板及其他各种橡胶制品。

三叶橡胶树提供最多的天然橡胶，其他像
无花果树等也能提炼少量天然橡胶

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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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可分为硬胶和软胶，生胶和混炼胶等。
按性能和用途分：

橡胶的分类

橡胶类型 主要特性 典型用途 备注

天然橡胶NR 回弹性高，耐磨性高
车辆轮胎、胶鞋、胶带
空气弹簧等及工业制品

用于多种用途

异戊橡胶
具有和NR几乎相同的性能，
比较稳定

车辆及飞机轮胎，可用于代替NR
拉伸强度低于NR但价格比
较稳定

丁苯橡胶SBR 耐热性达100℃
轮胎、胶鞋、胶布、体育用品、床
垫、蓄电池外壳胶带等工业制品

常用来代替NR的通用型橡
胶

顺丁橡胶 耐低温和耐磨性好
汽车及飞机轮胎、胶鞋、减震橡胶、
胶辊、胶带、胶管、塑料改性等

耐磨和NR相等，而耐低温
性较好

氯丁橡胶
耐热、耐臭氧性好，耐热达
100℃

电线护套、输送带、减震橡胶、门
窗嵌条、胶粘剂、胶布

与油共混性好，同时还具
有良好的耐候和耐臭氧性

丁基橡胶
良好的耐候性、耐氧性、气
密性、耐极性溶剂

内胎、硫化胶囊、屋面材料电线护
套。门窗嵌条、蒸汽胶管、耐热输
送带

卤化后可改善与金属的粘
接性能

丁腈橡胶
良好的耐油性（120℃）耐
磨性及耐老化性

油封、垫圈、耐油胶管、印刷胶辊、
纺织皮辊等耐油制品

汽车工业的标准材料

三元乙丙橡胶
良好的耐老化性、耐臭氧性、
耐极性液体性、最轻的橡胶。
电性能好

电线护套、汽车挡风条，门窗嵌条、
蒸汽胶管、输送带等

通用型具有良好的耐热性
和耐候性

橡胶地板主要材质：天然
橡胶和丁苯橡胶橡胶可分
为硬胶和软胶，生胶和混
炼胶等。



5

UNI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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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卷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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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711 卷材系列

首批上市卷材系列为25个流行色，大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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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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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和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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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可分为硬胶和软胶，生胶和混炼胶等。
• 采用德国生产工艺；
• 先进的全自动一体化控制设备，产品的稳定性高，避免色差；
• 严格按照美国ASTM F1859及欧洲EN标准制造生产；
• 获得ISO 9001品质保证认证；
• 获得ISO 14001认证；
• 获得FLOORSCORE环保认证（目前三大品牌只有阿姆斯壮橡胶有FLOORSCORE认
证）

生产设备和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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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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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品质的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

• 天然矿物质原料-硅质土；

• 环保填料；

• 环保色料

优质的原材料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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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含塑化剂和卤素
(如: 氟 Fluorine (F), 氯 Chlorine (Cl), 溴Bromine(Br) &碘Iodine(I)）。

• 不含石棉Asbestos及重金属 （如: 鉛Lead, 汞Mercury(Hg)和鎘Cadmium(Cd)）
• 燃烧不会释放戴奧辛、盐酸及氯气。
• 不含甲醛、甲苯及二甲苯。
• 可以回收再利用，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和人体危害。
• 常溫下无有害气体(voc)的释放。

阿姆斯壮承诺：
阿姆斯壮橡胶地板不含回收再生橡胶
而再生橡胶是指第一次生产后，再回收重新进行第二次、
第三次等多次再生产的原料

(回收再生橡胶影响橡胶地板物理性能，稳定性差，
成本低，产品容易黄变和老化)

优质的原材料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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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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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711 卷材系列

锤击纹小波纹
（R10防滑）

平面纹

橡胶卷材中同质透心+锤击纹目前只有阿姆斯
壮提供；

三种纹路推广期间统一价格（竞品平面纹最
便宜，其他纹路价差大）

小波纹提供R10防滑，推广期间统一价格

纹路选择和卷材规格

R711卷材规格：
尺寸：1.22M*15M      
厚度：2.0mm/2.5mm/3.0mm/3.5mm/4.0mm



品牌 Armstrong 某N品牌 某M品牌

2mm卷材结构 同质透心结构 表面撒花结构 表面撒花结构

纹路选择 3种可选 2种可选 1种

卷材锤击纹 可提供 无 无

FLOORSCORE认证 有 无 无

生产周期 60天 90天 90天

R711 卷材系列

与竞品对比



阿姆斯壮R711
为同质透心结构

其他品牌卷材
为撒花结构

R711 卷材系列

与竞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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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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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项目 Test Item
测试方法

Test Method

标准

Criteria                                                                                      

防火 GB8624-2012 B1-s1 t0

阻燃性能 GB8624-2012 ≥Cf1

有害物质限量 GB18586-2001 pass

TVOC ISO16000                 pass

SVHC REACH174 pass

重金属 EN71-3                        pass

耐化学性(耐污） ISO 24987 pass

防滑 DIN51130 ≥R10(Wave Texture)/R9

厚度 EN ISO24346 2.0mm(+0.15mm/-0.15mm)

加热尺寸变化率 EM ISO 23999 (+0.3%/-0.3%)

色牢度
ISO105-A02                           

ISO105-B02
6

长和宽 HG/T 3747.1-2011 1.22X15M(不允许出现负值）

动态摩擦系数 EN13893 DS

柔韧性 EN ISO 24344 Met.A 20mm

抗静电性能 EN1815 <2kv

邵尔硬度测试 ISO7619 A类 ≥88

吸音测试 ISO 10140-3 6db

耐烟蒂灼烧 EN1399
Met. A≥4                                                                                                            

Met. B≥3

UNIPLUS R711 橡胶卷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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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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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711卷材系列

样本（可以订购）

A4样片（可以订购）

销售工具（6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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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711卷材系列

供货期：标准生产是订单确认后45天内

起订量：一个20尺货柜，大概3000平米，每
个SKU500平米

可定制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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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711卷材系列

• FLOOR SCORE

• 原材料中不含回收料

• 三种纹路可选,灵活性高,锤击纹可提升竞争力

• 同质透心结构，2.0mm/2.5mm/3.0mm/3.5mm/4.0mm可选

• R10防滑

• 货期短，60天标准货期

阿姆斯壮
橡胶地板
隆重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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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系列敬请期待



25

有地板的地方就有Armstrong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