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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x 世界  
的幕后工作人员是谁？ 
Etex 世界 是 Etex 集团的内部杂
志。Etex 世界 每年出版两次，共有十
二种语言版本，向全球 42 个国家/地区
全部 17,000 名员工发布关于整个 Etex 
集团的最新动态。

本杂志由宣传团队汇编而成：

编辑： Lyndsay Speirs
主编：Regine Van To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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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竭尽所能使这本杂志成为有趣、有
用和人人喜爱的读物。你对如何进一步
改进 Etex 世界 有什么建议吗？ 或者，
你想要分享精彩的故事？ 请发送电子
邮件至 communications@etexgroup.
com 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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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同仁：

当我畅想 Etex 的未来时，我看到的是一家尚在征途的公司。
在此征途中，我们将推动公司打开新局面，提供令人自豪的建
筑材料，帮助建造更美好的世界。今年，我们做出了许多重大
决策，所有这些决策都旨在进一步实现我们的目标。

成立全球部门简化了我们的工作方式，使我们能够专注于专业
技能（参见第 12-13 页了解详细信息）。在多元化的员工之间
共享 Etex 价值观，在共同的信念和行为准则的驱动下团结一
致，齐心协力打造 Etex 形象（第 16-17 页）。 

我们更加努力地改进创新。我们深知，将一个好的创意成功
变成现实，只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通过法国的大跨度
天花板创新案例（第 18-19 页），我们见证了强大的团队协作
如何为公司创造价值。而且，通过在 Sint-Niklaas（第 22-23 
页）开创新技术的案例，我们已做好准备，确保在竞争中保持
领先地位。 

在我们所有的努力中，安全问题始终至关重要。培训项目 
SafeStart 只是继续确保我们每个人在下班后安全回家（第 
10-11 页）的其中一种方式。员工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是我
们做得更好的动力。帮助有需要的人（第 8-9 页）可以激发对
同事和公司的自豪感。同时，我们体会到共同价值观的力量，
并给我们工作和下班后的行为赋予意义。

在我看来，今天的 Etex 距离三个重点战略目标更近了一步。
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因共同的目标和信念而凝聚在一
起。我们每个人都在 Etex 的征途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此征
途中，我始终与您同在。

Paul Van Oyen

首席执行官

主题：  
讲述我们 
Etex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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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x 公司的最新动态有
哪些？ 在此可了解我们
全球活动的最新动态，
小版块呈现最新热点

组 •

图

为里约奥运添砖加瓦
Siniat Brazil 的同事们近距离参与了今
年的里约奥运会。他们提供用于比赛
的广播中心和奥运村结构的材料。总
计提供了 10 万平方米的石膏板和纤维
水泥板，以及 1.3 吨的石膏粉。我们
的石膏板和石膏粉用于建造和隔离我
们供货的所有建筑物的内墙。纤维水
泥 Superboard 用于建造广播中心的外
墙。 

奥林匹克组织为何希望与我们合作？ 
我们的产品具有极佳的隔音和隔热性
能、易于组装且用途多样。

IT 发展中的下一步： 转
换到 Office 365

Office 365 提供一系列计算机应用程序
和服务，可帮助 Etex 近 1 万名计算机
用户更高效地完成工作。此平台将取代 
Lotus Notes 邮件、日历和聊天工具。
它将改进同事之间的协作，提供在移动
设备上或通过网络访问这些应用程序的
简便方法。

应用程序包括：
• Outlook——用于管理电子邮件和日
程
• Skype for Business——帮助我们在虚
拟空间中会面并相互保持联系
• OneDrive——用于将文件存储到云端

听起来有点复杂？ 不用担心。Etex IT 
部门将提供确保顺利转换所需的所有
培训。

Donatas Dabravolskas / Shutterstock.com

dennizn / 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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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Etex 提供移动客户
服务时发生了什么
Etex 使用移动应用，使产品和服务对
客户唾手可得。以下是两个示例：  
•  Siniat Brazil 的同事们已推出 Gypsum 

Drywall Materials Calculation 应用。
该应用可计算客户项目所需的材料
量。此外，还可在安装等情况下提
供技术指导并找出购买材料的最近
位置。 

•  Etex 屋面分部的同事们已开发了一款
应用，可帮助客户将他们的建筑和翻
修项目具象化。客户可上载自己家的
图片并应用所选屋面产品以
查看最终效果。此外，
还可查看示例项目。该
应用可在匈牙利、波兰
和英国使用。目前正在
制定在 Etex 屋面分部涵
盖的所有国家推广该应
用的计划。

Adera Fybro： Siniat 
Romania 的最新产品
Siniat Romania 的同事们抓住机遇将安
装商的难题转化为成功案例。他们的石
膏测试团队发现，安装商们通常使用玻
璃纤维网来加固易于裂开的墙壁。这激
起了开发以下全新独特产品的意识： 
Adera Fybro。

Adera Fybro 采用玻璃纤维增强的石膏
制成，非常耐用，不易破裂。而且价格
更低，更易操作，对安装商而言是个好
选择。罗马尼亚的同事们做出了巨大的
努力，在工地上展示这种新产品的好
处。他们的热情得到了回报，新产品在
前六周就卖出了 132 吨。而且前景看起
来一片光明： 预计三年内销量会达到 
500 至 800 吨。

Creaton Germany 和 
Eternit Germany 强强联
手
Creaton 和 Eternit 是德国本土市场上的
强势品牌。Creaton 因生产和销售粘土
瓦的专业技能而知名。Eternit 是生产
和销售纤维水泥覆层板、波纹板和混凝
土瓦的领先品牌。

为了增加在德国市场上的曝光
度，Creaton 和 Eternit 将合并他们的产
品系列。这一合并将于 2017 年 1 月 1 
日生效。

Creaton 将成为面向住宅市场的唯一品
牌，而 Eternit 将用作面向农业市场的
联合品牌或合作品牌。Eternit 将继续生
产屋面和覆层材料，但只使用品牌名称 
Cedral 和 Equitone 销售覆层产品。

Creaton 将把其品牌定位为德国斜屋顶
应用的市场领导者，并重点考虑使用新
的配件和组件提高报价。

两家公司的管理团队正在处理整合项
目，以简化德国市场上这一全新的屋面
组织的支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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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tone 七巧板获得皇
室引荐
Euronit Spain 的同事们获得了令人激
动的机会，在 ６ 月 29 和 30 日于西班
牙潘普洛纳举办的第四届国际建筑大会
上介绍和宣传我们的 Equitone 品牌。
大会开幕式由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
揭幕。

国王和王后获赠 Equitone 七巧板作为
礼物。七巧板是由七块板组成的中国智
力玩具，可自由组合成不同的形状和图
案。完美诠释了我们的 Equitone 幕墙
板提供美好设计的可能性。

Eternit China 全力降低
成本和能耗
如果使用方法正确，蒸汽将是一种动
力强大的能源，而 Eternit China 的同
事们就利用蒸汽为生产过程中的各个
环节提供动力。当他们发现一家政府开
办的蒸汽联合发电厂就位于工厂附近
时，他们立即对这个机会进行了充分利
用。Eternit 团队花费两年时间与发电厂
协作搭建了从发电厂直接向工厂供应蒸
汽动力的管道。他们在 2016 年开始使
用该管道。

现在，蒸汽用于为工厂锅炉提供动力。
此外，他们还将蒸汽产生的水循环用于
其他生产过程。通过减少使用能量和
水，他们不仅降低了成本，还减少了对
环境的影响。估计每年可将工厂产生的
二氧化碳量减少 6,600 吨。他们预计每
年可减少天然气用量 220万 立方米，相
当于每年节省 30 万欧元。

正所谓，小蒸汽大用途。

Etex 世界 •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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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业务转售给可靠的 
Lamosa

2016 年 9 月 30 日，我们正式将陶瓷
业务出售给 Lamosa。Lamosa 是一
家墨西哥公司，专业生产瓷砖和黏合
剂。Etex 从事陶瓷业务的时间已有 25 
年。出售此业务后，我们将能够专注于
核心业务。

我们相信，我们以前的陶瓷公司（阿根
廷、哥伦比亚和秘鲁的 Cerámica San 
Lorenzo 以及智利的 Cordillera）的未来
在 Lamosa 手中将更加光明，尤其是该
公司正意图在拉丁美洲拓展业务。 

我们衷心感谢陶瓷分部的所有同仁，正
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和奉献，我们以前的
陶瓷业务才能持续增长。

Etex 帮助智利建造学校
2014 年，智利总统宣布一项野心勃勃
的项目，计划在四年内建造约 4 千所
新学校。他们选择 Etex 作为材料供
应商之一。新学校的外墙使用我们的 
Equitone 纤维水泥幕墙材料。使用我们
材料的原因是这些材料美观、耐用且具
有卓越的隔热和隔音性能。

赢得此项目要归功于覆层分部同事默契
的跨国协作。Equitone 材料由我们位于
比利时和德国的工厂生产。Etex 旗下的
公司 EuroPanels Overseas 将它们运至
智利，然后由当地销售团队进行销售并
分发给正在建造的学校。

最终结果如何呢？ 智利的孩子们拥有
了漂亮的建筑和改进的教育基础设施。

Promat Middle East  
帮助建造全新多哈地铁
线路
卡塔尔的多哈正在建造新的地铁系统。
该项目于 2016 年开始，预计于 2026 
年完工。总计将建造约 300 公里的涵
盖地上和地下部分的地铁线路。完工后
的地铁将分为四条线路 – 红色、蓝色、
绿色和金色，提供将近 100 个地铁站
的服务。

为帮助卡塔尔通勤一族避免火灾和废气
导致的危险，我们 Promat Middle East 
的同事们已为地铁红线提供了 1 万多张 
Promat Durasteel。是什么使 Durasteel 
特别适合这个项目呢？ 这些纤维增强
钢板能够承受高冲击力和压力。它们还
提供长达四小时的防火功能。这些钢板
将用于搭建排烟管系统，该系统将安装
在地铁轨道上方并与高速行进的车厢常
用通道相接。四条多哈地铁线路预计将
于 2019 年开始分期开通。 

Etex 世界 •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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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帮助震后的
厄瓜多尔重建家园

图片报道

2016 年 4 月，厄瓜多尔发生里氏 7.8 级毁灭性地震。
这场巨大的灾难致使 3 万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政府
和救援机构提供了快速解决方案，通过他们的 Casatón 
- Houses for Ecuador 项目帮助灾民重建家园。Etex 公
司 EBM Ecuador 和相邻公司 Skinco Colombia 都提供
了帮助。以上是背景情况。

在厄瓜多尔人需要时为他们提供帮助，Etex 旗下公司 EBM 
Ecuador 与当地机构协作，并捐赠了 20 个 Moduplak 干式施工模
块化房屋包。由相邻公司 Skinco Colombia 提供的这些房屋包是
易于施工的临时住房解决方案。

我们向 Casatón - 
Houses for Ecuador 
捐赠了 20 个模块化

房屋包。

Etex 世界 • 2016 年 12 月

8 足迹



干式施工和预装配解决方案是快速建造的可靠方法。
我们的 Moduplak 包中包括木质框架，配有波纹式纤
维水泥屋顶和纤维水泥板。多亏有这些房屋，地震灾
民有了新的家园。

我们的 Moduplak 干地施工包
非常易于组装，人们可以自行
搭建新家。一些人甚至通过刷
漆来使自己的家充满个性！

许多志愿者捐钱来提供 Moduplak 模块化
房屋包。他们还帮助搭建这些临时庇护
所。 

广播慈善筹款
EBM Ecuador 参与了电视筹款活动，以便提
供和搭建更多这种模块化房屋。该活动共筹
集 100 套房屋的捐款。

厄瓜多尔

拉 丁 美 洲

Etex 世界 •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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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使用 SafeStart 

SafeStart 是一个安全培训项目，重点关注
工作中、家中或在路上的人。研习课程全
是故事、视频、交互式小组练习和讨论，
根本目的是增强我们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
保持安全的能力。

从现在开始到 2018 年末，Etex 的每个员
工都将参加这一培训。如何操作？ 在 16 
周的时间内，你将参加 20 人一组的五个

突破安全停滞期 

过去十年，我们在提高安全绩效方面取得
了进步，但仍存在改进的空间。最近几年，
我们的绩效一直保持不变。通过改变我们
的行为，我们一定能够把安全绩效提高到

一个新的水平。

65%

与工作相关的事故
都因无意识的危险行

为所致

SafeStart： 五个研讨
会，打造更安全的工作
场所和家庭环境

相互协作、增强安全 

为 Etex 的每个人提供安全的工作场所始终是我们的头等大事。
这意味着安全的机器、安全的程序和安全的行为。感谢每个人
的努力，过去几年内，我们已减少了事故和伤害的数量。我们
的目标始终是工作场所零事故，但我们知道，许多事故发生在
工作场所外，因此，我们还需要做更多工作来保证每个人的安
全。这正是我们为所有同事提供 SafeStart 培训研讨会的原因。 

研讨会。你将获得先进的安全意识、技能
和习惯，带回家中并教会家庭成员来保证
大家都安全。

Meldreth 的 Marley Eternit UK 的同事们是
首批参加 SafeStart 培训研讨课程的员工。
他们分享了自己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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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故事
是培训的关
键内容。”

Meldreth 安全经理 Laurence 
Rankin 说。

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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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方面的表现如何？ 
2016 年 1 月至 6 月， 我们发生了 32 起
事故。与去年同期相比，频率从 3.2 降至
今年的 1.8。事故数变少，但严重性超过
去年。这可由严重率看出： 从 0.14 升至 
0.33。这些数字清晰表明，我们所有人应
时刻保持高度谨慎。我们的长期目标依旧
是零事故。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更加注意确
保机器、程序和行为的安全，绝对能够实
现此目标！ 

事故数量

严重率

该数字越大，表明事故严重性越大。

2015 年 1 月 – 6 月2015 2016 年 1 月 – 6 月2016

频率

此频率指每一百万工时内发生的事故
次数。

56

0.14

3.2

32

0.33

1.8

“我们的重点是 Meldreth 的每个员工都理
解这些培训课程的价值并主动参与所有课
程。我们现在的挑战是，确保每一个人在

工作中践行 SafeStart 原则，将其融入到日
常安全文化中。”

Meldreth 厂长 Ian Clark 如此说道。

突破安全停滞期
过去十年，我们在提高安全绩效方面取得了进步，但仍
存在改进的空间。最近几年，我们的绩效进入停滞期。
通过花时间提升个人安全技能和习惯，可将我们的安全
绩效提高到一个新水平，除工作场所外，还将我们强大
的注重安全的文化带给家中至爱的亲人。

2015 年 1 月 – 6 月2015 2016 年 1 月 – 6 月2016

2015 年 1 月 – 6 月2015 2016 年 1 月 – 6 月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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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的员工

各分部如何助力 Etex 
在全球各地开花结果

实际战略

为了向世界展示我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我们的全球
分部专注于通过专业技能引领我们在实现
三个重点战略目标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我们的三项战略重点工作确立了我们的发展方向。

赢利性成长 运营绩效

Etex 世界 •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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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 Etex 征途中的作用

成为所选工业领域的领先公
司，比如，油气、能源、海
运、交通。

我们的产品

• 高性能隔热和防火产品，如
面板、隔热毯

我们在 Etex 征途中的作用

在 Etex 活跃的所有地区保持和
促进两位数的增长。确保我们
的全球品牌是目标用户首先想
到的品牌。

我们的产品

• 纤维水泥幕墙板

我们在 Etex 征途中的作用

在今天为未来的建筑开发解决
方案。

我们的产品

• 纤维水泥和石膏建筑板及相
关配件

• 防火和干式建筑系统

我们在 Etex 征途中的作用

成为小型屋面材料的所选住宅
市场的领导者以及商业、农业
和其他市场的全球供应商。

我们的产品

• 屋面系统和组件
• 纤维水泥板和波纹板
• 粘土瓦和混凝土瓦

Etex Building 
Performance

Etex 
Cladding

Etex RoofingEtex Industry

Michael
Fenlon

Michel
Klein

Steven
Heytens

Jean-Pierre
Hanin

主要品牌

市场驱动力

• 模块化和预装配建筑方法 
（更快）

• 可持续的节能产品
• 数字技术帮助客户

我们的作品出现在哪里

ICE 音乐厅、剧院和国会大厅
（波兰）

主要品牌

市场驱动力

• 建筑师看重我们材料的设计
潜力

• 房主需要吸引人的、结实耐
用且轻便的安装材料

• 环境法规要求使用可持续使
用的材料和建筑方法

我们的作品出现在哪里

爱尔兰节庆礼堂（奥地利）

主要品牌

市场驱动力

• 业界寻求完整解决方案而不
是简单产品

• 能源管理、安全标准和法规
• 公共交通和城市化

我们的作品出现在哪里l 

空中客车公司所有商务班机的
隔离解决方案

主要品牌

市场驱动力 

• 建筑业的全面全球发展
• 屋顶技术和系统日益增加的

重要性

我们的作品出现在哪里

国家马戏艺术中心的幕墙和屋
顶（法国）

Etex 世界 •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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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前六个月
的业绩

半年取得的业绩

业绩相当不错

深入了解业绩

2016 年下半年展望

2 亿 1 千 6  
百万欧元  

8 亿 8  千 5  
百万欧元  

= 销售的商品与服务的总价值

-2.8% +6.8% -13.8%

= 经常性营业产生的现金金额； 
根据所用资源衡量这一点

今年下半年，在供货范围和汇率相同的情况下，预计销售额和经常性 EBITDA  
都会有小幅度的增加。我们的债务将低于去年

所有部门的销售额都有所增加（如果不计汇率影
响）

能源费用更少 = 生产产品时的成本更低

在中欧和英国业绩良好

积极面 消极面

汇率差异，我们统一使用欧元计算业绩

一些地区的市场条件有差异 

德国和巴西的业绩欠佳

= 从银行等地借钱而欠下的款
额  

（与 2015 年同期相比）

收入 经常性 
EBITDA

债务

14 亿 8  
千万欧元 

Etex 世界 •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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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Eternit Saint-Grégoire 工厂

工厂信息

Eternit Saint-Grégoire 从 1962 年开始生产一系列纤
维水泥板。目前，该厂每年出产的屋面材料和配件
的面积达到惊人的 550 万平方米。其中，50 万平方
米被运至比利时市场，120 万平方米被出口到英国和
爱尔兰。其中一种产品是斜切边 Kergoat 板。Saint-
Gregoire 拥有业绩记录良好的高品质专业生产技术，
是 Etex 集团内唯一生产此类板材的 工厂。

工厂总监

Marc Lamour

产品
斜切边 Kergoat 板  

这些板只在 Saint-Grégoire 生
产。

Orléane 方形切边结构式光滑

板

Saint-Grégoire 生产在住宅市
场的幕墙和屋顶上使用的纤维
水泥板。

查看有关  

Saint-Grégoire 工厂的

简短影片。仅提供法

语版。

“我总是在寻找改进工作方式的方法，不只是提高
产量，而是保证每个人的安全同时确保产品质量。
我对于整个团队的努力工作深感自豪。”      

法国雷恩

100 名员工

Etex 世界 •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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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我们的价值观

践行 Etex 价值观

价值观是我们行事方式的核心。它们帮助我们确定 Etex 公司的
意义，指引公司团结共进。今年，人力资源团队已开始通过 Etex 
Values Box 游戏向全球同事宣传 Etex 价值观。但是，仅熟悉价
值观是不够的，还需要践行它们！ 有时，最微不足道的行为也
能造成天壤之别。阅读一些同事的示范行为，了解他们如何践行 
Etex 价值观。

摄影师： David Van Hecke

图中女士从左至右分别为： 
Ann Selleslagh (EuroPanels), Marie Anne Adriaensens (Etex Cladding), Kristien Vandevelde (Redco), Claudia Saez-Alvarez (Eternit),  
Nancy Taelemans (Etex Engineering), Veerle Hamelrijckx (Eternit), Lieve Guilliams (Eternit), Ingrid Moens (Redco), An Jeurissen (Eternit), Linda De Wit (Eternit)
图中未示出的为：  
Katrien Weytjens (Eternit), Ann Boschmans (Eternit), Godelieve Van der Auwermeulen (Eternit), Inge Wyns (Etex IT), Agnes Peeters (Etex IT)

Etex 世界 • 2016 年 12 月

16 才华横溢



玩 Etex Values Box 游戏
为游戏者提供不同情境，他们可运用价值观帮助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款
游戏是一个机会，开启了关于 Etex 价值观的讨论以及我们在不同情况下
如何最有效运用这些价值观。还未玩过该游戏？ 2017 年将在你所在的分
部举办研讨会。

Promat Middle East 的同事们在如何帮

助人们发展和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和网络

方面为我们树立了良好榜样。

为了进一步接近客户，了解他们的需
求，Promat 的同事们组织了研讨会和
技术讲座。他们还利用这些活动确保客
户了解当地的消防规范。五月份，他们
为经销商和施工方举办了一个有关防火
的研讨会。九月份，他们又为工程师、
建筑师、项目经理、区域消防队和民防
队举办了一个有关防火管道系统的技术
讲座。这些活动使信息交换更简单，同
时向客户展示了我们与他们协作实现共
同目标的决心。他们还计划在今年后半
年和 2017 年举办更多活动。

培养人，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和网络 做正确的事，享受卓越表现 主动推动有价值的变化

开拓引领追求卓越的激情沟通和关怀

比利时卡佩尔奥普登博斯分部的管理助

理们对于做正确的事和追求卓越充满热

情。他们互相帮助，更高效地工作，使 

Etex 保持甚至达到更高标准。

来自多家 Etex 公司的十五位管理助理
决定进一步改进公司间的协作。为此，
他们组建了卡佩尔奥普登博斯管理助
理团队。团队成员之间交换知识和信
息，旨在标准化工作方式以提高效率。
他们还每年参加培训活动以了解最新趋
势。他们目标明确、充满自豪感并保持
积极的态度，共同为内部客户提供最
佳服务。

Durlock Argentina 的自信创新者推动有

价值的变革。

Durlock Argentina 的同事们凭借 2015 
年开发的新型石膏板吊顶 CIEL，令竞
争对手望尘莫及。他们对于为客户提供
最佳解决方案充满热情，他们挑战现
状，开发出重量更轻的石膏板吊顶，
这是阿根廷市场上的全新产品。客户
的积极反应表明，Durlock 的同事们的
创新努力将使他们的成绩超出客户预
期。该产品是 2015 年 Etex 创新奖的亚
军得主。

Etex 世界 •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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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分 5 步将创
意转换为成功案例

成功源于创新

我们对创新进行投资的原因很简单： 这是我们决胜未来的入场券。集团队
之力各司所长是我们将新奇创意转换为成功业务的方式。比如， 在集团下
属的法国 Siniat 公司，由技术人员、市场推广人员和研发人员组成的团队
密切协作，开发了一种新型天花板系统，该系统中，用于支撑板的金属框
架之间具有更大的空间， 我们称之为大跨度天花板。请阅读以下内容了解
具体产品以及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

协调该项目的团队拥有在不同领域具有丰
富经验的才华横溢的同事，从机械和认证
专家到技术开发、市场推广、销售和物流
专业人员，涵盖所有方面。他们在创新过
程中脚踏实地，逐步前进，历经五个主要
阶段。

现已退休的 Roger Arese 曾就职于法国阿维农的 Siniat 技术开发
中心，是他提出了一个将改变我们安装天花板的方式的创意： 大
跨度天花板系统。这种系统将降低安装公司的成本，并大大提高
现场的工作效率。项目团队非常急切地想深入了解这一系统。

协调项目的团队成员名单：

Emilie Savanier 
产品经理

Nathalie Jourdan 
产品营销经理

Celline Darras 
市场分销经理

Mickael Jahan 
认证经理

Eric Turboult 
创新总监

Tomasz Plucinski 
接合剂和石膏营
销主管

Emmanuel Vial 
系统和附件专家

Marie Gaget 
Martin 
产品管理主管

Salvador Duarte 
产品和系统营销
主管

绝妙创意！

Etex 世界 •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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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回答一些关键问题： 该创意是否存在潜力？ 我们是否需要它？ 客户是
否需要它？ 我们是否有资金制造它？ 我们能否保证它在技术方面有效？ 我
们能否保护好它以避开盲目模仿的竞争对手？

在阿维农的技术开发中心的一系列开放日内，该团队向我们的一些
客户演示了该创意。客户的反响非常令人鼓舞。这是该项目的转折
点，此后就进入了快车道。

下一个挑战是什么？ 为了进一步开发新产品并彻底测试，考虑所
有可能的配置和潜在问题。然后，验证产品，确定安装时间和成
本是否确实降低。

整个团队期盼的那一刻终于到了： 6 月份，他们在法国市场以 
Prégy-XL 的名称推出大跨度天花板。然而创新故事到此并未结
束。未来，Prégy-XL 将被转到其他 Siniat 公司，以便这些公司也
能从该创新产品获益，我们已拥有实践证明有效的解决方案，当然
要一起分享！ 

聚焦 Prégy-XL  
它是什么？ 

首个具有更大天花板通道间距的干地施工
天花板系统（通道间距为 800 毫米，而不
是通常的 600 毫米）。凭借特制的防塌石
膏板实现更宽间距。

有哪些好处？ 

提高现场工作效率，降低安装成本
凸显 Siniat 技术创新专家形象。

市场表现如何？

推出后仅 3 个月，Prégy-XL 已进驻法国 
150 家商店
目标是提高 Prégy-XL 在天花板应用方面的
销量和市场份额。

是否有效？

客户是否会使用？

制造并测试

推出创新产品

Etex 世界 •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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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采石场到修道院： 
我们如何使屋面瓦看
起来“与旧的无异”

利用我们的专业技能满足客户需求

即使要求极高，我们也能找到办法来满足。要翻新已有一千年历史的
屋顶，奥地利的 Göttweig Abbey 修道院需要数量高达 63 万块的新屋
面瓦。而且，粘土瓦还需要看起来像真正的古旧物。凭借一种智能的生
产工艺，我们位于德国 Creaton 的同事制作出看起来“与旧的无异”的 
Ambiente 粘土瓦。这一解决方案完美满足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
界遗产的历史遗迹的需求。 

1 从采石场提取粘土，然后运送到生产工地。 2 将粘土压碎成
细粒，再通过两个滚筒辗粉机，然后存放 4 周。 3 再次混合粘
土，继而通过真空挤压机，然后切割为相应尺寸和形状。  
4 将瓦片置于隧道式干燥机中不超过 36 小时以便干燥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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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4 6

7

8

地点

Dunkelstein forest, Krems an der Donau,  
奥地利

工作内容

Göttweig Abbey 屋顶翻新

公司

Creaton Germany
 
希望查看该项目的完整情况？ 请在以下位置
查看视频： 
http://bit.ly/EtexClaytiles

（表面积相当于 2.5 
个足球场）

63
万块屋面瓦

5 在瓦片表面涂抹特制涂层和釉料。 6 将瓦片置于 1,100 摄氏度
的窑中烧制 10 至 20 小时。 7 进行质控检查，确定有无裂缝、
尺寸是否合格、颜色是否匹配以及含水量是否适合。 8 将瓦片
堆叠在托盘中运送至 Göttweig Abbey 翻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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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凝胶如何从火星进
入建筑世界

技术无边界

曾听说过气凝胶吗？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好奇号”火星
探测器探索红色星球时使用这种隔离技术，以防止其身上的热
量流失。使用这种特别材料的并非只有美国航天局一家。我们
位于比利时 Sint-Niklaas 的公司的同事们已使用气凝胶开发了 
Promasphere，一种独创的隔热解决方案，适用于工业应用，
以及未来的建筑市场。

什么是气凝胶？

气凝胶因先期费
用高昂而主要用
于工业应用：

纳米技术：  

单位极小的技术
一纳米 = 十亿分之一米

航海 航空航天

性能涂料， 

如油漆 汽车 建筑

微孔物质：  

由许多小孔组成，允许气体交换
但阻挡许多分子

热绝缘属性：  

停止在物体之间导热
轻质：  

90% 都是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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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x 如何使用气凝胶？

Promasphere 有哪些特殊之

我们如何走到今天？

5-20 毫米厚 – 
竞争对手不提供
此类规格的产品

很长时间以来，气凝胶技术一直位于 Microtherm 研发团队的目标名单上。以下是该技术在我们的产
品之一中用作核心材料之前的发展历程。

5mm to 20mm

缩短安装时间，
降低成本

提供适于 100-400°C 温度
范围的绝缘材料，完善了现

有产品系列

其技术可最大
限度减少从毯
中漏出的灰尘

制作热绝缘毯： Promasphere

由 Etex Industry 分部
使用： 集中于工业应
用，比如油气市场的
管道绝缘

由 Sint-Niklaas 的工厂生

产比利时

Sint-Niklaas 工厂随 
Microtherm 一同被 

Etex 收购

20
10

20
13

20
16

20
17

20
18

在油气业推出 
Promasphere

计划在市场上推广 
Promasphere

探索气凝胶技术在诸如隔音或
防火毯等其他 Etex 应用中的可
能用途或者用作石膏板或硅钙
板（一种硅板）的添加剂。

Sint-Niklaas 的同事们开发并测
试用于制造 Promasphere 的气

凝胶技术和设备 

100°C

40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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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公司

©SOM + Assar Architects

地点

比利时布鲁塞尔

时间

2011-2016

公司

Promat International Belgium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总部

产品

• PROMATECT® 防火板，用于钢保护、导管和分区
• PROMASPRAY® 防火砂浆，用于钢保护
• PROMASTOP® 防火封堵材料 
• PROMAT®SYSTEMGLAS 防火玻璃

摄影师： 比利时国防部 - COMOPSAIR - Michael Moors- Michael Mo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