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s sind die ausgewählten Innovationen 2015 & 2016

Die zehnköpfige Jury mit Experten aus Design, Architektur, Raumausstattung, 
Presse und Immobilienwirtschaft hat die Produkte auf kategoriespezifische 
Kriterien hin überprüft und unter folgenden Aspekten ausgewählt: Relevanz für 
die verschiedenen Zielgruppen, technologische Neuerungen, Designkonzept und 
Qualität.

Selected Innovations 2015 & 2016

A jury of ten experts from the fields of design, architecture, interior design, the 
media and the property market assess the products in the respective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specific criteria, including their relevance for the various target group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sign concept an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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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iDecking创新体系，等
于选择了行走在完全洁净的
装饰面。

事实上，iDecking的安装方法，
让您的装饰物表面不再有因为
用，螺丝钉、螺丝刀、胶水等传
统的安装方法而带来的影响美观
和技术的因素。

螺丝钉

不用

……对于这些传统安装方法而导致的问题，

会说“拜拜”！



10
0%

环
保DURO是iDecking新开发的一

种全新的，整合装饰面和墙面
覆盖层的一种完全尊重大自然
的环保材料。

DURO 材料主要由稻壳组成：
一种只能通过燃烧而产生二氧

化碳的农业废弃物。

很显然，DURO是100%的可
回收利用的环保综合材料
的最佳选择。



iDecking大幅减少了定
期和特别维护的需求。

我们的创新体系有力的
避免和修饰了符合材料
和纯木装饰面的所有弊
端。

护
成
本

低维



节省时间就是节约成本!

iDecking创新体系的安
装速度比传统的安装方
法提升了5倍，变得高
效而简单。

快
速

安装





Coffee

Teak

White

AgedTerraClear

自
定
义

颜
色

一个很好的消息！

DURO是一种像木质材料一样可以做表面处理，

着色和再生的新型材料。

iDecking有很多可以为装饰面做颜色和防
护处理的选择。

如果您对我们的标准颜色不满意，没关
系，我们可以为您定制您想要的颜色。





工作的？ 

iDecking是怎么

安装iDecking只要用您的脚!



EASYCLICK
EASYCLICK
EASYCLICK 您会相信只要用脚就可以安装装饰面吗？



EasyClick的体系
EasyClick是一个只需要用简单的踩踏方式来安装iDeck的创新方法。无需用螺丝钉、螺
丝刀、胶水等传统方法。

EasyClick的特殊支持让您的由于安装错误导致的各种风险一扫而空。它能保证减少安
装时间和提高整个地面的抗阻力性。

EasyClick体系是怎么工作的？

EasyClick实质上是一种由事先安装好的特殊尼龙夹子组成的底座结构。您可以把我们
特殊的装饰面放在这个底座结构然后用踩踏的压力使其固定。

EasyCliCk体系的亮点是什么？

• 安装装饰面速度比传统的安装方法提升了5倍
• 无需用螺丝钉、胶水和传统的夹子。
• 安装错误零风险
• 不费力气的安装方法
• 无水滞
• 强有力的总阻力
• 自动固定和自动校准功能



专业的装饰面施工者将非常高兴，因为iD e c k i n g 
EasyClick安装方法不用他们每天跪着工作，还将彻底的
减少安装的时间！

您会对冗长的工作时间说“拜拜”，因为我们EasyClick
的体系会自动校准！

EasyClick的底座结构被置于每个40厘米厚的地面，每一
个底座使得每一块板有四个不同的支撑点来增强整个地面
或墙面的支撑力。

特殊的夹子可以按照客户的意愿随心所欲的改变装饰面的
结构和设计。

装饰面施工者区域 甩掉
烦恼!!!



iJaCk解決了膨脹的問題！

iJac
iJack可無論是EasyClick和EasyChange DURO板

关于EasyClick的夹子
夹子A

主要的夹子，嵌入在标准的底座结构。
这个夹子连接了整个结构，是为了增
强装饰面或墙面覆盖层的线性设计感。

example

AD AS

夹子AD / AS (半个夹子A )

如果不能用夹子A，可以用这些夹子，
在饰面的右边（夹子AD）或者在饰面的
左边（夹子AS）。这些夹子是在不能用
夹子A的情况下使用，地面的最左侧用 
夹子AS，最右侧用夹子AD。

example

夹子B

这个夹子被用于安装2个垂直面和1
个水平面，可以转换设计方法。

example

BD BS

夹子BD / BS (半个夹子B)

这些夹子是在不能用夹子B的情况下使
用，地面的最左侧用夹子BS，最右侧用
夹子BD。

example

CLIP BS + AD

CLIP AS + BD

CLIP BD + BD or BS + BS

几个EasyClick夹子的组合模式。







EASYCHANGE
EASYCHANGE
EASYCHANGE

2. 拆除与替换1. 转动钥匙

您会相信不用螺丝刀就可以

把一个或者更多的装饰面板拆除吗？



EasyChange的体系
EasyChange是世界上唯一的只需要用一个提供给客户的特殊的钥匙就可以把每个
iDeckSystems的木板拆除或替换的一种全新的系统。无需螺丝刀、螺丝钉、胶水和传统
的夹子来安装。

EasyChange的特殊支持让您的由于安装错误导致的各种风险一扫而空。它能保证减少安
装时间和提高整个地面的抗阻力性。

EasyChange体系是怎么工作的？ 

EasyChange是一种由事先安装好的特殊的旋转尼龙支持组成的底座结构。我们的特殊装
饰面被放这个底座结构，然后用我们的特殊钥匙转动使其固定好。

EasyChangE体系的亮点

• 可以在任何位置随意拆除和更换

• 安装的时间比传统方法减少一半

• 力量和阻力提高了

• 无水滞

• 总阻力强提高了









材料

复合材料和纯木材料



DURO
Duro是iDecking在近几年内对墙面和地面材料改革创新的研究和实验的基础上
新开发的并获得专利的的一种全新的材料。

尽管它的配方是保密的，但是我们可以告诉您，它的主要分是稻壳：一种农业
废弃物。和纯的高分子聚合物混合，形成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万能材料。 

Duro看上去极其的自然，它可以为用户做多种颜色的处理。 

我们的任务是创造一种非常环保的材料，事实是Duro是百分之百可回收！

Duro装饰面的安装可以用EasyClick和EasyChange两种安装方法。他们可以安
装在平滑或者是防滑的表面，请看下页可安装的表面的列表：

DURO材料的亮点

• 100%环保 – 100%可回收
• 低维护成本
• 非常好的稳定性和很长的寿命。
• 可以按照您的喜好做处理和改变颜色。
• 没有碎片，可以赤脚走！
• 防潮和防水
• 抵抗紫外线
• 防虫害
• 耐高温 （B1）



DURO
DURO
DURO

EasyClick EasyClick EasyChange

DURO 毫米 140x25x2800 
平滑表面

DURO 毫米 140x25x2800 
防滑表面

DURO 毫米 125x25x2800
平滑表面

铝的底座结构
毫米 21x62

铝的底座结构
毫米 21x62

铝的底座结构
毫米 25x50

您会相信只用稻壳
就能做具有创新、稳固和环保性能的装饰面吗？







DUROExcellence 

DUROExcellence  系列使我们特有的复合材料达到一个全新的水平，这是些耐用的彩

色装饰面板，呈现出最天然的外观。PVC原生料和稻壳复合物在压制前被着色，这有助

于自始至终地保证每块面板颜色的均匀性和纹理的一致性，也使得装饰面板的颜色更

加持久，与染色相比，更能对抗刮擦和褪色。 

DUROExcellence 有七种颜色可供选择，其中六种颜色带有木纹效果，使得每块面板

看上去都很独特！由于这是常规的DURO，DUROExcellence 属于一种环保而又感觉

天然的材料。 DUROExcellence甚至保持着真实木纹的超棒效果以及因年久而产生的

光泽， 可用于EasyClick（简易踩踏）和 Easy Change（简易替换）的面板安装系统。

DURO Excellence 材料的亮点有哪些？ ?

• 压制前被着色
• 六种颜色的木纹效果
• 环保 - 100％可循环再用
• 低维护
• 极其稳定和耐用
• 无尖细碎片，欢迎赤脚走路！
• 抗风化及防水
• 防昆虫和白蚁
• B1级防火
• 可用于EasyClick和EasyChange安装系统



可用顏色

TEAK COLOR
實木效果

Tensile strenght at break 35.1 N/mm2

Elongation at break 3%
Thermal conductivity 015 W / (mk)
Density ca 1280Kg/m3

Nail withdrawal test ASTMD 6117 105 N
Screw withdrawal test ASTMD 6117 312 N
Humidity behaviour very low humidity absorption 

no dimensional change
Water absorption very low humidity absorption 

no dimensional change
0,26% 
ASTM D570

Linear expansion at 40°C Temperature 0,13%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Formaldehyde emission <0,01mg per m3 per hour

EMISSION TEST 
(TUV SINGAPORE, SEPTEMBER 2010)

DEHP (Di-ethylhexylphtalate) <0,003mg per m3 per hour
DBP (di-n-butylphtalate) <0,003mg per m3 per hour
BBP (Benzybutylphtalate) <0,003mg per m3 per hour
Fire Behaviour B1

PHTALATE EMISSION

RAW MATERIAL rice husks, virgin pvc

DURO
Tech Details

Slipperiness CEN/TS 15676 pass
Falling mass impact resistance EN 477 pass
Flexural properties EN 310 pass
Creep behaviour EN 15534 pass
Moisture resistance under cyclic test conditions EN 321 pass
Swelling and water absorption EN 317 pass
Linear thermal expansion ISO 11359-2 pass

Hamburg University TESTS

TERRA COLOR
實木效果

MOOR OAK
實木效果

DENIM
實木效果

SADDLE
實木效果

DARK CHOCO
實木效果

IVORY WHITE
-







ETHERNO    100% 竹材料

iDecking Revolution是一家在装饰系统和材料创新领域领先的公司，一直致力于绿

色和环保的最新解决方案！于此基础上产生了我们的ETHERNO：一款新型装饰材

料，100％由竹材料制成。

竹子的生长比树木快得多，是地球上最丰富的资源之一，这使得ETHERNO成为一

个获得CE和FSC认证的环保产品。由于采用了专门的“深度碳化”过程，我们的天然

ETHERNO在强韧度、稳定性和耐用性上有卓越的表现。

ETHERNO装饰面板可在EasyClick（简易踩踏）和EasyChange（简易替换）系统上

安装。

ETHERNO 料的亮点有哪些?

• 环保 - 100％由竹材料制成
• FSC认证的产品
• 低维护
• 极其稳定与耐用
• 无尖细碎片，欢迎赤脚走路！
• 抗风化及防水
• 自然老化并因年久而产生光泽
• 防昆虫和白蚁
• 阻燃（1级）



BAMBOO
BAMBOO
BAMBOO

ETHERNO 140x20x1850毫米
平面或防滑表面

EasyClick EasyChange

铝的底座结构
21x62毫米

铝的底座结构
25x50毫米

竹子生长要比树木快得多，是地球上

最丰富的资源之一。

这使ETHERNO成为获得CE和FSC认证

的环保产品。

ETHERNO 140x20x1850毫米
平面或防滑表面







EasyClick

铝的底座结构
毫米 21x62

EasyChange

铝的底座结构
毫米 25x50

IPE  90
毫米 90x25

EasyClick

铝的底座结构
毫米  21x62

EasyChange

铝的底座结构
毫米 25x50

IPE 90
毫米 90x25 

纯木装饰面和墙面板

柚木 
毫米 120x19

柚木 
毫米 120x19

可选两平滑和防滑的表面 可选两平滑和防滑的表面 可选两平滑和防滑的表面 可选两平滑和防滑的表面



WOOD
WOOD
WOOD

IPE 140
毫米 140x25

ANGELIM AMARGOSO
毫米 120x21

ANGELIM AMARGOSO 
毫米 120x21

EasyClick

铝的底座结构
毫米  21x62

EasyChange

铝的底座结构
毫米  25x50

EasyClick

铝的底座结构
毫米 21x62

EasyChange

铝的底座结构
毫米  25x50

IPE 140 
毫米 140x25

iDecking Revolution提供一系列名贵木

材，如柚木、重蚁木、异叶瓦泰豆木，

始终按照最新的国际法进行采购。木材

面板的尺寸可能                          

会因市场需求而有所不同。

可选两平滑和防滑的表面 可选两平滑和防滑的表面 可选两平滑和防滑的表面 可选两平滑和防滑的表面



Clear Coffee Teak Aged White Terra

DURO ETHERNO

毫米20x140

Ipe 90

毫米25x90

Amargoso

毫米21x120

Teak Ipe 140

毫米19x120 毫米25x140

DURO Step簡介 (為EasyClick系統)

该EasyClick步骤可用于我们的“可踩踏”角型材。

创建步骤，轻而易举地构筑您的板面!

DURO是自然色，没处理的。 为了保持最原有的颜色，DURO应该要用以下其中一种处理方法。 感谢纳米技术的整
合，这些特殊油漆的保护使得DURO能够防止污垢和斑点，方便清洗。

边板

处理和着色

毫米 25x70

毫米 10x95



iDecking Revolution

iDecking Revolution是一家擅长在户外装饰面和墙面领域进行改革创新的意大利公司。 
我们的公司成员多年来一直在和世界上有名的建筑师、设计师和有资历的装饰面施工人
员学习研究和实验。 这个给予了我们可以解决传统工艺和传统原材料所带来的主要问题
的一个机会，在装饰面领域开始了一场真正的革新。

• 您会相信只要用脚就可以安装装饰面吗？
• 您会相信无需用螺丝刀就可以从装饰面的任何地方都能拆除每个木板吗？
• 您会发现只用稻壳就能让您制作最创新最耐用和最环保的装饰面吗？

iDecking让所有的可能变为现实！ 

我们的专利EasyClick和EasyChange体系，简化并改革全世界都在用的传统的安装方法。

DURO是具有创新性和和百分之百可回收的材料的一个名称，它可以通过iDeck 体系解决
传统木质材料所带来的稳定性，耐阻力性和耐用性等问题。





FAQ
FAQ
FAQ

iDeck srl
S.S. Cassia Km. 62,200 - 01019 - Vetralla (VT) - ITALY

info@idecksystems.com - www.idecksystems.com

DURO是什么做的？ 
DURO是由纯高分子聚合物PVC的混合材料和农业废弃物-稻壳，通过机密的流程如膨化、挤压等环节的创新而研制的一
种特殊材料。

DURO怎么被加工？ 
DURO的加工方法和木头的加工方法一样，像一个柚木一样，用标准的木材加工机器和工具，可以被切割，车床，钻
孔，打磨，粘合和喷漆。

怎样保持表面干净和漂亮呢？ 
DURO和木装饰面都能被油脂、葡萄酒、咖啡和其他元素污浊表面；如果可能，用一个日常的洗涤剂就立即可以清洗。
如果还有斑点，可以用40-60的砂纸顺着木纹的方向轻轻打磨。我们建议用具有保护性能的透明色做处理，可以更容
易清洁表面污垢。

DURO是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材料？ 
是的！DURO是一个百分之百可回收的材料。它的主要分是稻壳，一种只能通过燃烧而产生二氧化碳的农业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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