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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打造市場, 誠信鑄就輝煌！ 
 

產品暢銷國內, 遠銷東南亞、中東、美洲、東歐等世界各地。

質量第一, 誠信至上, 
精益求精, 優質服務。

--- 建立于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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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江門市美耐德科技有限公司位於珠三角腹地， 

瀕臨西江，毗鄰港澳、位於廣州一小時生活圈

內、區位優越。水陸空交通十分方便，陸路往 

廣州60公裏，佛山40公裏，水路往香港2.5小

時，毗鄰廣珠鐵路鶴山貨運物流中心，鄰近鶴山

港10公裏，鶴山港建有三千噸碼頭通江達海， 

直達世界各地。

美耐德科技有限公司創辦於1994年，是一家獨

資的高科技民營企業。本公司實力雄厚、設備 

先進，擁有從德國KRAUSSMAFFEI公司進口的板

關於我們

材擠出生產線以及多條國內領先技術的PVC-U和

PS-U發泡板材擠出生產線。本公司專業生產PVC
發泡裝飾板材、建築模板、汽車內飾板、PS廣告

裝飾板材；以及KT廣告展板、PS珍珠板、PVC發

泡廣告展板、家居衛浴櫥櫃專用板材、木塑復合

板材等三十個產品。每年生產PVC-U發泡裝飾板

材9000噸 ，PS復合裝飾展板280萬張，PS-U發

泡制品2000噸。本公司擁有自營進出口證，產

品暢銷國內外，遠銷東南亞、中東、美洲、東歐

等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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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美耐德科技有限公司以先進的技術、科学

的管理、專业的精神、創意性的理念、高品質

的產品、立足于市場。堅持“質量第一、誠信至

上、精益求精、优質服务”的企业宗旨，生產最

优質的產品和提供最滿意的服务，不斷開发研制

新產品。拓展国际国內市場，以优質、真誠、創

新深受用户的喜愛和讚譽。

您的支持將是我們最大的原动力，有您的推波助

瀾，我們才能乘风破浪。未來，本公司將會秉

承“厚德載物，美德傳世”的格言，繼續努力，

創造出更多質量更好、功能更齊全的產品，來服

務於每一位客戶，讓更多的人用上我們的產品，

為建材行業增添一份色彩。

25+

150+

1500+

350+

超過25年生產經驗

超過150位公司員工

每年出口貨柜超過1500个

超過350位長期客戶

我們的宗旨

生產與包裝



連續7年獲得

“超佰萬元納稅大戶”稱號 

連續8年獲得

“廣東省守合同重信用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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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被評為

“中國塑料行業先進單位”

回顧與展望

歲月如梭，斗轉星移，經過25年的發展，在全體員工的

努力拼搏，以及新老客戶的支持下，公司的業務蒸蒸日

上。我們輝煌的過去離不開每位，他們將與我們共同創

造輝煌的未來。沒有春天的播種，就沒有秋天的收穫。

若沒有大家的支持，就沒有客戶以及廣大消費者對公司

的信賴，就沒有美耐德公司今天的成就。

江門市美耐德科技有限公司已通過了ISO9001：2008

和ISO14001：2004以及國家3C（中國強制性產品證

書）認證的要求，達到阻燃和防火認證的國際標準。多

年來我們獲得不少殊榮，碩果累累。

2017

201820162014

2015
連續5年獲得

“企業信用評介AAA級信用企業”

“超佰萬元納稅大戶”稱號 

2013
連續3年獲得

“企業信用評介AAA級信用企業”

“超佰萬元納稅大戶”稱號 

榮獲江門市政府頒發的

江門市科學技術進步獎

2012
連續3年獲得

“廣東省守合同重信用企業”

榮獲廣東省科學技術廳頒發

“廣東省民營科技企業”

2011
獲得中國塑料加工工業協會授予

“企業信用評介AAA級信用企業”

獲得鶴山市古勞鎮人民政府頒發

“超佰萬元納稅大戶”稱號

“廣東省守合同重信用企業”

2010
被中國塑料加工工業協會評為

“中國塑料板片材行業五強企業”

被鶴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評為

“廣東省守合同重信用企業”

公司發展與榮譽

連續5年獲得

“廣東省守合同重信用企業”

獲中國輕工業聯合會授予

“輕工品牌培育管理體系先進企業”

獲得

“中國輕工業塑料行業（硬質
PVC）十強企業”

“十二五”塑料加工業優秀企業

取得廣東省高新技術企業認定證書, 榮獲 
“省高新技術企業”稱號

“美耐德環保多功能PVC汽車內裝飾板材取得 
“廣東省高新技術產品證書”

“美耐德環保聚苯乙烯發泡板材”榮獲 
“廣東省名牌產品”稱號

“美耐德新型環保多功能AEP裝飾板材”獲得 
“2018年鶴山市工業設計和技術創新大賽-銅獎”

榮獲認定為“江門市汽車內飾材料(美耐德)工
程技術研究中心”



絲網印刷

 8     江門市美耐德科技有限公司   9

廣告KT板，此產品系列引用國際先進的生產設備和國內領先的PS發泡工藝生產，KT板是由兩層

發泡PS片材複合後，再經表面覆膜而成，面膜塗層經過特殊處理；表面平整光滑、強度高、不變

形、質地硬、密度高，具有耐溶劑/油墨性，可直接在平板噴繪機上打印，免裝裱，方便快捷經濟

實惠；還具有挺括、輕盈、保溫、防寒、防震、隔音等功能。

广告KT展板
輕盈平整 可直噴打印特高強度

厚度:

顏色:

等級:

2 ~ 10mm

A, AA, AAA, AAAA, 特力板 

白，黑，紅，黃，藍，綠

規格: 915 x 1830mm, 1220 x 2440mm, 1560 x 3050mm, 接受定製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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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板
輕盈平整 環保無毒防水防蟲

紙面KT板
光潔平整 可直噴打印不易變形

厚度:

顏色:

等級:

3 ~ 20mm

A, AA, AAA, AAAA, 特力板 

白，黑，紅，黃，藍，綠

規格: 915 x 1830mm, 1220 x 2440mm, 1560 x 3050mm, 接受定製尺寸 

紙面KT板，此產品系列採用國外先進的複合粘貼技術，所有產品都經過多道工序，嚴格檢驗，所

生產出的覆紙粘貼技術，所有產品都經過多道工序，嚴格檢驗，所生產出的覆紙板材系列具有光

潔平整、不易變形、檔次高、品種系列多、環保無毒、用途廣泛等特點。

厚度:

顏色:

等級:

規格:

1.5 ~ 15mm

A, AA, AAA, AAAA, 特力板 

白，其他定製顏色需滿足最小起訂量

915 x 610mm, 915 x 1830mm, 1220 x 2440mm, 1560 x 3050mm, 接受定製尺寸 

珍珠板，此產品系列引用國際先進的生產設備和國內領先的PS發泡工藝生產，所生產出的

PS片材/板材系列板具有輕盈、平整、不易變形、和環保無毒、用途廣泛等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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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自由發泡廣告板，此產品是一種以PVC（聚氯乙烯）樹脂粉為主要原料，加以塑料加工助劑，經發

泡擠出生產線製成的具有均勻泡孔結構的一種新型塑料建材；是一種以塑代木、以塑代鋼的新型綠色環

保材料，具有不易老化、質地輕、韌性好、阻燃、耐酸鹼、防水、保溫、隔音等特性，採用進口顏料和

助劑，色澤長久不變，表面可印刷、覆膜或製成多種色彩，可像目測一樣進行鋸、釘、鑽、刨等二次加

工。可廣泛用於專業網版印刷、展板、彩色標誌、標牌、電腦刻字等，還可用作裝飾板、隔音板、隔牆

板耐水廚具。

PVC自由發泡广告板
光滑平整 可直噴打印防火防水防蟲零甲醛

1 ~ 25mm

915mm, 1220mm, 1560mm

白，黑，灰，紅，黃，藍，綠

PVC共擠發泡加硬板，此產品是一種以PVC（聚氯乙烯）樹脂粉為主要原料，加以塑料加工助劑，經發

泡擠出生產線製成的具有均勻泡孔結構的一種新型塑料建材；是一種新型的綠色環保材料，是木材、鋁

材、複合板材的替代品。表面硬度高，而且光滑，具有防潮、防黴、防水的性能， 防震效果好並具有

很好的隔音、隔熱、吸熱及防火的特性. 本產品具有木材的特性，硬度高，性能穩定，可進行鋸、刨、

釘、粘等加工。主要用於建築裝飾材料，外牆和內牆裝飾，廚櫃，廣告牌，招牌，隧道，地鐵，內飾。

PVC共擠發泡加硬板
超高硬度

3 ~ 25mm

1220mm

白，黑，灰，紅，黃，藍，綠

1830mm, 2440mm, 3050mm, 接受定製尺寸 

0.35 ~ 0.8g/cm³

2440mm, 接受定製尺寸 

厚度:

長度:

寬度:

密度:

顏色:

厚度:

長度:

寬度:

顏色:

防火阻燃高光免漆



PVC結皮發泡板，此產品是一種以PVC（聚氯乙烯）樹脂粉為主要原料，加以塑料加工助劑，經發泡擠

出生產線製成的具有均勻泡孔結構的一種新型塑料建材。該產品表面光滑，平整，使用範圍廣。是現在

PVC系列產品中應用較多的產品。本產品是一種新型的綠色環保材料，是木材、鋁材、複合板材的替代

品。質地輕，儲運、施工方便；可隔音、吸音、隔熱、保溫；有阻燃性，能自熄不虞火災；防潮、防

黴、不吸水的性能，防震效果好。本產品廣泛運用到廣告裱畫、雕刻類製作，建築裝飾,裝修,廚房設備,

衛生間設備,居室和辦公室隔斷,傢俱製造類產品，是最適合替代木材的產品。本產品使用一般木材加工工

具，可像木材一樣進行鑽、鋸、釘、刨、粘等加工。可適用於熱成型，加熱彎曲及折疊加工，.可根據一

般焊接程序焊接，亦可與其它PVC材料粘接。

PVC結皮發泡板
防水防潮 防火阻燃

5 ~ 25mm

915mm, 1220mm, 1560mm

白，黑，灰，紅，黃，藍，綠

1830mm, 2440mm, 3050mm, 接受定製尺寸 

 14     江門市美耐德科技有限公司   15

表面光洁平整

厚度:

長度:

寬度: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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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壓紋板，包括各種壓紋紋路，客戶可以提供樣品給我們定制壓紋棍或可以從我們這裡選擇花紋設

計。它發泡板採用進口顏料和助劑，色澤長久不變，不易老化、質地輕、韌性好，還可以用於熱成型，

加熱彎曲及折疊加工，耐火阻燃，高絕緣性，平整度好，無雜質。本產品主要用於門窗，櫥櫃和广告建

筑裝飾領域，外墻裝飾板，戶外地板、護欄等。

PVC 發泡壓紋裝飾板

3 ~ 25mm

1220 x 2440mm, 接受定製尺寸 

白，黑，灰，原木，紅，黃，藍，綠

PVC 阻燃建築模板，  是一種代替鋼模板和竹木膠板的綠色環保安全節能新型模板。具有木材的特性，

硬度高、質輕、耐衝擊、性能穩定，拼裝方便，周轉率高，表面光潔，不吸濕，不霉變，耐酸鹼、不

開裂，板幅大，接縫少，可進行鋸、刨、釘、粘，可加工成任何長度的諸多優點。使用時無需塗刷脫模

劑，容易清理和保養；還可反複使用。如遇損壞，可全部回收再用，綠色環保。

PVC 阻燃發泡建築模板

12 ~ 20mm

900 x 2440mm, 1220 x 2440mm, 接受定製尺寸 

白，原色，可定制顏色

厚度:

顏色:

規格:

厚度:

顏色:

規格:

環保可循環利用防水防潮 抗衝擊強度高 超高硬度 抗紫外線 耐磨性強



2440mm, 接受定製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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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 木塑裝飾發泡板，是一種以塑代木的新型環保新材料。木塑板材及其產品與木材相比，可抗強酸

鹼、耐腐蝕、防潮、防水、不變形、防霉變、不易被蟲蛀、不長真菌、隔音隔熱韌性好、阻燃、免漆、

仿木花紋及顏色品種多等特點。木塑板材主要應用於建材、家具、物流包裝、傳媒展示等行業，是家居

裝飾裝修業理想的用材。如：木塑外牆裝飾板、木塑戶外板、室內地板、浴室板、隔斷板、隔聲板（

牆）、護欄等。

PVC 木塑裝飾發泡板  

3 ~ 25mm

1220mm

白，原色，  表面顏色選項參照第19頁

WL-201 WL-202 WL-203 WL-204

WL-101 WL-102 WL-103 WL-104

WL-105 WL-106 WL-107 WL-108

WL-001 WL-002 WL-003 WL-004

WL-005 WL-006 WL-007 WL-008

WL-009 WL-010 WL-011 WL-012

厚度:

長度:

寬度:

顏色:

超高硬度 環保可循環利用防水防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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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CNC數控加工機床的主要材料有PVC自由發泡板，PVC共擠發泡加硬板，PVC木塑裝飾發泡

板，PVC板材片材等。PVC雕刻裝飾板可廣泛運用於：外牆裝飾板、戶外板隔斷板、護欄、裝飾線條、

標誌牌等。

PVC 雕刻裝飾板  

3 ~ 25mm

≥1220 x 2440mm

表面光洁平整 不易變形

厚度:

尺寸:

形狀: 圓形，橢圓形，圓環形，凹凸槽，任何形狀都可用CNC數控機床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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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板材片材系列採用國際領先的設備和國內領先的PVC高強度擠壓板技術，具有無雜質、晶點、水

紋，防水防潮，表面平整的特性。 PVC板材片材、超透明板，貼保護膜板和片，啞白片，啞黑片，細

砂片，粗砂片，光白片，光黑片，摺盒片，印刷片，各種顏色都可以生產。本產品廣泛應用於印刷，建

材，包裝，照明，工藝品，玩具，樂器，標牌，文具工具等領域。

硬質PVC 板材片材

0.25 ~ 4mm

915 x 1830mm, 1220 x 2440mm

PP萬通板也叫PP中空板，是一種綠色環保材料，其空心結構重量輕，在國外應用非常廣泛。相比於紙

板結構產品，PP萬通板材絕對無毒無味，無污染，防潮，防水 ，防震，抗老化，防腐蝕。其強大，輕

便，多種顏色等特殊和優良特性使其在包裝，廣告，建築和農業用途方面表現出色。

PP 萬通板  

2 ~ 10mm

500 ~ 2000mm

光滑面

0.16 ~ 1.8mm

915 x 1220mm, 915 x 1830mm, 1220 x 2440mm

磨砂面

表面光洁平整超高硬度 可直噴打印 可直噴打印防水防潮輕盈平整

厚度:

尺寸:

種類

顏色: 透明，白，黑，灰，黃，紅，黃，藍，綠，其他定製顏色需滿足最小起訂量

厚度:

長度:

寬度:

顏色:

接受定製長度 

白，黑，灰，黃，紅，黃，藍，綠，其他定製顏色需滿足最小起訂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