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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经考验 • 经过测试 • 得到信任

感谢您对世界上独创的石涂层金属屋面瓦——Decra® 屋面系统感兴趣。Decra® 屋面系统具有超过 55 年的

历史。在非洲，有许多 Decra® 屋面系统的例子，这些屋面系统色彩鲜艳，久经时间的考验。我们的天然石

涂层与非洲的景观形成完美的搭配，石涂层下面坚固的铝锌钢板能防止腐蚀和生锈，并且有我们的五十年保

修作为后盾。这本小册子旨在证明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 Decra® 一直是世界上金属屋面瓦的领导者。如果

您需要更多的信息，请随时联系 Decra® 官方经销商或访问我们的网址 www.decraafrica.com.

请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我们，以了解我们的最新发展情况︰

在世界各地久经考验

Decra® 的故事开始于 1954 年，当时新西兰人楼费舍（Lou Fisher）发现，英国的沥

青涂层金属屋面瓦使用寿命大大延长。回到新西兰之后，他生产了第一块涂层金属屋

面瓦，原创的 Decra® 屋面系统诞生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采用了各种新技术和涂料，继续改善我们的制造流程，以确保

我们的产品到今天在设计和创新方面仍然是领导者。Decra® 屋面瓦在全球 120 多个

国家经过考验、测试，得到消费者的信任。

www.decraafrica.com



屋顶很可能是别人所看到的您的新家的第一个部

分。这个第一印象将决定人们如何看待您的房子

和您的风格。Decra® 屋面系统色彩鲜艳、一致，

永不褪色或变色，给别人留下终身难忘的第一印 

象。Decra® 屋面系统是您的成功的完美体现——坚

固、时尚、耐用。

这就是无数梦想家园使用 Decra® 屋面系统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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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锌钢板

所有 Decra® 屋面产品均采用铝锌钢板制造而成，经

测试，铝锌钢板的使用时间比普通镀锌钢制屋面产品

长 6-9 倍。这是因为钢板外面有一层锌进行保护，而

锌的外面又有一层铝进行保护。作为使用铝锌钢板的先

驱，Decra® 在耐用钢制屋面瓦制造方面具有无与伦比

的经验。

天然石材

Decra® 屋面瓦利用天然石屑作为涂层，这些石屑是

火山爆发过程中形成的，取自新西兰的采石场。这

些涂层为屋面瓦增添了天然的美感，也为屋面瓦提

供了一层坚硬的保护层，能抵御各种天气条件的侵

害。作为一种天然石材，其鲜艳的颜色得到保护，

可免受非洲极其猛烈的阳光紫外线的侵害，并且永

不变色。

www.decraafrica.com



涂层技术

自 1957 年以来，我们不断创新和开发我们的技

术，因此，今天在设计、质量、性能和耐久性方

面，我们仍然是领导者。我们的天然石屑深深地嵌

入到我们受专利保护的底部涂层中，外面用丙烯酸

树脂密封，以确保他们永久地固定到屋面瓦上面。

然后我们用烘炉对成品屋面瓦进行烘烤，以确保耐

用性。

透明丙烯酸釉

底部涂层

天然石屑

2 微米丙烯酸树脂

2 微米丙烯酸树脂

锌铝

锌铝

底部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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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叠的 Decra® 屋面瓦固定到两边的两
块瓦片（即上面的瓦片、下面的瓦片和
椽子）上，所以 Decra® 屋顶瓦特别牢
固，能抵御入侵者以及极端大风的侵
害。

每块 Decra® 屋面瓦都经过人工检验，
以确保质量一致性。我们也在我们的实
验室测试我们自己和竞争对手的产品，
以确保 Decra® 在性能方面一直优胜于
任何其他金属屋面瓦。

经证明，Decra® 屋面瓦的使用寿命比
镀锌屋顶材料长 6 至 9 倍。如果您住
在海边，尤其是考虑到我们会向您提供 
50 年保修的书面证书，Decra® 更是您
的理想选择。

仅 7.0 公斤/平米，Decra® 屋面瓦就
可以节省屋顶结构（椽子、桁架、木
条等）、基础和运输的大量成本。一
吨 Decra® 瓦片等于十吨粘土或混凝土
瓦片！

安全

测试和检验

重量轻

住在海边

www.decraafrica.com



我们在迈阿密的建筑研究实验室和澳大
利亚的旋风测试站对我们的屋面瓦在时
速 200 公里的飓风条件下进行测试。

1957 年，我们发明了钢制屋面瓦。在
质量和耐久性方面，没有人有我们如此
丰富的经验。

对 Decra® 屋面瓦在 760°C 的条件下
进行测试。在测试期间，没有出现火
焰、火花或烟雾。在高温地区或商业/
公共建筑，这一点特别有益。

快速安装时间能进一步降低您的房子的
建筑成本。Decra® 屋面瓦安装快速，
能更快地使您的房子免受各种天气条件
的侵害。

天气性能

历史 耐火性

快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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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21 世纪的建筑师从世代相传的持久和优雅的传统汲取灵感，他们正重新认识到以前年代的传统价

值。伟大的建筑师给我们留下了这些历史遗产，他们的建筑和屋面风格继续给今天的设计师以灵

感。Decra® 屋面系统将过去的遗产和今天的现代设计要求合而为一，其独一无二的设计把我们带到 

21 世纪。

由于 Decra® Heritage 外形如一个个扇贝，并且有各种自然色彩可供选择，因此，Decra® Heritage 

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石涂层钢制屋面瓦就不难理解了。

www.decraafri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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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ra® Milano 的灵感来自传统的罗马屋面瓦

设计，外形光滑、干净、优雅。由于 Decra® 

Milano 的外形永不过时，看起来有很强的个性，

尤其在坡度很陡的屋顶上看起来更是如此。另

外，由于 Decra® Milano 具有地中海传统，因此

特别适合用于沿海的房子，是那些希望房子的风

格有个性的人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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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和 18 世纪移民到美国的欧洲人根据传统的英国、荷兰、法国和德国屋面风格，利用木材重现了这

些风格。他们通过用斧头劈开雪松来制造屋面瓦（他们将这些屋面瓦称为“shake”），这些屋面瓦外

形自然美观，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如今，Decra® Shake 吸取 shake 的精髓，并将其与最先进的技术结合起来，制造出使用寿命超长、

性能优越、外形传统自然的屋面瓦。

作为茅草屋顶的现代替代品，Decra® Shake 特别受欢迎，因为 Decra® 屋面瓦的防火特性提供了额外

S
H

A
K

E

的安全保证，而石涂层的 shake 设计则使外形看起来非常自

然。

www.decraafri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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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ra® Shingle 的风格特点既适合于现代的建筑，又适合于传统的建筑。Decra® Shingle 表面有明

显的垂直脊质感，使您的屋顶既统一又有个性。Decra® Shingle 屋面瓦有各种天然颜色可供选择，

这些颜色体现了 Shingle 屋顶的传统；我们也提供双色调斑块型的 Decra® Shingle。但 Decra® 

Shingle 的吸引力远远不止在其自然色调方面。Shingle 瓦脊能形成深深的阴影；在一天的不同时

间，由于阳光位置的不同，其产生的阴影感觉和质地也有相当大的差异。Decra® Shingle 使房子在一

天的不同时间外观看起来不一样，业主们很喜欢这一点。S
H

IN
G

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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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正宗的 Decra® 屋面瓦背面都印有 Decra® 徽
标，只在您当地的官方 Decra® 经销商才有供应。 

www.decraafrica.com



请确保是 #GenuineDecra 提防假货和仿制品

像所有的创新和理想产品的领先品牌一样，市面上也
有假冒和复制的 Decra® 屋面瓦出售。请务必小心，
因为这些屋面瓦的性能达不到我们的高标准。

幸运的是，我们使您能轻松辨别正宗的 Decra®。

正宗的 Decra® 屋面瓦背面印有 Decra® 徽标。在购
买和安装之前，请查看这个徽标。

此外，瓦片背面还印有一个唯一的生产代码——注册
时您需要提供这个代码，这样您就能享受您的免费 
50 年保修。

其他制造商使用染色的石料，这些石料由于紫外线的
作用会迅速变色；由于他们使用劣质的底层涂料，下
雨和安装时会脱落。

“很多人假冒它并使用无牌材料，影响了它的声
誉......有些非洲人开始用金属制造一种外表像 
‘Decra' 的产品，然后进行粉刷；如果您在海边使
用的话，五年内就完了。”
— — 非洲客户

铝锌钢板 天然火山石涂料先进的技术

#GenuineDecra



环保

我们对我们作为世界领先的高质量、石屑涂层、压
制金属屋面瓦制造商的声誉感到非常自豪，这些屋
面瓦是在世界上最干净、最无污染的环境下制成
的。我们的钢板是由新西兰钢铁厂使用北岛西海岸
海滩上的黑铁砂用独特的工艺制造而成。

处理/回收

屋顶上的产品不会排放出烟雾或基于水的排放物，
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会慢慢降解。如果产品按照我们
的规格进行正确安装，我们有信心提供 50 年的有
限保修。钢制屋面最终通过于钢回收设备进行回收
并加工成新的钢铁产品。

雨水径流

屋面材料对雨水径流质量的影响十分重要。业主可
用大型贮罐收集雨水供家庭使用和用于农业用途。
我们进行的测试清楚地表明，Decra® 屋面的雨水径
流非常符合 WHO（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

健康与安全

员工的安全和健康是 AHI 屋面材料公司的主要考虑
因素。我们的所有工厂均到位地实施健康和安全举
措。

喷涂和底层涂料

我们的涂料系统的主要成分是产自新西兰的丙烯酸
树脂。我们的所有涂料都是水溶性或水分散型的。
屋面瓦呈不同质感，作为其涂层的石屑是天然碎
石，采石场位于新西兰。

制造过程

我们使用的绝大多能源来自水电。空气和水的排放
量符合所有新西兰的环保法规。我们的包装材料包
括纸板包装和托盘，这些材料都来自可持续森林，
可循环再用。塑料包装材料产自石化产品，可以回
收利用。安装过程使用的流程不会排出热量或烟
雾，大多数流程都是人工完成的。

www.decraafrica.com



业主

“对我们来说，选择 Decra 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产品必须看起来
很好。不只是现在，而是在五至十年后。第二，产品必须为我们的家庭
提供安全保障，Decra 做得到。第三，我们不想要任何维护方面的麻
烦，对于我们的 Decra 屋面，我们从未有过这方面的麻烦。所有这一
切，加上我们从经销商得到的贴心服务，使 Decra 成为我们的第一选
择，我们一点也不后悔。”

开发商

“在规定期限不超过预算完成——这是我们的原则，Decra 帮助我们做
到这一点。使用 Decra 给我们的项目增添了价值，因为客户喜欢他们
屋面的外观和 Decra 提供的安全保障。经销商提供的服务非常贴心，
我们使用他们的产品从来没有遇到过问题。作为高品质住宅的建筑商，
我从来不建议购买便宜的屋面材料 — — 由此带来的麻烦会让你觉得
不值得。考虑到屋面所起的作用，这是一个你想要知道确实起到作用的
区域。”

安装人员

“我安装过很多屋顶，但 Decra 是最好的！我总是向我的客户推荐 
Decra；它的质量是最好的，性能很好，而且不需要维护。它也非常牢
固和安全。Decra 对我们进行非常好的培训，所以我们了解 Decra 这
家公司，他们发明了钢制屋面瓦。安装 Decra 是一种乐趣，Decra 做
工很好，所以安装 Decra 比安装一些其他材料更容易、更快。另外，
他们不像粘土瓦一样那么容易损坏。”

建筑师

“Decra 屋面瓦的天然石料表面使屋面看起来非常有意思。其他品牌很
难有 Decra 这么好的性能和质量。即使有其他类似产品，他们永远不
会像 Decra 一样好，尤其是在安装后，很多产品经常会褪色。Decra 
的颜色始终那么鲜艳。对那些住在海边的我们的客户，我们肯定推荐 
Decra ，因为它的产品不会腐蚀，而且的确有五十年保修。”

#GenuineDecra



总长
盖子长度 

毫米
瓦片屋面覆盖范围

覆盖范围 
单位质量(带石屑) 
单位质量(粉刷后)

总长
盖子长度 

毫米
瓦片屋面覆盖范围

覆盖范围 
单位质量(带石屑) 
单位质量(粉刷后)

总长
盖子长度 

毫米
瓦片屋面覆盖范围

覆盖范围 
单位质量(带石屑) 
单位质量(粉刷后)

总长
盖子长度 

毫米
瓦片屋面覆盖范围

覆盖范围 
单位质量(带石屑) 

总长
盖子长度 

毫米
瓦片屋面覆盖范围

覆盖范围 
单位质量(带石屑) 

总长 
盖子长度 

单位质量(带石屑)

总长 
盖子长度 

单位质量(带石屑)

总长 
盖子长度 

单位质量(带石屑)

总长 
盖子长度 

单位质量(带石屑)

总长 
盖子长度 

单位质量(带石屑)

总长 
盖子长度 

单位质量(带石屑)

总长 
盖子长度 

单位质量(带石屑)

总长 
盖子长度 

单位质量(带石屑)

总长 
宽度

用于浴室或厨房

1320 毫米
1260 毫米
370 毫米
0.46 平米/瓦片
2.2 块瓦片/平米
2.9 公斤
2.0 公斤

1320 毫米
1260 毫米
370 毫米
0.46 平米/瓦片
2.2 块瓦片/平米
2.9 公斤
2.0 公斤

1320 毫米
1260 毫米
370 毫米
0.46 平米/瓦片
2.2 块瓦片/平米
2.9 公斤
2.0 公斤

1320 毫米
1260 毫米
370 毫米
0.46 平米/瓦片
2.2 块瓦片/平米
3.0 公斤

1310 毫米
1250 毫米
370 毫米
0.46 平米/瓦片
2.2 块瓦片/平米
3.0 公斤

405 毫米
370 毫米
0.5 公斤

2000 毫米
1900 毫米
2.0 公斤

2000 毫米
1900 毫米
1.4 公斤

2400 毫米
2300 毫米
2.5 公斤

48 米
1.25 米

2000 毫米
1900 毫米
3.9 公斤

405 毫米
370 毫米
0.5 公斤

2000 毫米
1900 毫米
0.5 公斤

2000 毫米
1900 毫米
2.5 公斤

屋面瓦

节能配件

瓦片配件

钢板规格

HERITAGE

屋面窗

MILANO

阳光隧道

CLASSIC

通风口

SHAKE

通风帽排气孔

SHINGLE

DECRA® 铝箔

桶边 桶端 角边端

盒船 脊髋 侧面防水板 平板组合沟

角边 A形脊

钢板基材 锌涂层 基底总厚度

厚度
0.4 毫米

质量
150 克/平米

50 盎司/100 平方英尺

430 微米
0.43 毫米
26 Gauge

等级
G300
# A 级与 B 级
* A 级与 B 级

等级
AZ150
#AZ150
*AZ50

www.decraafrica.com



瓦片颜色

性能

认证

易燃性
• 按照指示应用时达 UL 790 (ASTM E-108) A 

级和 B 级。

重量轻
• 7.0 公斤/平米。

飓风
• 通过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建设研究实验室公

司的飓风测试。

强度大
• 经澳大利亚旋风测试站测试，对屋面瓦的集中

力符合澳大利亚标准 1582 规则 5.2。

腐蚀
• 盐/雾测试符合 ASTM B117。
• 100% 相对湿度测试符合 ASTM D2247。

安全
• 通过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建设研究实验室公

司的高速动态雨水渗入和高风负载测试。

冰雹
• 通过澳大利亚建筑建造及工程部英联邦科学与

工业研究组织的冰雹测试。

雨（季风）
• 经澳大利亚旋风负载站测试，旋风负载测试符

合 1975 年澳大利亚标准 1170 第 2 部分风
负载规范。

HERITAGE

BARK

ROSSO

CHARCOAL

MAROON

ECLIPSE

SAPPHIRE

GREENSTONE

MARSEILLE

SUNSET

BURGUNDY

DELTA BLUE

SAGEGARNET

RAVINE SAPPHIRE

TEAKTANZANITESIENNA

PEPPER

MINT GREEN

WILLOW

MILANO

HERITAGE SMOOTH

SHAKE

SHINGLE

#GenuineDecra



如需报价，请联系您当地的 Decra® 经销商

久经考验 • 经过测试 • 得到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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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以下经销商才提供正宗的 DECRA 屋面系统

安装人员培训— —投资于非洲

我们的安装人员培训计划是由 Decra® 举办的，旨在改进安装质量和提升当地安装人员的技能，是非洲领先
的培训课程之一。在各国家当局的支持下，我们的安装人员得到专业培训和认证。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
问：www.decraafrica.com。

+255 222 775 138 / info@nabaki.com

#GenuineDecra

2/1 Sam Nujoma Road
Mikocheni Light Industrial Area

next to Coca Cola Kwanza
Dar es Salaam

Tanzan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