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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在短短几年内，elZinc已经成为了行业内
的领导者之一，我们高质的产品，高效的
服务非常契合客户的需求，配合每一个独
一无二的项目的操作模式已经达到全球的
顶级水平。

高质量的产品控制，领先市场的科技研
发，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都是我们政
策必不可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深入
渗透到我们整个组织的管理精神中。

生产工艺不断的改进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尊
重，是我们公司文化和经营理念的基础。

希望推进这一行动以满足于我们客户需
求：积极主动的配合，质量优良的产品，
全面持续地倾听客户的意见及建议，公开
透明的协作，不断优化的操作模式。我们
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以遵守我们的责任与义
务。

我们用我们的行为及力量对社会负责，尽
一切努力保护环境，降低消耗及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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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战略
目前elZinc在五大洲均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努力推进的国际化模式体现了我们的环球
战略愿景，在扎锌领域，我们以发展优质
的产品及开拓崭新的领域使我们的产品处
于世界领先地位，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一
种新的替代和选择。

在未来的几年中，我们打算巩固及加强管
理模式，持续地发展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
竞争力及份额，并开发更多地区的潜在市
场。

我们的国际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95%	。

elZinc的全球销售网络

美国

加拿大

西班牙

阿尔及利亚

巴西

葡萄牙

爱尔兰

大不列颠

法国

荷兰
比利时

德国

丹麦

瑞士

意大利

波兰

瑞典

捷克共和国
斯洛伐克

奥地利
匈牙利

以色列

中国
韩国 日本

新西兰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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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奉献的精神持续在产品和服务上的不断追求是
我们最基本的质量方针。

UNE-ENISO9001：2008质量认证的获得，确
保了我们在探寻和改善的道路上使工艺和产品得
到全面的控制。

elZinc时刻关注着来自我们内部及外部的声音和
评论，不断的改善EN988规定的要求，以保证我
们的产品时刻拥有最优异的性能和竞争力。

广大客户对我们的信赖，是公司的基石，这就
是为什么来自德国的著名试验室Zinkberatung	
Ingenieurdienste	 GmbH	 (ZID)-世界上最具权
威的ZINC研究试验室-EN988标准的制订试验
室-对我们产品的高品质给予极高的认可的原因。

质量

板材和卷材的标准控制参数:

项目 DIN EN 988 elZinc
化学成分

锌 主要质量的Z1 (99,995%) Zn	99,995符合DIN	EN	1179标准的(Z1)

铜 0.08 - 1.0% 0.08 - 0.2%
钛 0.06 - 0,2 % 0.07 - 0.12%
铝 max. 0.015% max. 0.015%

尺寸公差

厚度 ± 0.03 mm ± 0.02 mm
宽度 + 2 / - 0 mm + 1 / - 0 mm
长度 + 10 / - 0 mm + 2 / - 0 mm
侧面弯度 max. 1,5 mm/m max. 1,0 mm/m
平整度 max. 2 mm. max. 2 mm.

物理技术性能

0.2%弹性限度 min. 100 N/mm2 min. 110 N/mm2

拉伸强度 min. 150 N/mm2 min. 150 N/m2

断裂伸展率（A50） min. 35% min. 40%
硬度（HV3） – min. 45
弯曲测试 多集成折叠无缝隙 多集成折叠无缝隙

折叠和展开测试 – 打开无破损（无裂缝）

埃里克森测试 – min. 7,5 mm
永久伸长的蠕变测试 máx. 0,1% máx.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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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Zinc致力于尊重环境，并且落实到每一个实践
中，我们通过最好和最先进的技术，在我们的生产
地及所有业务涉及的市场上进行管理和控制，确保
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lZinc深入到在对材料的生命周期分析为基础的研
究项目中，我们研究所有我们的制造的不同阶段产
生的附加物、产品成品，产品使用以及在其使用寿
命结束后对环境的影响。结果发表于(IBU)德国著名
研究所的建设与环境出版物上，符合其环保产品宣
言的要求。

我们所有的供应商的选择，是我们的环境管理的另
一个重要方面，对环境的负责态度是我们是否向其
采购的主要依据，将能为我们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及
服务以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纳入其日常政策的企业
我们给予优先采购的权利。

我们的主要原材料供应商（锌材料）与我们位于西
班牙同一个地区，确保期间的运输路程短排放量为
最小，对地球的温室效应影响最小。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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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有一个高素质的团队，负责着公司的研究，发展和创新，每天辛勤的工作在不
断地追求着改善和增强，使我们对市场和客户的需求能有快速的反应。

了解每个国家的不同客户是非常重要的，需要预测他们的需求，维护他们的关系和忠
诚度，保证我们的客户在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地位。因此elZinc会花费大量的人力和
财力资源，每天都在完善我们的技术，让我们的建筑材料可持续发展，方便，耐用，
多样化，以及高品质的产品让它成为您项目的最佳选择。

我们的研发部门以及技术中心和西班牙高等大学进行着紧密而持续的合作，使我们能
够在不断推进的同时研发新的产品(彩色的彩虹系列产品)，我们了解并关心着“如何
去实现。”

研究，开发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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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其自然的特性还是钝化层的形成，锌都
是一种非常受到专业人士和建筑师欢迎的屋面
及外墙材料，其特性允许其无论是在古典或现
代建筑上都能发挥出很大的自由度，以无与伦
比的美学发扬每个建筑不同的风格。

elZinc在制造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严格控制，
确保产品的高品质。

合金轧制工艺的组成和控制的准确性，材料的
整体形变和微观结构的变化标准的制定和引
进，是我们工艺和产品的卓越性的关键。

产品的特点是:
任意轧制及形变方向的非常高的可操作性。
一旦成型后极高的稳定性。
表面油低，具有非常优异的电焊性能。
材料限度的低温脆性。

所有ElZinc商标轧制产品均超过EN988	标准。

11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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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Zinc Natural	 (原锌)从其最初的金属锌颜色开始在它生命的
历程中不断钝化形成自然态的灰色氧化层。

金属锌自然钝化后形成的氧化层，为其提供致密的保护和耐腐蚀
性能，同时给予其最终颜色（灰色）。

elZinc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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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Zinc Slate®（板岩灰）是一种锌在深度钝化后自然形成的灰
色。他无论使用在屋顶，外墙或室内都能维持更长的时间。

elZinc板岩灰色能很好的搭配已经建造好的建筑上的已经经过天
然钝化的原锌。

板岩灰色的处理是完全仿照天然的预钝化处理，它坚固-环保，给
您在一开始就呈现出天然锌在暴露室外空气后几年才能得到的颜
色。您可以看到，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长久的保持下去。

elZinc
S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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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Zinc Graphite®（石墨黑）是在预钝化锌过程中运用技术手
段时期看起来非常接近天然的石墨层岩的黑色。

预钝化的处理方式，使材料保持其本身的天然初始属性。

石墨黑是一种不同的颜色，它能与建筑上使用的玻璃，木材等建
材结合使用产生令人印象深刻久远的效果。

elZinc
Grap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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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Zinc 彩虹系列：一个崭新的锌色彩世界给您实现您的梦想。

elZinc正在开发其品牌下一个新的预钝化处理色彩系列，在这个
系列色素里，我们的范围包括：红色，蓝色和绿色。

该系列产品会赋有一层特殊的晶体颜料腐蚀防护。

elZinc彩虹系列产品给您一个崭新的屋面及墙面的解决方案，也
为室内的钛锌板使用提供更充足的选择和机会。

elZinc彩虹系列产品是基于elzinc板岩灰基础上添加淡淡的其他
颜色，提供独创的优质性能。使其得到的建筑是拥有最新型的效
果，它可以适应于任何设计。

elZinc
Rainb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