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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木需要定期维护保养，后期维护成本高。

• 家用实木地板需要用地板精油维护，而地板精油通常人工合成

含有有毒化学物质。

• 实木封边、栅栏需要用油漆着色，增加维护成本，同时色漆容易

脱落并含有有毒化学物质。

• 原本可以用来陪伴家人一起休闲的宝贵时间被浪费用于维护实

木地板。

• 日益增长的木材使用需求造成日益珍贵的绿色森林资源被过渡

砍伐。

选择
NewTechWood，
选择绿色环保的户外
新生活

无可奈何的实木

NewTechWood美新超越木系列产品依照国际绿色产品标

准，采用共挤复合技术一次生产成型，型材表面360度全包覆

致密均匀的高分子保护层，内芯体材料由木粉和PE塑料助剂

组成，产品不含任何有毒物质，获得欧盟CE认证、Intertek

及新加坡绿色产品认证。

源于木而优于木。如果您喜欢实木天然质感而不想花费太多精

力打理维护，美新超越木是您理想的选择。

摒弃浮躁，甘守寂寞。NewTechWood从2004年在中国建

立生产基地以来，一直潜心专注于户外型材的生产研发。系列

产品采用独创的             技术，追求天然原木般的自然颜色变

化和纹理质感。每一根美新超越木都是属于您独一无二的传

奇。

“世上没有绝对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New-

TechWood美新超越木系列产品中95%以上的成分来源于

循环再利用的资源再制而成，如回收的矿泉水瓶、木屑等，

成为资源循环利用绿色产业链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每年独立的第三方全面审核认证，确保NewTechWood从

原料到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的每一步都符合环保、健康、

安全的原则，成为替代原木、防腐木的放心首选。

无忧户外生活，从美新超越木开始。

DAF Lite(精緻款)

DAF Premium(經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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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TechWood
源于木，优于木
有木之美，无木之忧

品其微，赏其精。NewTechWood作为户外型材的领军品牌，

所开发的                     产品采用高品质进口原料，打造高分子复

合保护层，在全面提升产品性能的同时，确保产品都能承受户外

环境的严苛考验，避免了传统实木、防腐木产品、旧式塑木等产

品的各种缺陷。

摒去浮躁之心，用艺术的态度打造每一个产品。NewTechWood

深刻认识到，每一根自然生长的原木板面的纹路和颜色千变万化，

无一相同。为达到这种浑然天成的效果，全球首创的             系列

产品，赋予了产品天然原木般的自然颜色变化和纹理质感。钟情于

其博大，凝练于其心。造就的每一根NewTechWood产品，都是

属于您独一无二的传奇。

DAF Lite(精緻款)

DAF Premium(經典款)

高达25年质量保证

NewTechWood美新超越木系列产品提供高达25年质量保证，

让您轻松放心购买。

25年，无忧无虑的户外生活，25年，彻底解决您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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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雕细琢方显大气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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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部分颜色仅限于特定型号及特定国家，

请致电当地代理商进一步了解 

                     产品具有丰富的颜色和超强耐候性能，最新的            系列产品打造出超

强实木质感，在残酷户外环境的严苛考验下能长年保持原有颜色，历久弥新。

NewTechWood似木非木而胜于木。

优雅、品味的户外生活自然离不开丰富绚丽的颜色搭配。NewTechWood与全球知名设

计师一起开发设计了从热情如火的瑞红到宁静梦幻的天蓝色全系列颜色，让您针对各种户

外环境，总能找到适宜的颜色。

DAF Lite(精緻款)

DAF Premium(經典款)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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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TechWood似木非木而胜于木。NewTechWood似木非木而胜于木。NewTechWood似木非木而胜于木。NewTechWood似木非木而胜于木。NewTechWood似木非木而胜于木。NewTechWood似木非木而胜于木。NewTechWood似木非木而胜于木。NewTechWood似木非木而胜于木。NewTechWood似木非木而胜于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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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TechWood似木非木而胜于木。

强实木质感，在残酷户外环境的严苛考验下能长年保持原有颜色，历久弥新。强实木质感，在残酷户外环境的严苛考验下能长年保持原有颜色，历久弥新。强实木质感，在残酷户外环境的严苛考验下能长年保持原有颜色，历久弥新。强实木质感，在残酷户外环境的严苛考验下能长年保持原有颜色，历久弥新。强实木质感，在残酷户外环境的严苛考验下能长年保持原有颜色，历久弥新。强实木质感，在残酷户外环境的严苛考验下能长年保持原有颜色，历久弥新。强实木质感，在残酷户外环境的严苛考验下能长年保持原有颜色，历久弥新。



9 10* 所印刷之花纹及颜色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产品为准。 * 所印刷之花纹及颜色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产品为准。

橡木 (OK)

沙白 (SD) 枫木 (MP)

香柏木 (CE)

红柏木 (RCE)

灰白 (SW)

柚木 (TK)

麦哥利 (MAH)

紫檀 (IP)

古木 (AT)

浅灰 (LG) 

幻灰 (MG)

乌木 (EB)

银灰 (SI)

胡桃 (WN)

菠萝格 (MB)

炭黑 (CH)

灰白 (SW)灰白 (SW)灰白 (SW)灰白 (SW)灰白 (SW)灰白 (SW)灰白 (SW)灰白 (SW)灰白 (SW)灰白 (SW) 古木 (AT)古木 (AT)古木 (AT)古木 (AT)古木 (AT)古木 (AT)古木 (AT)古木 (AT)古木 (AT)古木 (AT)古木 (AT)古木 (AT)古木 (AT)古木 (AT)古木 (AT)古木 (AT)古木 (AT)古木 (AT)古木 (AT)古木 (AT)古木 (AT)古木 (AT)古木 (AT)



11 12* 所印刷之花纹及颜色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产品为准。 * 所印刷之花纹及颜色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产品为准。

品质好才能永流传 

选择NewTechWood美新超越木墙板，在保留原木质感的同时，充分发挥其天然颜色深浅变化特定、在光线的跳动中凸显

自己的独特魅力，无腐烂变形、白蚁的困扰，无需维护就能轻松打理，畅享户外田园生活。

独特匠心设计，保证墙板与墙体之间的空气流通与干燥，有效避免雨雪渗入墙内。

搭配高强度耐腐蚀的铝合金卡件系统，高达25年质量保证能傲然面对各种户外严苛恶劣的自然环境。



13 14* 所印刷之花纹及颜色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产品为准。 * 所印刷之花纹及颜色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产品为准。

T-7 AW08 AW02

* 所印刷之花纹及颜色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产品为准。 14

封边全面耐候型墙板

F型封边 工字封边

外角封边内角封边
US30

US31 US09

13 * 所印刷之花纹及颜色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产品为准。

 叠压拼接式
型号: US30

142 x 13 mm

企口拼接式
型号: US09

142 x 13 mm

拼槽式
型号: US31

142 x 13 mm
 内角封边
型号: US47

99.5 x 54.5 mm 

外角封边
型号: US46

55 x 59 mm

F型封边
型号: US44

47.5 x 45.5 mm

工字封边
型号: US45

79 x 27 mm 

墙板配件

T-7T-7T-7T-7T-7T-7T-7T-7 AW02AW02AW02AW02AW02AW02AW02AW02AW02AW02AW02AW02AW02AW02 US31US31US31US31US31US31US31US31 US09US09US09US09US09US09US09US09US09US09

US47US47US47US47US47US47US47型号: 
99.5 x 54.5 mm 

US47US47US47

99.5 x 54.5 mm 99.5 x 54.5 mm 99.5 x 54.5 mm 

型号: 型号: 
99.5 x 54.5 mm 

型号: 
99.5 x 54.5 mm 

型号: US47

99.5 x 54.5 mm 

型号: 型号: 型号: 
55 x 59 mm55 x 59 mm

US46US46

55 x 59 mm

US46US46

55 x 59 mm

US46US46US46

F型封边F型封边F型封边F型封边F型封边F型封边F型封边F型封边F型封边 工字封边工字封边工字封边工字封边工字封边工字封边工字封边工字封边工字封边工字封边工字封边工字封边工字封边工字封边



15 16* 所印刷之花纹及颜色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产品为准。 * 所印刷之花纹及颜色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产品为准。

F型封边墙板配件

长城板型系列墙板

AW08

15 * 所印刷之花纹及颜色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产品为准。

F型封边
型号: UH50

75 x 54 mm

长城板
型号: UH46

121.5 x 25 mm

外角封边
型号: UH51

75 x 77.5 mm

外角封边

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长城板型系列墙板



17 18* 所印刷之花纹及颜色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产品为准。 * 所印刷之花纹及颜色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产品为准。

墙板卡件
型号: AW08

材质: 铝合金
尺寸: 20 X 15 X 28 mm

圆形底垫
型号: T-7
材质: 橡胶
尺寸: 18 X 8 mm

起边条
型号: AW02

材质: 铝合金
尺寸: 15 x 14.5 mm

墙板卡件
NewTechWood墙板配件主要选用高强度耐腐蚀的铝合金材质。

AW08卡件独特卡槽式设计使得安装变得非常简单，在固定住墙板的同时又能有效控制墙板的热胀冷缩。

AW02起边条便于快捷开始安装的同时有力支撑整面墙板。

T-7卡件做为最后一块墙板的背靠用途，确保整个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



19 20* 所印刷之花纹及颜色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产品为准。 * 所印刷之花纹及颜色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产品为准。



21 22* 所印刷之花纹及颜色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产品为准。 * 所印刷之花纹及颜色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产品为准。

格栅配件

K-33 封边盖

21 * 所印刷之花纹及颜色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产品为准。

如果您喜好现代简约风格的天花吊顶，NewTechWood
格栅型材是您理想选择。让家居生活向户外延伸，透过简单
的直线条造型配以无处不在的原木质感，给人以清爽、明快
的视觉感受。

型号: UH17

60 x 42 mm

型号: UH25

100 x 52 mm

型号: UH26

120 x 62 mm

格栅型材

格栅配件

K-33上的方形螺钉孔位固定方通型材能控制型材的热胀

冷缩，圆形螺钉孔位固定型材在龙骨上。

K-33

材质: 201不锈钢

K-33固定方通型材在龙骨上

此封边盖应配合硅酮密封胶粘合使用。

封边盖

材质: 塑料

用于封住UH17，UH25，UH26等型号方通型材的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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