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RBO furniture linoleum
亞麻面材



FORBO
Furniture Linoleum 亞麻面材家具設計介紹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TcI2IahNpHA

https://youtu.be/TcI2IahNpHA


THE FORBO GROUP 福爾波集團
地板、室內建材、傳送運輸帶全球領導者

全球超過5100名工作夥伴

6家製造工廠 42家銷售機構遍布全球
遍布36個國家使用FORBO產品



責任和可持續性發展
FORBO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integrity are core 
values of Forbo: we are committed to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investing in a sustainable future. Through 
investments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e are constantly 
seeking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our 
products and processes.

As far as possible, we engage in responsible product sourcing 
that combines our customers’ preference for quality with care 
for the environment.
社會責任感和環保一直是FORBO的核心價值觀：保護環境使之
有一個可持續性發展的未來。FORBO一直致力於改進產品和生
產過程使之更加的環保，就如FORBO 亞麻面材，不斷的再改進
及加強產品的功能性。
同时FORBO還把客戶滿意度和環保作為已任。



HEALTHY AND SAFETY健康和安全
FORBO

As a responsible manufacturer and employer, Forbo 
has always complied with health, safety, 
environmental, and quality standards as a part of our 
business policy. And we have often been the 
forerunners in our industries, setting standards and 
then going several steps beyond.

As a result, ou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s not just a 
reaction to evolving market requirements, but an 
integral driver of our business concept.作為有責任感的
生產者，福爾波將健康，安全，環保和質量要求作為生
產守則。福爾波經常是行业標準的制定者。
因此，我们的研究和開發不管是應對不斷變化的市場需
求，同時還驅動我们的經營理念。



優雅自然

Forbo亞麻面材，是一種天然
的表面材料，使用在家具設
計（如書桌，椅子，凳子，
櫥櫃，門和展示櫃）的點睛
之筆。該材料是柔韌的，可
以作為表面應用於各種結構。
亞麻面材以其優雅和耐用而
聞名，散發出高品質和精緻
的魅力。

眼見



心感 心感

溫暖可觸的特性

亞麻面材提供緞面亞光錶
面與溫暖、精細質地的組
合，為室內家具創造真正
獨特、真正個性化的外觀
和感覺，完全不同於任何
其他表面材料。亞麻面材
的自然特性意味著材料隨
著時間的流逝會呈現優美
的光澤。



手觸

色彩總是在潮流的尖端

黑色和灰色的色彩，始終是
設計師的經典之作，但
Forbo新的亞麻面材系列提
供了現代潮流的色彩，以符
合當前的設計趨勢和室內造
型特色。



簡約優雅
經典的色彩系列為您增添多種時尚新色彩，並在現代家具中使用了幾種溫暖和自然色調，為您提供熱
情好客的感覺。在目錄上顏色右下方LRV代表反光程度，顏色越淺，在燈光下的反光％就越高！



• 觸感柔軟舒適

• 抗菌
• 啞光表面
• 天然材料

• 環保選擇
• 無指紋痕跡
• 抗靜電

• 色彩持久充滿活力
• 愉悅的書寫體驗

為使用者
帶來獨

特好處



• 延展性高
• 簡單應用在任何木製

板材上
• 可使用在木工或

是系統櫃機台上

為製造商
帶來

獨特好處



色彩總是在潮流的尖端

雖然炭黑色和無菸煤暗灰色的色彩將始終是
設計師的經典之作，但Forbo新的亞麻面材
系列提供了一系列現代和潮流的色彩，以符
合當前的設計趨勢和室內造型特色。

手觸

天然潔淨及抗靜電

全天然成份和Forbo特殊表面處理
確保亞麻面材具有天然抗靜電性。
與其他家具飾面相比，表面可抵抗
靜電荷的積聚是其所具有關鍵性實
用優勢，這有助於防止灰塵或污垢
粘附，並有助於確保材料保持無瑕、
乾淨和清潔。



亞麻面材的外觀和感覺都與眾不同。
當觸摸亞麻面材時，你會有一種樸
實，堅固的感覺。有啞光、自然的
外表，溫暖的手感，以及另一個獨
特的功能：防指紋。

便於應用



FORBO 亞麻面材製造過程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6E5Z35EvONs

https://youtu.be/6E5Z35EvONs


高效能的天然首選

亞麻面材由精細研磨的亞麻油氈顆
粒形成

成分：
氧化植物亞麻籽油
天然松香
木粉
彩色顏料

透過壓延工藝製成的，材料捲至浸
漬的紙背襯上。它採用水性交聯丙
烯酸塗層保護表面，同時保持貼面
的特殊觸感。

。如何製作亞麻面材

高效能的天然首選

24%純氧化物亞麻籽油 5% 樹脂
1% 松香

14% 石灰石

5% 顏料
23.5 紙

8% 黃麻纖維

FORBO 亞麻面材主要成分

27.5% 木粉



3. 水容交聯丙烯酸塗層防污表面處理 (
對產品進行精加工後，工廠精加工以保
護表面層)。

2. 亞麻油氈顆粒製成
(24%純氧化物亞麻籽油、1%松香與
5%樹脂與27.5%木粉、4% 石灰石、 5%顏
料、紙23.5%)
該層為Desktop提供了設計和顏色。

1. 紙 (浸漬紙，使產品具有可彎曲表面
的靈活性)

亞麻面材結構



Forbo亞麻面材以其獨特的美學和功能性組合
而廣受認可，並擁有眾多著名獎項，包括紅點

設計獎，優良工業設計獎和Interzum獎。

Intelligent material and design 2003
2003智能材料與設計獎



家具品牌 FERM LIVING |丹麥



家具品牌 |BORAPALDERNE|丹麥



家具品牌 |UNIFOR|義大利



家具品牌 |REFORM|丹麥



家具品牌 |OFFFICE FOR PRODUCT DESIGN| 香港



家具品牌 | PERFORMA|德國



家具品牌 |GARDE HVALSOE|丹麥



家具品牌 |FAUST LINOLEUM|德國



家具 | Ca phe cafe



牆面 | DynamicaL Zaandam| 荷蘭



櫃臺 | Stadskantoor Venlo | 荷蘭



櫃體 | Stadskantoor Venlo | 荷蘭



櫃體 | De Bijenkorf, deparment store | 荷蘭



書桌| J.S.T. MFG Osaka Head Office | 日本



櫃體| Social - OG Sundhedsskolen | 丹麥



牆面| Hong Kong Academy|香港



門片| 糖廠|台灣



牆面| 分寸設計|台灣



桌椅| Li-Yi Design|台灣



Café Tailuu| Li-Yi Design|台灣



綠藤生機|兩個八月設計|台灣



綠藤生機|兩個八月設計|台灣



綠藤生機|兩個八月設計|台灣



綠藤生機|兩個八月設計|台灣



綠藤生機|兩個八月設計|台灣



綠藤生機|兩個八月設計|台灣



公司LOGO| 若善設計|台灣





案例



案例



案例



EASY APPLICATION 易於運用
亞麻面材可以很容易地應用在所有常見板材料上，如MDF，刨花板和膠合板以及複合材料。

Color 顏色
亞麻面材有特殊的亞光外觀，可避免不美觀的光反射。通常不需要額外的處理，但是如果需要，也可以使用噴槍
進行均勻施加額外的塗層（例如，抗紫外線PU塗層）。

Drying room film 乾燥室變黃反應
在生產過程的最後階段，材料上可能會形成淡黃色（稱為乾燥室變黃反應），這種現象在較淺的色調上尤其明顯
。 在拆開捲筒或在存放後重新使用捲筒時，也可能發生。 這是亞麻面材一種完全正常和自然的現象，並且在將產
品暴露於自然光之後就會很快消失。

Preparations for installation安裝準備
將亞麻家具貼面切割好(應超過所需尺寸1％)。 將其平放並使其（與粘合劑和板材一起）在室溫下適應約24小時。



INSTALLATION 
安裝

手工處理彎曲形狀

在將亞麻面材應用於彎曲形狀之前，請記住：

• 沿寬度方向彎曲亞麻貼面更容易。
• 桌面的最小彎曲直徑為5厘米，如果可能的話，請縱向彎曲材料。
• 板材的曲面不得有任何鋒利的邊緣。
• 多孔板材必須用底漆預處理。

以下是以彎曲形式應用亞麻面材的推薦方法：

1.在板材上塗上接觸粘合劑。
2.當只有板材上塗有粘合劑時，在亞麻面材上也塗上粘合劑。
3.當只有亞麻面材上塗有粘合劑時，將亞麻面材壓在板材上。開始按壓表面的平坦端並逐漸朝向彎曲端。
4.用手擠揉表面以排出氣泡。一次只做一小部分，以確保在粘貼下一部分之前亞麻面材有正確施作。

如果要塗覆邊緣，請先用膠帶覆蓋亞麻面材。上漆後再取下膠帶。如果您打磨邊緣，請避免損壞亞麻面材的
表面。若有粘合劑殘留物，應立即用水清除。在粘合劑乾燥後，用酒精去除硬質殘留物，然後立即用水除去
任何酒精殘留物。





在平坦表面上的
手工應用

• 如果要用亞麻面材完全覆蓋在平坦板
材的表面上：

1.將稍大約多5公分的亞麻面材貼附在板
材上。為了防止不必要的凸點出現，請
使用油漆滾筒將粘合劑塗在板材上。

2.使用滾筒將亞麻面材牢固地按壓在板材
上並且確定位置。

3.一旦粘合劑凝固，就將板材和亞麻面材
一起裁切，研磨或切割成所需的形狀。
注意使用鋒利的刀具。





• 如果需要，通過精細加工修邊。
•
• 手工處理亞麻面材在下沉的枱
面安裝

• 當應用於桌面時，亞麻面材可
以當成下沉的枱面。因此，將亞
麻面材粘合在MDF（約6mm厚）
上，並將此組合安裝在預處理過
的桌面上。(如圖左)



FORBO 亞麻面材與樺木膠合板施工方式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NeNOphZVzsU

https://youtu.be/NeNOphZVzsU


家具施工



家具|牆面安裝
注意事項

• 需要斜角裁切亞麻面當兩片拼接時，並須將底
面的紙也需斜角切斷。



家具|牆面安裝
注意事項

• 需要斜角裁切亞麻面當兩片拼接時，並須將底
面的紙也需斜角切斷。



家具施工方
式

• 兩種不同材質膠合的注
意事項



家具|牆面安裝

注意事項

• 右圖是表面亞麻有切斜角，
但是底面的黃麻尚未切斷
或斜角切斷。導致表面看
起來不會有髮絲條狀的拼
接。



兩種亞麻材料平面安裝方
式



牆面安裝

注意事項

• 材料本身兩側多餘的紙切除，再將兩片對拼即可。



牆面安裝

注意事項

• 材料本身兩側多餘的紙
切除，再將兩片對拼即
可。



牆面安裝

注意事項

• 板材需注意將表面清理，保持
板材乾燥。

• 如右圖，需注意板材、膠水與
亞麻面材的貼合！而不會產生
氣泡！



APPLICATION 應用

亞麻面材應與板材(例如：MDF，刨花板，複合材料或壓制複合板)一起應用。每當兩種不同類型的材料粘在一起時
，它們之間就會產生張力。為了緩解這種情況，需要“整平”材料。當亞麻面材附到其他板材時，尤其是鬆散的面
板上時，更需要整平。建議在板材的兩面貼上具有相同技術特性的材料。

在用於較大表面的情況下，請注意以下幾點：

1.選擇適當的板材
2.注意板材料的厚度，對稱性和強度
3.選擇用於整平的支撐設備
4.注意所用材料的良好適應性。

當相同的材料同時並且在相同的方向上施加到板材的兩側時，可獲得最好的結果。

亞麻面材具有彈性和延展性，並且在安裝之前不需要預處理（除了適應室溫環境）。為防止其表面出現任何不良凸
起，請確保載體材料表面和材料背面的清潔。載體材料應沒有任何不規則或其他可能干擾其表面平整光滑的物質。









先確認好亞麻表面是否平整 | 將灰塵清除 | 油壓冷壓或熱呀的時間與溫度需注意

FORBO 亞麻面材工業應用



Adhesive 
膠合

Manual installation
手工安裝

Industrial installation
工業安裝

Flat surface
平坦表面

Acrylic adhesive
丙烯酸粘合劑

Polyvinyl acetate
聚醋酸乙烯酯

Curved surface
曲面

Polyvinyl acetate (contact)
聚醋酸乙烯酯（接觸膠）

Polyvinyl acetate
聚醋酸乙烯酯

Pressing
壓實

- Polyvinyl acetate
聚醋酸乙烯酯

Vacuum forming
真空成型

- Polyvinyl acetate
聚醋酸乙烯酯

使用的粘合劑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安裝方式、成品的預期用途、及載體材料特性。一般指導原則見下表。





• 主要是用在亞麻材料牆面及地板、如果在

施工期間有貼不好，可以輕易的移位或是

再做調整貼上去。容許安裝中或是安裝後

可局部調整。建議可用在牆面或是門片！

• 網址： https://www.forbo.com/eurocol/e
n-nl/414-euroflex-lino-plus/ewbfgf

• 價格： 14kg/桶_2150元/桶(未稅與未含運
)

FORBO Eurocol Euroflex Lino Plus 414
亞麻水性環保膠水

https://www.forbo.com/eurocol/en-nl/414-euroflex-lino-plus/ewbfgf


EUROCOL 亞麻水性環保膠水使用方式
(影片為亞麻地板安裝方式，僅供參考)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e54wwVde1yE

https://youtu.be/NeNOphZVzsU
https://youtu.be/e54wwVde1yE




FORBO Eurocol Euroflex Lino Plus 414
亞麻水性環保膠水



家具上使用手冊:

• 414 euroflex lino plus適用於具有良好拉伸和壓縮強度
的亞麻面材,底材也應保持均勻，清潔，永久乾燥且
無油脂和污垢。

• 用常規的帶缺口的塗膠刮刀塗抹粘合劑(如右圖) 

• 步驟一：將粘合劑直接用塗膠刮刀塗在亞麻面
材上。再用滾筒均勻的塗抹整面亞麻面材。

FORBO Eurocol Euroflex Lino Plus 414
亞麻水性環保膠水



• 步驟二：將粘合劑直接用塗膠刮刀塗在亞麻面材上。
再用滾筒均勻的塗抹整面亞麻面材。

FORBO Eurocol Euroflex Lino Plus 414
亞麻水性環保膠水



FORBO Eurocol Euroflex Lino Plus 414
亞麻水性環保膠水

• 步驟三：將粘合劑用刮刀塗在板材上。



FORBO Eurocol Euroflex Lino Plus 414
亞麻水性環保膠水

使用手冊:

• 步驟四：將亞麻面材壓制在板材上後，使用鐵製滾
輪將亞麻面材均勻壓緊板材上！



手工家具安裝示範影片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JgPS8j67w2A

https://youtu.be/JgPS8j67w2A


FORBO Eurocol 233 Eurosol Contact
環保強力膠

• FORBO 主要是用在亞麻面材，貼上去後，

不易撕毀！建議確認好尺寸與位置後再上

強力膠！可用在家具上或是彎曲表面處理

！

• 網址： https://www.forbo.com/eurocol/e

n-de/products/contact-and-mounting-a

dhesives/233-eurosol-contact/pfse6c

• 價格： 10kg/桶_3000元/桶 (未稅與未含運

)

https://www.forbo.com/eurocol/en-de/products/contact-and-mounting-adhesives/233-eurosol-contact/pfse6c


FORBO Eurocol 233 Eurosol Contact
環保強力膠

• 含溶劑的可熱活化接觸膠，具有很高的
接觸粘合力，可用於多種材料的耐高溫
接觸粘合，例如金屬，玻璃，陶瓷，塑
料（ABS，PVC，丙烯酸），木材，皮革，
硬質板，橡膠等 。在地板安裝中，用於
安裝木踢腳板（橡膠）的階梯孔，凹槽
型材，地板。 根據地板製造商的說明，
也可用於安裝均質的乙烯基，橡膠，皮
革和軟木地板，亞麻地板， 亞麻面材。

• 不含甲苯的膠粘劑易於塗抹且具有快速
乾燥的特性。



FORBO Eurocol 233 Eurosol Contact
環保強力膠

技術說明：



FORBO Eurocol 233 Eurosol Contact
環保強力膠

技術說明：



FORBO Eurocol 233 Eurosol Contact
環保強力膠

• 使用前請充分攪拌！

• 在兩個表面上均勻塗抹一層Forbo 233強力膠。使用帶凹口的刮刀，將其應用板材上抹平。

• 於晾乾時間和接觸粘合時間取決於亞麻面材與板材的質量。

• 避免水泡產生，干燥時間在於施加的強力膠量及房間溫度和空氣濕度。

• 安裝亞麻面材後，擦好，特別是沿著接縫。安裝後無法校正。

• 底層板材和粘合劑的溫度不得低於15°C。相對空氣濕度不應超過75％（建議：最大65％），
以獲得完美的粘合效果。

• 溢出的粘合劑應立即清除並小心使用通用的清潔劑（溶劑）。

• 可以通過將膠膜加熱到大約50℃來重新激活膠膜。確保足夠的空氣流通！

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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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ishing off the edges 修邊

亞麻面材可以實現任何類型的飾面。 乾燥時用透明
的粘合劑粘住邊緣，並立即去除殘餘物。 應確保亞
麻面材表面受到保護。

修邊最簡單方法是將亞麻面材直接切斷，並對材料的
邊緣進行研磨和清漆（圖A）。 將邊緣稍微傾斜一點
。還可以用鋁，木材或塑料條完成修邊。 （圖B和C
）。 圖D顯示了應用於修邊的亞麻面材; 然而，為了
獲得良好的效果，這種技術需要一定程度的實驗和專
業知識。

如上所述，可以用亞麻面材（圖E）將邊緣修圓。在
底部應另外提供3-5厘米的亞麻面材，板材厚度需40
mmu以上，以防止因彎曲應力而導致鬆動。

這種錐形表面和半圓形木條組合的設計方案，說明了
亞麻家具貼面提供的多種可能性（圖F）。

通常，用於彎曲HPL的機器也可用於彎曲亞麻面材。
使用的最高溫度不得超過70℃。



























清潔方式影片處理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JjB2bn-yfAU

https://youtu.be/JjB2bn-yfAU


探索FORBO 亞麻面材

我們亞麻面材系列中的另一種產品是Pinboard亞麻貼面。 這種材料為人們在規劃、創造、會議中收集和交流
想法提供了一種實用、簡單的選擇。 這種全天然材料可以作為插釘板，直接掛在牆壁或家具上。 它表面觸感

豐富多樣，可為您的空間營造出不同的裝飾元素。 您可在Forbo網站上了解更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