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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和防护
标准的缔造者

精益求精，志在突破油漆的定义与用途的极限。

企业介绍
我们是精通油漆涂料制造工艺的专家。我们的产品应用
范围极为广泛，而在您的身边可能就有我们的产品。我们
旗下各种世界一流的品牌深受全球客户信赖。我们的业务
网络遍及55个国家/地区，为成为全球行业领导者而不懈
奋斗。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壮大，我们不断推陈出新，
引领油漆涂料行业的未来趋势。

业务范围
阿克苏诺贝尔拥有广泛的业务组合，而油漆制造仅仅是
我们的一项业务。我们的志向是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
来改变世界：既要惊天动地，也能细致入微。所以，
我们的产品，无论是应用在船只、建筑、汽车、混凝土、
飞机、电话还是墙壁或木材上，往往能够发挥意想不到
的功效。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甚至
要抢在客户发现之前，满足那些潜在的需求。



THINK AGAIN        油漆只是
油漆而已吗？

有我们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
丰富的色彩知识作为后盾…… 

公共交通变得
更加可持续

您的生活空间
变得温馨惬意

工业的巨轮
不停转动

您的设备能够
紧跟潮流 

建筑能够经受住
时间的考验



我们的油漆可以…… 

改造
家居环境

神采奕奕的居民
生机勃勃的社区 色彩能够改变生活。土耳其库萨达斯（Kusadası）

的泰陂（Tepe）山顶社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改造整个社区使用了超过50,000升的Marshall油漆。
色彩斑斓的墙面为400个生活空间增光添彩，让2000名
居民的生活焕发生机。这个例子很好地反映了我们是如何
用匠心的涂料带来变革的。

我们热爱色彩，并且致力于和社会分享我们数百年来积累的
专业技术。所以，我们注重启发客户，帮助他们选择自己
中意的色彩。我们希望让每个人都能表达自我个性并且
打造充满活力的生活空间。



我们的油漆可以…… 

1996年，我们向航运业的客户推出了Intersleek产品，他们起初并
不知道这款产品能为自己节约大量成本。Intersleek旨在防止海洋
生物附着在船身上（因为它们会造成阻力），这款不含生物
杀灭剂的涂料至今已帮助客户节省了逾45亿美元的燃料成本，
削减了超过43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这款产品后来发展
得很顺利，还在继续开创效率、性能和可持续性的新标准。

提高
船只的效率

提升汽车的
空气动力学性能 我们认为帮助客户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劲（Sik  s）品牌自从2008年成为迈凯轮F1车队的
官方涂料供应商以来，就一直在践行这个理念。通过与
他们的技师合作，我们的科学家继续开发具备先进技术
特性的新型功能涂料，这些涂料有助于减少阻力并改善
表面滑爽性和耐久性，所有这些特性都是旨在提升赛车
与普通车辆的性能。



我们的油漆可以…… 

提高效率 我们与木材行业的客户合作，开发出了一种可以帮助他们提高
效率的新型胶合工艺。新型intelliCURE by AkzoNobel系统将
实际产品、软件和机械捆绑集成，形成了面向胶合木部件制造
商的一站式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非常灵活，能够帮助客户
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线运作效率。幸运的话，还能让他们继续
与我们合作！ 

虽然绿色环保并非建筑的固有特性，但是，可以让建筑具备这样的特性。
这里提到的绿色并不仅仅是一种颜色， 而是更多地侧重于提高城市
和社区的可持续性。我们在许多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所以我们
热衷于扮演主要角色。我们的产品可以清洁室内空气，为结构钢
抵御烈火，降低外墙的温度并且帮助人们抑制城市热岛效应。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将继续开发能够为建筑、人类乃至于
为地球谋福祉的开拓性产品。

让建筑变得
更环保 



我们的油漆可以…… 

当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Rijksmuseum）的修复项目，人类艺术史上一项
最具创新性的修复工程启动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阿克苏诺贝尔，为其
提供色彩专业技术。我们的色彩专家作为专项团队的成员，为伦勃朗的
《夜巡》 ， 一幅世界名画，提供古画修复服务。通过完美的新旧融合，

帮助这幅经典名画留存于世。

保护文物

化单调乏味为
妙趣横生 我们的航空航天涂料帮助飞机制造商巴西航空工业公司

（Embraer）彻底地放飞想象力。该公司运用我们的
高性能产品在其最新的E2系列公务机上制作动物彩绘，
效果令人震撼。四架飞机经过特殊涂装，呈现鹰、虎、
鲨鱼和雪豹的造型，所有这些都是由Embraer的一位
才华横溢的内部技术人员创造的。



我们的油漆和涂料每天都在保护您日常使用的物件，并为其增色

添彩。我们的产品还应用在许多地标性建筑上。我们产品、技术

与专业知识的足迹遍及七大洲。

多彩缤纷
纳尔逊·曼德拉湾球场 

南非-伊丽莎白港

滨海湾花园 
新加坡 

哈雷六世研究基地 
南极洲 

悉尼海港大桥 
澳大利亚-悉尼 

阿拉伯塔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布鲁克林大桥 

美国-纽约 

伦敦眼 
英国-伦敦

马拉卡纳体育场
巴西-里约热内卢

华沙塔 
波兰-华沙

火焰塔 
阿塞拜疆-巴库

上海中心  
中国-上海

让我们的世界



防 护 

色 彩

我们立志于精通色彩之道。
所以，我们致力于领先全球趋势浪潮，并预知客户需求。

我们的涂料拥有一种隐形的超能力 —— 防护力。
它们具备出众的防护能力，能够轻松应对极端恶劣的环境挑战。

我们醉心于打造令人欢欣鼓舞的色彩，帮助人们表达
个性、丰富文化并改造生活空间与工作环境。

200多年来，阿克苏诺贝尔始终坚持这一点，并且积极
着眼未来。

我们保护您每天看得到、用得到的东西，例如飞机、
远洋轮船、汽车零件、饮料罐、洗衣机、手机、地板，
以及您平常看不到、用不到的一些东西，例如海底管道
和风力涡轮。

我们的产品，无论是防腐蚀、防火产品还是耐化学侵蚀
产品，都深受客户青睐，他们相信，纵使标准再严格，
我们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服务都能从容应对。

为此，我们始终坚持开发能够攻克技术难题和
客户性能要求的数字色彩工具和解决方案。

每个人都有自己最钟情的一种颜色。而我们能够
调制成千上万种，一定有一种合您心意。

我们在海事、建筑、汽车、航空、木材、包装和消费品等
市场积累下的良好口碑，就是我们强大的专业实力最好的证明。
所以，无论您需要什么防护，我们都能提供。



INNOVATION创 新  无止境 

手持画笔，涂创未来！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为了加快新产品问世的步伐
并帮助解决客户面临的无数挑战，我们创建了
“涂创未来”（Paint the Future），这是一个专门用于
加速油漆和涂料创新的生态系统。

这一切始于2019年初在行业里首次成功举办的全球
初创企业挑战赛。现在，除了初创公司之外，供应商、
学术界和客户也纷纷加入这波寻找出色创意的浪潮。这一系列
活动的目的就是，在现有的知识与未知领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让我们汇聚所有人的力量，发掘新的机会，成就一番事业！
加入我们，踏上这个激动人心的旅程： 
www.letspaintthefuture.com

创新是我们超越平凡的武器。超越常规的预期、超越客户的想象、
跨越世代的阻隔，尽到我们保护地球的责任。

油漆的功能不再仅仅是色彩和防护。客户希望油漆产品具有出色的
性能、使用起来更方便以及拥有更多的新功能。增加油漆的功效，
势在必行。与此同时，我们凭借数字创新创造出越来越多在几十年前
甚至没人能够想象得到的解决方案。

同时，为了满足未来更高的需求，我们必须改变思考和做事的方式。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需要向循环经济价值链迁移，提供可持续的
解决方案并且与他人合作。

经过200多年的发展，
我们追求突破行业边界的
热情从未像今天这般强烈。



人 类

为了保持我们作为行业可持续发展领导者的地位，我们需要
最大限度地为员工、合作伙伴、社区和客户谋福祉。

为此，我们需要为员工队伍提供发展平台，并且倡导人权与多元化。
同时，我们还要提供最具可持续性的产品组合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具体措施包括广泛开展对公众及社区大有裨益的本地项目。

地 球

保护地球是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方针，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方针，
就是为了表明，我们要通过减少自己的环境足迹来保护地球。

为此，我们开展了很多工作并且将继续采取行动，通过重铸价值链
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此外，我们还致力于减少能耗，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减少VOC和废弃物产出，同时增加可再生能源的用量。

涂 料

可持续发展是推动我们产品创新的根本动力。这意味着我们推向
市场的所有新产品，不仅能为环境而且能给客户带来可持续性效益。

我们大约40%的销售额源于具有可持续性效益的产品。我们打算利用
现有的可持续性效益优势和领导地位，大幅扩大这个比例。我们还通过
呼吁大家利用“涂创未来”（Paint the Future）创新生态系统进行协作
创新，引领油漆涂料业踏上激动人心的转型之旅。

涂创出更加

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我们的油漆和涂料产品旨在保存、防护和强化重大资产。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已经成为遥遥领先的行业
领导者，并且我们打算继续保持这样的领先地位。

为此，我们推出了全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人类、地球、涂料。
该理念的意义就在于立即行动，对客户、业务以及地球环境产生
积极的影响。这样一来，就能把可持续发展落到实处。我们相信，
只有这样做，才能持续推进可持续发展。

从1792年我们踏上
这段非凡的旅程到今天，
可持续发展就一直是
我们的DNA。



关爱社会与当地社区是我们全球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各种活动，为社会送去关怀。

这些活动在帮助公众及周围社区的同时，还有助于培养员工的企业自豪感并且塑造阿克苏诺贝尔良好的企业形象。

我们主要通过3个途径为社会做贡献：我们的社区计划、“多彩开始”（Let’s Colour）项目以及由来已久的教育基金会。

长期以来, 阿克苏诺贝尔中国凭借人文关怀、丰富的产品和在创新、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专长，助力经济发展、帮助

我们居住的社区变得更宜居。包括“大学生社会公益奖”、静安区“人・城市TM”可持续发展社区计划、多乐士希望小学、

阿克苏诺贝尔梦想中心教室等项目，都体现了公司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和决心。

通过我们的社区计划，员工们可以提名

有价值的项目，前提是他们必须亲自参与其中。

迄今为止，已有约97,000人从这些项目中受益，

参与项目的员工人数超过1500名。

阿克苏诺贝尔中国大学生社会公益奖”由阿克苏诺贝尔中国

设立于2011年，是中国第一个以大学生社团为奖励对象的

社会公益奖项。迄今为止，已有来自全国103座城市中的

284座高校约37万大学生参与其中，足迹遍布97%中国省

市。八年来共征集约2100个项目，约有516万当地居民从

中受益。

“多彩开始”（Let’s Colour）运用

油漆的力量来改善人们的生活。

迄今为止，这个倡议在全球范围内

已经完成了近2300个项目，有12,000多名

志愿者参加，用掉了130万升油漆。

体现教育基金（与Plan International Netherlands联合运作）

价值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培养年轻人的就业能力，

帮助他们走上职业道路。我们还与SOS儿童村合作，

为通过教育解决全球青年失业问题而努力。关爱社会



作为雇主，我们有着怎样的魅力？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指出，我们在
全球范围内获得了一系列“最佳雇主”奖 ，
对此我们深表感激。这些荣誉是对我们
不断为员工提供更好的条件的认可。作为
雇主，我们尤其注重为员工创造具有包容性
并且多元化的工作环境，为他们打造让人们
感到被尊重、被接纳、能够参与其中并且
获得回报的公司。
 

理想的公司是值得信赖的；是能够让人有所
成长、锻炼自己的技能、发挥自己的特长
并且收获成就感的；是能够让人自由地表达
自己，实现抱负并且实实在在地改变世界的。
阿克苏诺贝尔就是这样的公司。

欲了解详细信息，
请访问我们网站的“招贤纳才”版块。

我们鼓励员工攀登事业高峰。我们

与他们分享自己对油漆涂料事业的

热情，并且帮助他们发所有才能，

希望他们能够带领阿克苏诺贝尔

走向未来。

Thierry Vanlancker 
阿克苏诺贝尔首席执行官

合作共赢
虽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是我们的
创始人之一（公司的名字反映了这种渊源），但我们的持续成功
应该归功于那些曾经并且现在仍然在为我们这个全球大家庭贡献力量的人们。

我们志在成为最好的企业，我们很幸运，拥有一批才华横溢并且
充满活力的同事，他们和我们一样对涂料充满热情并且志向远大。

如今，我们悠久且光荣的历史即将翻开最新篇章，
能够为任何想要加入我们的人创造绝好的机会。

我们在全球各地的运营点都有岗位诚聘英才，
我们一直在寻找能够带领我们走向未来的具有
创新思维的人才和有远见的思想者。

我们公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792年。许多人都为我们的

发展壮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两个多世纪的辉煌历程中，

我们积累了许多珍贵专业知识，

并且把这些知识传递给了客户。



重达12366吨的“雪龙2”号是全球第一艘采用船艏、船艉双向破冰技术的极地科考破冰船。

该船拥有卓越的破冰能力，可实现极区原地360度自由转动，并可突破极区20米当年冰

冰脊，使得我国极地考察区域和季节得以极大地拓展和延长。除了飞行甲板外，“雪龙2”

号其余内外各部位均应用了阿克苏诺贝尔船舶和防护涂料。其中，“雪龙2”号船体底部和

两侧至冰带上边界采用了阿克苏诺贝尔国际（International）油漆旗下最强效的冰区漆产品

耐磨环氧漆（Intershield 163 Inerta 160），其出众的漆膜表面光滑度性能，可有效防止冰层

粘附在涂层表面，从而确保“雪龙2”号能最大限度提高破冰效率。

复兴号CR400BF型电力动车组

雪龙2号

复兴号CR400BF型电力动车组是“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CR400级别里的一款，是由中车长春轨道客

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动车组。车身以中国白为主色，腰带金色，该金色由阿克苏诺贝尔为其量身打造，

在运行中像是飞舞的凤凰，故又名“金凤凰”。阿克诺贝尔有幸参与中国复兴号的涂料颜色开发和应用，

于2016年10月开始供货，2017年6月该项目首次运营于京沪高铁线，成为中国高铁的标志印象。

我们的油漆用于…… 



中国尊

中国尊，一个全新的北京地标，位于北京市朝阳区CBD核心区，是北京市最高的地标建筑。尊，古之

礼器。意为敬奉，起时双手捧至顶，行顶天立地之势。建筑总高528米高耸直入云端，表现出顶天

立地之势，与“尊”的表现不谋而合。

阿克苏诺贝尔为该建筑幕墙提供粉末涂料，总供粉量达70吨！粉末涂料Interpon D2015 Brilliance 
系列产品凭借其优异的耐候性和卓越的表现力受到设计师的一致青睐， 我们的产品应用于建筑的

幕墙，能够精准的切合设计理念，让建筑呈现出震撼的视觉效果。

我们的油漆用于…… 

阿克苏诺贝尔参与了目前亚洲已建成最大的海上风电项目——华能如东海上风电场的项

目建设，为其海上升压站提供防腐与防火兼备的先进防护涂料解决方案，确保海上风电场

能更高效安全地汇集电能，有效减少电能传输过程中的耗损，提高风电场的发电储备。

华能如东海上风电场



Tesla对油漆件附着力要求相比其他OEM更为苛刻，冲水距离近且时间长，还增加了石

击后的冲水。延锋项目初期按OEM要求使用原供并不顺利。凭借与延锋彼欧长期合

作赢得的信任，AN受邀加入Tesla底漆项目。我们现场服务和实验室有效配合对底漆进行

了优化；延锋彼欧也积极说服Tesla改变只用原供的初衷，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阿克苏底

漆在性能方面最终得到了特斯拉的认可，击败了美国工厂的原供方，底漆于2019年10月正

式交付使用。目前我们正在做施工性的优化以满足杭州延锋现场的需要。

渐变色涂料系统

Tesla底漆

本产品利用各种纳米色体系，具有极细的粒度及高透明度和色强，具有良好的渐变色彩效果，与我们

的涂料产品具有良好的配套性。

它对各种塑料基板具有优秀的附着力，并通过热压电阻的后成型过程，满足了许多OEM性能规格的需要。

这是一种创新的色彩技术，在智能手机的后盖装饰中广泛应用于PC&PMMA或PC基板上，引领应用进

入另一个高领域趋势。并搭配额外的PVD装饰工艺，最大限度地提高自然效果和纯色的亮度和光

泽，是模拟玻璃效果的性价比解决方案。具有配色方便，颜色选择多样，利于客户价值，量产率高。

我们的油漆用于…… 



诚品生活苏州大步梯
“生命之光”主题展览跨界合作 
多乐士携手诚品生活苏州，共同打造2020年诚品生活苏州大步梯“生命之光”主题展览。多乐士以诚品

标志性的72阶南北大步梯为“纸”，用54种斑斓色彩诠释时代巨匠们的“生命之光”。作为本次展览的独

家色彩合作伙伴，全球色彩专家多乐士凭借对色彩的深入理解和敏锐把握，通过对大师们思想精粹的

细致揣摩和解读，将凝结在不同时空闪耀灵魂中的“生命之光”通过具象直观的色彩生动诠释，正是

开拓创新、多维跨界的又一次大胆实验。

我们的油漆用于…… 

七彩云南・欢乐世界主题乐园，以古滇文化、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唯一性和独特性

为出发点，依托云南自然山水资源、民族文化资源，打造一个面向世界的民族文化体验

类主题乐园。色彩是云南的精髓，是云南的神采，是主题乐园内的这些假山建筑能重焕

云南丰富多彩的人文地理的关键所在。多乐士专业（Dulux Pro）为七彩云南・欢乐世界主

题乐园提供了“从底到面”的全体系解决方案，助力七彩云南・欢乐世界主题乐园能够惟妙惟

肖地展现出云南的多彩风貌。

昆明七彩云南



重庆来福士
重庆来福士寓意“扬帆远航”的重庆精神，诠释了“古渝雄关”的壮美气势，建成后成为重庆的标志性建筑。

其中，6座塔楼设计理念源于重庆的航运文化，分别以350米及250米的高度，化形为江面上强劲的风帆。

粉末涂料Interpon D1010 系列产品凭借其优异的耐候性和装饰性被应用于整个门窗铝材框架，幕墙

铝材框架，幕墙装饰铝板等部位，不仅为门窗幕墙提供全方位的持久防护，也保证了其装饰性和

美观度。

我们的油漆用于…… 

宜家在中国是健康和简约的生活方式的代名词，浓郁的北欧风情里映射着阿克苏诺贝尔的倩影。

拥有最佳色彩表现力和防护功能，同时满足严苛的环保要求，正是阿克苏诺贝尔的水性

木器漆和UV木器漆在宜家最好的诠释。为挑剔的消费者打造钟爱之选。

宜家中国



上海中心大厦（Shanghai Tower），是上海市的一座巨型高层地标式摩天大楼，作为综合

性超高层建筑，以办公为主，其他业态有会展、酒店、观光娱乐、商业等。2020年1月6

日，入选上海新十大地标建筑。

我们的Dulux Pro内墙乳胶漆具有出色的环保性能，有助于实现可持续性；Dulux Pro高效能涂

料具有优异的防腐性能，有助于实现长效的保护。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上海中心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定位为大型国际航空枢纽、国家发展新的动力源、支撑雄安新区建设的京津冀区域

综合交通枢纽。按照节能环保理念，建设成为中国国内新的标志性建筑。

我们的Dulux Pro内墙乳胶漆具有出色的环保性能，有助于实现可持续性；Dulux Pro艺术类质感涂料

和仿石类涂料具有逼真的装饰效果及出色的保护性能，有助于提升建筑的品质感。

我们的油漆用于…… 



我们的
全球业务结构

联系方式

我们的业务足迹覆盖以下三个地区：

 欧洲、中东和非洲

 南美洲

 亚洲

阿克苏诺贝尔中国总部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788号22楼 
邮编：200040
电话：+86 21 2220 5000
网址：www.akzonobel.com

阿克苏诺贝尔中心 
荷兰阿姆斯特丹 
电话 +31 20 502 7555 
网址 akzonobel.com 

阿克苏诺贝尔投资者关系 
荷兰阿姆斯特丹 
电话 +31 20 502 7472 
网址 akzonobel.com/investor_relations 
邮箱 investor.relations@akzonobel.com 

阿克苏诺贝尔媒体关系 
荷兰阿姆斯特丹 
电话 +31 20 502 7833 
邮箱 media.relations@akzonobel.com

我们的最新年度财报 
akzonobel.com/report 

我们的主要业务分为四块：

 船舶和防护涂料

 汽车和特殊涂料

 工业涂料

 粉末涂料

facebook.com/akzonobel

twitter.com/akzonobel

linkedin.com/company/akzonobel

instagram.com/akzonobel

阿克苏诺贝尔全球企业传播部

Sarah Keur 
品牌与创意服务负责人 

David Lichtneker 
编辑经理 

John O'Neill 
资深设计师

 
品牌和商标 

本宣传册提到了阿克苏诺贝尔
拥有或持有许可的品牌和商标

未经授权，严禁使用这些品牌和商标

装饰漆 高性能涂料

主要品牌： 主要品牌：



阿克苏诺贝尔致力于以优质的涂料构建宜居世界，精
益求精。自1792年起，我们生产的涂料和油漆不断
传承自匠心技艺，并为色彩与防护制定标准。阿克
苏诺贝尔旗下品牌阵容鼎盛，拥有多乐士（Dulux）
、国际（International）、新劲（Sikkens）、 Interpon
等著名品牌，在全球广受信赖。阿克苏诺贝尔总部
位于荷兰，足迹遍及世界150多个国家与地区，
拥有约34,500名优秀的员工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高性能产品。

© 2020 阿克苏诺贝尔公司（Akzo Nobel N.V.）
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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