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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269年，德国唯宝始终以创新为己任，为大家带来更舒享愉悦的生活体验。我们提倡文化传承，无论从餐桌礼仪到卫

浴文化；我们专注品质，无论是极富热情和灵感的设计。今天，邀请您随我们一同开启这段美妙的启迪灵感之旅，领略尖

端科技、时尚设计与德国品质。

2017年，我们的主题是品质设计的整体解决方案，坚持倡导舒适健康的卫浴体验。期待您的品鉴！

麦特拉赫瓷砖 colaNi | 科拉尼 cplus釉面 隐藏式喷嘴 雅图直旋冲水座厕  钛瓷 | 帝王之星卫生高于一切启程 福朗德恩

精准与技术的珠联璧合
时尚简约的独特外观
宝洁丽-IR智能一体座厕

宝洁丽-ir

奢华新定义：全新高端系列
以简约精致的设计展现
新时代的奢华真我

充沛的产品配件可以解决个
性化搭配组合的需求。将简
约现代风潮引入卫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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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朗
Finion

点亮梦想 意满志得

卫浴空间，是最佳舒展个性化体现自

我风格的地方。Finion | 福朗精致简

约的卫浴系列，是您的最佳选择。柔

和简洁的线条感，诠释奢华魅惑，彻

底放松自我。结合高端材质，如钛

瓷，多变组合的浴室家具单品，满足

储物的同时还能营造氛围。Finion |

福朗系列，设定了当下极富设计感高

端卫浴的新标准，不但满足卫浴美学

还不失健康居家的需求。选择Finion |

福朗，意满志得！

Pro.villeroy-boch.com/finion

精致设计：钛瓷材质面盆，提升整体高雅品格。超薄的盆壁，笔直简约的梳洗柜，相得益彰，低调高雅。

7FINION | 福朗6



2.

1. 3. 4.

1. 简约设计：兼备科技直旋冲水技术的座厕和净身盆，

为高端奢华卫浴空间提升美感。

 

2. 独有时尚：采用独有材质Quaryl® | 圭力打造的独立

式浴缸，具有精准边角和弧度，是卫浴空间的亮点所在。

3. 个性真我：金属质感的按压式溢水阀，浴缸顶部的

进水口和环绕底部的金属装饰带，丝丝入扣地展现独特

品味。

4. 轻盈独立：选配的浴缸底部环绕灯带，营造轻盈漂

浮感。

8 9FINION | 福朗



FINION | 福朗卫浴系列

JUST | 佳斯特卫浴五金

PURE LINE瓷砖

1. 2.

1. 精致外形：精细的洗面盆具有超薄边缘，搭配梳洗柜营造轻盈现代的感觉。

2. 逸动空间：细长超薄的盆壁，柔和润滑的内部结构，洗面盆不但可以搭配梳洗柜，还可挂墙式独立安装。

11FINION | 福朗10



1. 

2. 3. 

1. 2. 3.

4.

1. 灯光镜子： 镜子中集成了LED液晶灯，体量卫浴空间。

2. 感性灯光：预设感性功能，可以切换灯光照明的效果，带来舒享空间。

3. 完美娱乐：蓝牙集成功能，在浴室可以实现“会唱歌，听音乐”的功能。

4. 远程操控：所有镜子、浴缸以及梳洗柜上的灯光效果，都可以用遥控器操控。

1. 星光朗月：置物架背部灯光效果的设计营造流光溢彩

的效果，瞬间提升空间感。

2. 优雅聚焦：置物架表面处理成高端哑光金色，搭配逸

动的灯光，凝聚优雅氛围。

3. 百变储物：宽敞且可分割的抽屉储物空间，按压式的

设计，不但节省空间还便于使用。

12 13FINION | 福朗



2. 

1. 

FINION | 福朗卫浴系列

JUST | 佳斯特卫浴五金

BIANCONERO瓷砖

1. 时尚经典：笔直的面盆线条呼应简约线条感的梳洗柜，而现代感十足的玻璃台面又

完美映衬碗盆的效果，经典简约。

2. 精致工艺：8毫米的梳洗柜边缘和倒角处理，彰显德意志精工品质。

15FINION | 福朗14



FINION | 福朗卫浴系列

JUST | 佳斯特卫浴五金

PURE LINE瓷砖

色卡：从单色到多色混合，梳洗柜和置物架有多种

颜色组合可选择，尽显自我风格。

GF 亮白色
烤漆

GK 哑光无烟
煤色

金色

MT 哑光白色
烤漆

香槟色

GJ 哑光浅
灰色

HB 芍药红HA 雾色

PD 哑光黑色
烤漆

GS 雪松绿

HF 哑光金色*HE 明黄 GN 胡桃木

镀铬色

家具颜色

哑光白色 哑光黑色

玻璃面板

浴缸底部金属色装饰条

* 颜色仅供盒子内部

17FINION | 福朗16



卓越典雅
aNtheus
艾修斯

每一根线条都诠释理念，每一个细节

都尽显价值：艾修斯高端卫浴系列是

对经典摩登时代的致敬。奢华的材质

结合艺术装饰的几何特征，体现简约

干练的包豪斯设计精髓。洗面盆清晰

多面边角，搭配同系列座厕和浴缸，

缔造出既简约又复古的形象。温润的

陶瓷，抛光不锈钢，典雅的大理石，独

有的Quaryl®|圭力材质，珍贵的实木⋯

缔造一个时尚经典的卫浴空间。德国

唯宝艾修斯系列——还原伟大时代的

恢弘典雅。

pro.villeroy-boch.com/antheus

19ANTHEUS | 艾修斯18



2.

1.

1.  明晰的边角：经典的座厕设计，尽显时尚永恒。

2. 奢华浴缸：艾修斯独立式浴缸宛如一颗璀璨的钻

石 被 不 锈 钢 托 架 婀 娜 捧 起 。 采 用 独 有 材 质

Quaryl® | 圭力打造，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还可

加选ViFlow+电子溢水组件，实现美学和功能学双

需求。

21ANTHEUS | 艾修斯20



2.

1.

1. 完美呼应：艾修斯系列是超凡经典设计的定

义——从卫生陶瓷单品到梳洗柜，到镜子，任何一

个角度或圆弧处理，都秉承设计初衷。

2. 高端品质：采用创新材质钛瓷打造的梳洗盆，完

美匹配梳洗柜，且梳洗柜可提供实木贴面的高端材

质，如北美胡桃木或深烟灰色。

ANTHEUS | 艾修斯卫浴系列

DOMICIL | 多米希尔卫浴五金

NEW TRADITION瓷砖

23ANTHEUS | 艾修斯22



2.

1. 3. 4.

1. 卓越经典：设计典雅的同系列高柜，具有强大的储物

功能，也彰显同一系列的协调感。

2. 优美侧柜：侧柜的正面采用光滑的实木贴面，与全系

列相得益彰。

3. 考究内部：抽屉内部单元可以随意搭配组合，实木精

致打造，提供合理的置物解决方案。

4. 收放自如：精致的实木置物盒可以任意拿出或摆放，

便捷地拿取所需物品。

强大通用性：如果在较小的卫浴空间，无框架的独立式Theano | 希雅娜浴缸，显得尤为雅致。

24 25ANTHEUS | 艾修斯



个性空间

摒除多余，弥蔓托系列自始至终提倡

简约美学。畅销款500-600毫米的碗

盆，首次搭载创新材质titanceram |

钛瓷，缔造精准的边角，超薄的盆

壁，为弥蔓托系列带来更“瘦身”的

效果。而独具匠心的混凝土表面色

处理，呼应当下的摩登时代感，是个

性化卫浴空间的最佳选择。

Pro.villeroy-boch.com/memento2.0

MEMENTO 2.0
弥蔓托2.0

27MEMENTO 2.0 | 弥蔓托2.0 26



简约至上

融合极简主义的多种形态，Dawn丨德

恩系列为卫浴五金系列设立了全新

的现代设计风格。混搭风格的出水嘴

与龙头手柄，浑然天成的配套设计，

可用于各式各样的室内设计方案，为

现代浴室提供全新体验。

DAWN | 德恩

简约至上

DaWn
德恩

29DAWN | 德恩 28



再创优雅，缔造永恒

永恒经典，实用迷人，专注且彰显魅

力——多米希尔系列将设计与功能

完美融合。弧形元素，可选的黑色手

柄，多米希尔系列突显细节，可以打

造风格一致的卫浴空间。

DOMICIL | 多米希尔

再创优雅，缔造永恒

DOMICIL
多米希尔

30 31DOMICIL | 多米希尔 



智慧连接
VICONNECT | 隐藏式水箱

完美搭配德国唯宝高品质陶瓷座厕，

最 新上市的隐 藏 式 水 箱冲水面板

M300和e300，结合已有热销款系列，

带来更多丰富的选择，满足个性化的

需求。如今，有10个不同颜色和材质

可以搭配组合，无论是简约设计还是

古典设计，都可以找到诉求点。此外，

我们也实现了在面盆，净身盆以及小

便斗产品上的全新安装技术。

pro.villeroy-boch.com/viconnect

面板（塑料）

款式 E300 白色 镀铬 哑光镀铬 哑光黑色 哑光无烟煤色 哑光白色

冲水面板:
白色

冲水面板:
镀铬

冲水面板:
哑光镀铬

面板（玻璃）

款式 M300 玻璃亮白 玻璃亮黑 玻璃亮灰

冲水面板:
不锈钢

33VICONNECT | 隐藏式水箱32



SPA

悦静系列
JUST SILENCE

轻盈悦享

白色是纯净的最佳代名词，也是空间

感的最佳体现，通过外观，线条感以

及纹理质感得意表现。拓展视线放松

呼吸，寻求平静、舒适以及和谐的空

间感。白色也暗喻力量的象征，蓬勃

生机，悦动活力。无论单纯白色还是

搭配冷色调，都能创造现代空间感，

如银色，蓝色和黑色。

JUST SILENCE | 悦静系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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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

德国唯宝全新Just silence | 悦静系列户外

sap，简约大气的设计，是现代生活空

间的私人专业康体设备。荣膺2015年iF

设计大赏，就是最佳的明证。2017年推

出的同系列紧凑型，四人的预设座位或

躺椅，可以适合小空间的露台和花园。

只有德国唯宝的专业户外spa可以提供

不 同 颜 色 组 合 搭 配 。 借 助 创 新 的

J e tpak tM背板技术，亚克力缸体的颜

色，外部嵌板以及可以更换的JetpaktM

背板都有更多选择。时或纯白色，或银

色-白色，蓝色-白色以及黑色-白色。为

你的空间带来不同情境的感受。

Allaviate Oscllaster Pulsator RainShower Spinal Health Wellness

1. 触摸屏操控

2. 蓝牙音响系统

3. 外部灯光效果

4. 瀑布流水效果

5. 可更换的JETPAKTM背板技术  

1. 2. 5.

3. 4.

36 37



补充系列 veNticello | 凡蒂乐
专属独有设计之美

全新补充侧柜，可以提供包括359毫米和

529毫米两种高度，搭配凡蒂乐系列梳洗

柜，带来更多的储物空间。而全新的直

旋冲水小便斗，兼备缓降盖板，满足卫

生的同时，也和谐搭配整体系列。实用、

空间感、大容量置物⋯⋯都是凡蒂乐为

您带来的福音。小便斗冲水面板还可提

供白色、镀铬以及哑光镀铬的颜色。

pro.villeroy-boch.com/venticello

NEWS IN PILLOLE | 全新升级

全新升级

38 39



architectura | 雅图
项目领域魔术棒

全新延展的欧 · 诺华单品，为您创造更多卫浴空间的可

能性。转角式的洗面盆，紧凑型洗手盆的半挂柱、直旋

冲水的小便斗，让您在入门级价格区间有了更多的施展

手法。 

pro.villeroy-boch.com/onovo

工程项目上最佳选择——雅图，又增加了新成员。全新挂墙式雅图维他系列座厕，

具有超长的尺寸（700毫米），且兼备符合DiN18040标准的直旋冲水技术，同时还可

选配抗菌釉面，真正满足高度卫生的需求。

pro.villeroy-boch.com/architectura

o.Novo | 欧·诺华

NEWS IN PILLOLE | 全新升级

喜出望外的多样性

40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