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浴室里缤纷色彩
德国唯宝色彩理念



为生活添色彩

从清晨开启的第一抹活力红色，

到傍晚平添静谧的蓝色⋯⋯

色彩时刻与我们相伴，抚慰我们，

激励我们，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感悟。

就现在，打造专属于您的卫浴空间，

尽享色彩缤纷时刻。

德国唯宝携手色彩美学专家

Gesa Hansen，玩转色彩新概念，
为您提供,富有灵感、趣味的色彩见解

和色彩搭配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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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轮
设计始于灵感

    探索    

嫩粉

雾蓝

鲜红

灰褐

暖黄

春绿

您可以通过色彩创造一个更舒适温馨的卫浴氛围。从我们

的色轮中选择令您心悦的色调。我们将带您进入一个充满

创意、灵感和技巧的色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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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系

充满夏夜的
丰盛和热烈

炙热的红色调给浴室

带来了温暖和幸福的

气息，营造出跳跃

却又舒适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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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系

充满阳光
的温暖

夏日阳光的黄色调会给

您的浴室带来六月温暖

假期的积极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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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着露水的草地和森

林的绿色色调在您的浴

室里创造了一种安心、

活力的氛围。

绿色系

充满大自然
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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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褐色系

充满永恒大地
的气息

灰褐色系散发出一种

有品位的永恒气息，仿佛

置身于大自然中诱发出一种

舒适、安全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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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系

感受被水环绕
的宁静

大海的深邃宽广让人

平静。深浅不一的蓝色调

能让您的浴室变成一个

放松的健康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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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色系

宛若
四季如春

清新、淡雅的玫瑰色调

能激发人们对生活的

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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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美学专家 GESA HANSEN

“色彩可以完全颠覆一个空间的透视法则”

德裔丹麦设计师Gesa Hansen于1981年出
生在一个家具设计师和建筑师的家庭。

在完成了魏玛包豪斯大学的学习后，她

来到巴黎，在著名建筑师Jean Nouvel的工
作室工作。2009年，她建立了 “汉森家
族（The Hansen Family）”品牌，该品牌
以斯堪的纳维亚风格打造手工家具，并

获得了巨大成功。她为德国唯宝开发了

一个独特的色彩理念，为浴室引入了许

多新的设计方案。

“Colour can  
completely  
overturn  
the laws  

of perspective  
in a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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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方案
四种简单的色彩组合方式

无论您想结合一种、两种还是三种色彩 ——同色系的和谐配色是黄金法则。我们的四种色彩方案
将帮助您创造出绝佳的效果。通过色轮上的颜色，就可轻松做出选择。

三原色单色调 互补色 相邻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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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色系的配色方案中，通过单个颜色明暗和

饱和度之间的差别，更能为卫浴空间营造出

一种独有的宁静，和谐，友好的氛围感，

且更容易搭配。

单色调

引人入胜的
单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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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色的运用，创造一种热烈，

明亮，时尚的个性空间效果。两色中的

一个颜色作为主色，一个为辅助色，

可避免色彩对比⋯。

互补色

巧妙运用
对比色

14



这里，使用色轮上相邻的颜色，您可以

在拥有无限灵感的大自然中找寻到这类

经典的配色方案。它是一种低调沉稳且严谨的

简约设计风格，通过亮色来突出空间中的重点，

而在较大的区域内使用中性色。

相邻色

汲取自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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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色的方案是最鲜明大胆的。方案使用了

三种代表不同个性的颜色。在互相巧妙

完美地融合和呼应之下，原本无趣的

卫浴空间反而凸显了多样的

现代时尚之美。

三色调

三种颜色
彰显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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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美学专家 GESA HANSEN

“色彩几乎可以改变所有，如空间的氛围、面积或定义。”

" Colour can change almost  anything: 
the atmosphere,  dimensions or 

 definition of a room. “

17



GESA HANSENS
对于色彩理念的建议

正确运用色彩可以创造出

不同凡响的效果。色彩可以让

浴室变得更宽阔、更温馨、

更舒适。不合理地运用色彩，

则会适得其反。

10 expert
tips

from the
designer
来自设计师的10条专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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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聆听心声

在色彩选择上不要墨守成规。所有的色调都是

被允许的，只要它们能够呈现出良好的效果。

如果您不知道如何选择时，就从蓝色调开始吧。

蓝色调最易搭配且总是显得很和谐，

就像百搭的牛仔裤。

色彩创造出宾至如归的温暖

白色作为一个经典的色彩选项，运用在

卫浴空间中往往会给人以洁净的感受。合理的

运用色彩有助于产生情绪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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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的魅力

光线的效果可以使得同一种颜色呈现不同的

色泽。您做出最终选择之前，在不同的场景

测试颜色，观察它如何随光线变化。

#4#3从细节入手

专注细节决定了是否可创造出最佳的

配色方案。与其在卫浴空间中铺设单调的瓷砖，

不如从选择一款彩色碗盆开始，逐步推进设计。

当您不满意初稿设计时也可及时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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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6
小空间，大效果

即使是较小的空间，采用亮色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运用得当，它们可以使空间看起来更加宽敞。

应当将房间里较小的墙面涂成彩色，而将

天花板涂成浅色或白色。这种色彩对比

能烘托出空间感。

多元化的色彩

从暖色调到冷色调，色彩的温度也是多元化的。

考虑到不同色调对于不同体积感和空间感的影响，

建议使用“平和温暖”的暖色调和中性色，

而出挑的亮色更适合用于空间处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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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8源于自然
色彩之间的搭配比您想象的要容易。大自然

向我们充分展示了色彩搭配的奥秘：

观察一番草地上的花朵并以此作为灵感，

能够感受到不同的对比色所呈现出来的

充满活力的靓丽效果。

治愈系色彩

宽敞的卫浴空间容易使人感到无趣冰冷。

适当的运用色彩来打破空间的界限，也可以

创造出更加温馨，舒适的爱家氛围，

满满的提升幸福感。

22



如何创造您自己的色彩理念

情绪板可以帮助您轻松创建自己的色彩概念。

找到不同的材料样本，把它们摆放在一起，

看看颜色是否协调。德国唯宝的色轮

也能帮助到您。

大胆的突破

如果您想要一个全新的空间，您并不总是

需要改变每一种颜色。任何新的色彩搭配

都会改变气氛。例如，红色配黄色，

与红色配黑色的效果完全不同。

Wandfarbe:
Sand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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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系列

在技巧3中，Gesa Hansen建议对浴室进行
色彩设计时，先从洗面盆开始。我们的

Artis | 安蒂斯和Loop&Friends | 洛普之友系列
提供了多种颜色可供选择以供选择。

ARTIS

Artis | 安蒂斯洗面盆有九种颜色和
四款造型，为迷人的色彩概念提供了

丰富的选择。

24villeroyboch.com/artis



FINION

Finion | 福朗系列家具提供了很多
个性化设计的空间，包括有十种时髦的

漆面色调可供选择。

25villeroyboch.com/finion



色彩定制

我们提供“色彩定制”服务，可以将

洗面盆同色系应用于独立浴缸上，让整个

卫浴空间更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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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des and dimensions subject to the usual tolerances.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make technical modifications to the range and alter colours.

instagram.com/villeroyboch facebook.com/villeroyandboch pinterest.com/villeroyandbochvilleroy-boch.com

villeroyboch.com/colo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