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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德国唯宝风格

时尚设计一直是德国唯宝的标志

凭借对流行趋势的敏锐感受，我们设计出了独特的卫浴系列

它令生活更加美妙多姿，舒适宜人

当下，设计美感在卫浴风格中愈发重要。舒适

的浴室环境可以营造一种独特氛围，令人放松，

并为个人风格的展示提供空间。在德国唯宝产

品 规 划 中 ， 我 们 很 早 就 认 识 到 设 计 的 重 要

性。100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将功能卫生

间打造成时尚的生活空间——以永恒的现代化

造型和设计，塑造浴室的前沿趋势。我们的产

品均由国际知名设计师和我们自主获奖设计团

队打造，无论是纯粹的线条，还是感官的优雅，

每一款卫浴系列都有其独有的特点。多年来，

凭借其美学特性和功能性、可持续性和舒适性

的成功组合，他们获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

设计陪审团的亲睐。所以，您值得选择充分展

现您个人风格的精致卫浴系列和杰出设计灵感。

在德国唯宝为您打造的卫浴空间内，畅想舒适

的私人美好时刻！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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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 设计 5

德国唯宝风格

时尚设计一直是德国唯宝的标志

凭借对流行趋势的敏锐感受，我们设计出了独特的卫浴系列

它令生活更加美妙多姿，舒适宜人



德国唯宝风格

INNOVATION
每一日，您都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研发成果：

对细节的专注，以及我们的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

使您在浴室里的每一分钟都将拥有最纯粹的愉悦体验

Discover

不言自明，卫浴空间内的大部分产品都是我们

寻求更佳解决方案的结果。几十年来，凭借新

颖的理念、尖端的技术和日积月累的专业知识，

我们成功营造出了一个个愈加舒适的浴室环境。

初始于手感愉悦的专属材质——Quaryl®|圭力，

而我们的设计创新只是成功因素之一。从耐脏

的陶瓷釉面到座厕节水技术，在德国唯宝，您

会发现一系列非凡的产品，它们令您倍感安心。

尽管如此，我们对舒适性和功能性、设计和卫

生的要求标准仍在不断刷新，并且相关技术也

在不断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努力让浴

室变得更靓丽、更舒心。今天，我们很荣幸地

向大家展示我们的最新成果之一：TitanCeram|
钛瓷。它是一种高品质的材料，可以缔造出令

人惊叹且精致耐用的卫生陶瓷，从而成为一种

全新的设计语言。体验德国唯宝的更多创新技

术，探寻由我们缔造的舒适卫浴空间！ 

6



INNOVATION | 创新 7

德国唯宝风格

每一日，您都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研发成果：

对细节的专注，以及我们的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

使您在浴室里的每一分钟都将拥有最纯粹的愉悦体验



德国唯宝风格

始于1748，德国唯宝已经成为“质量和可靠”的代名词。

凭借精湛的工艺、尖端的技术和严苛的质量标准，

我们所创造的产品，即便在多年以后，其功能也能始终如初。

Enjoy

关于我们产品的质量，“完美”始终是我们的

追求目标。我们希望您能够在未来的几年里，

在您的德国唯宝卫浴空间中获得宾至如归之感。

您会发现，我们一直在提供各种可靠的解决方

案，且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超凡的品质和经

久耐用的寿命。这得益于我们所拥有的丰富经

验、创新观念、不断地研究和严苛的质量检验

标准。从原材料的测试到交付，我们的产品必

须经过25次以上的检测。这些努力是值得的：

得益于此，我们的卫浴产品使用寿命可长达20
年甚至更久。您可以在每一个细节上感受到我

们产品的卓越品质。在细致的工艺和完美的功

能中，超凡品质总是显而易见。您可以在防刮、

防污的陶瓷、无声关闭的抽屉，以及诸多其他

特殊功能中感受到我们品质的魅力，它使您可

在浴室中尽情放松。拥有每一件德国唯宝产品，

您都可以放心地获得其永恒的价值。

 QUALITY

8



德国唯宝风格

始于1748，德国唯宝已经成为“质量和可靠”的代名词。

凭借精湛的工艺、尖端的技术和严苛的质量标准，

我们所创造的产品，即便在多年以后，其功能也能始终如初。

 QUALITY

QUALITY | 品质 9



德国唯宝风格

风格是很个性化的。但是您的个性如何在卫浴空间里找到完美的展现呢?

探索德国唯宝的别致风格，

灵感源于我们的风格专家对室内空间的创意设计。

The style of

无论是古典优雅、迷人、纯粹、现代，还是具

有自然魅力，我们的风格和设计专家始终在为

您呈现最新的室内设计趋势。在本文的以下部

分，您将会发现诸多关于如何通过德国唯宝产

品实现您的个性化生活方式的技巧和建议，并

使您的浴室成为您个人安静和放松的空间。快

来开启专属您自己的灵感之旅吧。

VILLEROY&BOCH

10



德国唯宝风格

风格是很个性化的。但是您的个性如何在卫浴空间里找到完美的展现呢?

探索德国唯宝的别致风格，

灵感源于我们的风格专家对室内空间的创意设计。

VILLEROY&BOCH

风格专家

GESA HANSEN
基于对纯木质感的特殊偏爱，这位德裔
丹麦籍设计师创造出了一种斯堪的纳维
亚风格的漂亮家具。对于德国唯宝而言，
她选择了一种独特的色彩概念，追求在浴
室中营造出个性化的风格。 
gesahansen.com

PATRICK FREY
找到最简单、最明智的解决日常问题的方
法，是这位产品设计师的人生信条。凭借
高品质的设计，他创造出直观而实用的产
品，让人感觉轻松、自由。 
patrick-frey.com

CHRISTIAN HA AS
精美且不失协调的设计，融合极简和个性
化的元素是这位设计师的专长。从透光的
瓷器到家具再到室内装饰，每件作品中的
故事都蕴含着产品的精髓。
christian-haas.com

STEFAN NILSSON
这位瑞典最著名的趋势洞察家明白我们今
天所梦想的未来。他追踪了设计、室内装
置、时尚、美食和生活方式领域的最新趋
势，并且将他的发现与我们进行分享。
trendstefan.se/blog

德国唯宝风格 11



Luxurious detailing  
boos ts the  

glamour factor

揭开奢华与魅力的幕布

ANTHEUS | 艾修斯 18页

FINION | 福朗 42页

VENTICELLO | 凡蒂乐 70页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经典的大理石，华丽的外形，
天鹅绒和金银锦缎

所装饰出的富贵夺目，
不要畏惧他所展现
出来的星光熠熠。”

Stefan Nilsson 
趋势研究学者

12



Metallic colours  
create noble accents

重归优雅

ANTHEUS | 艾修斯 18页

ARTIS | 安蒂斯 76页 
COLLARO | 酷乐 32页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结合清晰简洁的造型，
精心挑选材质和色调，

以当代的姿态
赞美古典的优雅。

营造时髦和舒适的风潮。”

Christian Haas 
产品设计师

德国唯宝风格 13



Not everything  
  has to look perfect

渐行复古风

“时光流逝，复古风潮
依旧在卫浴空间中

留有重要的足迹。
这种融合现代装饰和家具

的设计风格需要一种
别样的轻盈感。”

Stefan Nilsson 
趋势研究学者

AVENTO | 艾万托 30页

HOMMAGE | 豪迈 50页

O.NOVO | 欧.诺华 62页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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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d creates a
warm atmosphere

AVEO NEW GENERATION | 艾维欧新一代 92页

COLLARO | 酷乐 32页 
LEGATO | 利嘉途 52页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回归自然

“高品质的木质家具，
搭配羊毛，剑麻或石头

饰品。打造出休闲、
放松的完美风格。”

Gesa Hansen 
趋势调查员

德国唯宝风格 15



The main focus 
here is on cosiness

完美的北欧风格，
极佳的舒适性

“原木，自然、柔和的
色调和简约的外形，

营造出一种友好、
包容、迷人的氛围。”

Gesa Hansen 
设计师

AVENTO | 艾万托 30页

COLLARO | 酷乐 32页

SUBWAY 2.0 | 萨泊威2.0 64页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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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ally selected
accessories provide

comfortable accents

极简主义

“纯粹的形式、线条和
饰面，通过严谨的照明
理念而得以完美呈现。”

Patrick Frey 
产品设计师

FINION | 福朗 42页

LEGATO | 利嘉途 52页

MEMENTO 2.0 | 弥蔓托2.0 58页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德国唯宝风格 17



ANTHEUS
艾修斯

Distinc t ly gegant
卓越典雅

ANTHEUS  | 艾修斯  卫浴系列 
LA FLEUR  | 乐福  卫浴五金 

MARMOCHIC 瓷砖

18



ANTHEUS | 艾修斯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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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lleroyboch.com/antheus

奢华点缀
独特的纯手工装饰艺术色，采用奢
华铂金材质，尽显洗面盆中装饰艺

术的精致，独特和优雅。
完美呼应
艾修斯是卓越典雅的卫浴系列⸺
从卫生陶瓷到梳洗柜，到镜子，每个
元素都散发着时尚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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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致配搭
时尚高品质的大理石台面，结合优雅
曲面的高光不锈钢框架，完美衬托了
钛瓷打造的梳洗盆。

An exquisite composition made from 
       glass, marble and high-gloss steel

“严谨的配饰，优雅的风格，
黑白的对比，缔造出

一个时尚且不过时的
卫浴空间。”

Christian Haas 
产品设计师

明晰的边角
经典的座厕设计，

尽显时尚永恒。



ANTHEUS | 艾修斯 21

精妙的细节
拉槽隐蔽地融合于家具流线型的正
面，从而在顺滑开关橱门的同时显得
极为潇洒与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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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OCHROME MAGIC 瓷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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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EUS | 艾修斯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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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尚设计风格
采用独有材质Quaryl® | 圭力打造
的浴缸，具有完美边角线条感。独
立式Theano | 希雅娜浴缸，既美观
又毫无违和感。 详见89页。

充沛的储物空间
正面实木贴面的工艺，

为艾修斯系列家具平添一份
尊贵之感。设计合理的

储物空间，可以放置毛巾，
化妆工具，以及小件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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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A

ARCHITECTURA  |  雅图  卫浴系列

CULT  |  卡特 卫浴五金 
CENTURY UNLIMITED 瓷砖

CONSOLE  建筑师的设计

The variety of clear design

雅图

大道至简  型而多样



ARCHITECTURA | 雅图 25

总有适合你的选择
雅图浴缸拥有宽敞舒适的内部空间。
8种不同尺寸，能够满足不同大小的
卫浴空间。

Geometric 
   forms

项目领域魔术棒。灵感源自几何基本形状，无论是矩

形，圆形，椭圆形，可以适合多种风格的卫生间设

计。台盆的多种安装方式以及座厕的多种设计和创新

的直旋冲水技术，真正满足高度卫生的需求，都是专

业人士的不二之选。

villeroyboch.com/architect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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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ose  
     your  
favourite form

简洁的设计，丰富的选择
雅图碗盆系列提供圆形，椭圆形和矩
形三种选择。清晰简约的设计完美契
合任何卫浴空间，为您的浴室创造最

自由的个人专属风格。

“椭圆或圆形碗盆搭配
直线条梳洗台，营造和谐的
卫浴空间。矩形洗面盆具有

舒展的直线条设计，
完美诠释整体灵感。”

Patrick Frey
产品设计师



ARCHITECTURA  |  雅图  卫浴系列

ARCHITECTURA  |  雅图 卫浴五金 
CENTURY UNLIMITED 瓷砖

CONSOLE  建筑师的设计

ARCHITECTURA | 雅图 27



ARCHITECTURA  |  雅图  卫浴系列

ARCHITECTURA  |  雅图 卫浴五金 
CENTURY UNLIMITED 瓷砖

CONSOLE  建筑师的设计 Design based on
   geometric forms

灵感来源几何图形

28



丰富的产品线，从分体座厕，连体座厕，挂厕，碗盆，台下盆，到小便斗，浴缸...... 

设计师以几何设计的简约语言，为酒店、住宅带来意想不到的当代设计风格。

29PROJECT | 案例

  Perfect-fitting
solution for rooms
   of all 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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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NTO
AVENTO |  艾万托  卫浴系列 

ARCHITECTURA METALRIM 淋浴底盘

JUST  |  佳思特 卫浴五金 

My lifenyle
艾万托

独有我的格调



AVENTO | 艾万托 31

Gentle lines bring a relaxing 
touch to the bathroom

VH 亚利桑那
橡木

VJ 北欧橡木B4 水晶白 B1 水晶灰PN 仿榆木 B3 水晶黑

Stefan Nilsson 
趋势调查员

“现代卫浴产品使浴室变得
时髦鲜活。我的建议：大胆尝试

一下粉色元素吧。”

现代化设计
陶瓷和亚克力质感的家具所

带来的现代、简约赋予了浴室
一定的美感。

AVENTO | 艾万托  家具颜色



COLLARO |  酷乐  卫浴系列  JUST |  佳思特  卫浴五金

MARMOCHIC + TUXEDO 瓷砖

COLLARO
Character meets Style

酷乐

型格风尚，真我新生

32



如今现代设计不仅仅局限于追求美观。酷乐系列为营造

舒适感受，创造了一个永恒至美的温馨空间。精致优雅

且不失舒适性。凸起的边缘设计赋予系列独特的外观，

真正成功的产品，是知道如何以一种时尚的方式将特点

形状，优良材质和实际功能结合起来。

villeroyboch.com/collaro

细节决定风格
凸起的边缘设计是酷乐

系列的特征。这个精致的
设计赋予了产品的独特外

观，并拥有防溅和保护边
缘的作用。

“以植物为点缀，搭配
柔和圆润的配饰，

与直角线条的家具
形成鲜明对比。”

Gesa Hansen 
设计师

COLLARO | 酷乐 33



The splendid lightness of well-being

时髦的卫浴空间设计
硬朗的线条，精确的半径和纤薄的盆壁。采用革新
的钛瓷技术，为卫浴空间增添一份轻盈。
有关钛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138页。

与众不同的外观
多款直角或圆润的洗面盆选择，丰富的形状和
尺寸，覆盖每个卫浴空间。配备甄选极具吸引力
和极其坚固的石白色钛瓷。

34



梳洗盆

120 cm 51 cm

80 cm 
100 cm

45 cm 
50 cm

65 cm 56 cm

130 cm

55 cm  
60 cm

80 cm 56 cm

60 cm 40 cm

50 cm 38 cm

100 cm 51 cm

5550 60 6545 80 100 100 160 45 60 80 100 120 140 160120 130 cm cm cm

Collaro | 酷乐 梳洗柜 | 宽 x 55 cm x 45 cm Collaro | 酷乐 梳洗柜 | 宽 x 55 cm x 50 cm Legato | 利嘉途 梳洗柜 | 宽 x 55 cm x 50 cm 

碗盆

梳洗盆只能与相应大小的柜子组合使用。 表面安装的梳洗盆也可以与酷乐和福朗系列的柜子搭配使用。

COLLARO | 酷乐 35



Homely chic

为每天的生活设计
现代感十足的家具配上精心设计
的 梳 洗 柜，成 为 了 家 庭 卫 浴 中 必
不可少的元素，且营造了良好的生
活氛围。

36



COLLARO |  酷乐  卫浴系列

CULT |  卡特  卫浴五金

COLLARO | 酷乐 37



COLLARO |  酷乐  卫浴系列

DAWN* |  德恩  卫浴五金

38



COLLARO | 酷乐  浴缸出水口和溢水配件颜色

香槟色 金色

镀铬色哑光黑色

* 这款家具只在指定国家使用。

实用方便
酷乐浴缸具有精致的轮廓，而宽阔的边缘提供了
便捷的置物区域，带来更轻松地舒享一刻。

整洁有序的储物空间
一扇内外都有镜子的柜门，结合集成式

的储物空间，宽敞的高柜都为毛巾和其
他物品提供了一种独立的存储方式。

COLLARO | 酷乐 39



COLLARO |  酷乐  卫浴系列  VENTICELLO |  凡蒂乐  挂厕/净身盆 
SQUARO INFINITY 淋浴底盘   CULT |  卡特  卫浴五金

COLLARO | 酷乐  家具颜色

FP 亮灰

VG 松露灰 FQ 橡木石墨

PD 哑光黑漆

DH 亮白 MS 白色哑光 E8 白木色

VH 亚利桑那
橡木

VJ 北欧橡木

VK 浅灰

Trendy colours, distinctive look

优雅的外观
拉槽中的LED感应灯为梳妆台和卫浴
空间增添一丝光彩。

COLLARO | 酷乐 家具把手颜色

把手条 松露灰

把手条 浅灰

把手条 哑光无烟煤色

把手条 哑光黑

把手条 哑光白

40



玲珑的线条
细腻的线条对梳洗柜有很大的影响。

边缘只有8mm厚的碗盆给梳洗柜一
个时尚的外观。我们推荐凡蒂乐系

列的座厕做搭配。详见70页。

井井有条的空间
宽敞的存储空间和聪明的设计细节，
为您节省卫浴空间，使得一切都看
上去如此干净整洁。

COLLARO | 酷乐 41



FINION  |  福朗  卫浴系列   LA FLEUR  |  乐福 卫浴五金

FINION
Achieve your aspirations

福朗

点亮梦想 意满志得
42



villeroyboch.com/finion

Clearly defined edges, 
small radii, 

flowing sur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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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膺大奖
典雅的钛瓷洗面盆无疑是整个系列的亮点
所在。结合经典设计和黑科技元素，使得福
朗系列一经问世就获得2017年度iF设计大奖
和2017年度红点大奖。

独立浴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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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ION | 福朗 43



完美对接
侧柜和置物架上都可加装无线充电

功能，为智能手机随时待机。

独有时尚
选配的浴缸底部环绕灯带，营造轻盈
漂浮感。

如光似悦
智能照明系统可以将镜框上集成的LED
光带从白光到暖光进行自动切换，营造

温馨舒适的卫浴空间。根据需求，镜子还
能加装防雾功能或音响系统。

“柔和的辅助灯光，
完美衬托卫浴空间。”

Patrick Frey 
产品设计师

44



FINION  |  福朗  卫浴系列 
SQUARO INFINITY 淋浴底盘   
LA FLEUR  |  乐福 卫浴五金

MARMOCHIC 瓷砖

FINION | 福朗 45



Both functional 
 and atractive

极致纤薄
每一个角度，超薄的盆壁，坚固的

质感，让洗面盆具有简约的设计
感，同时兼备强大的实用功能。

简约设计
具有直旋冲水功能的挂厕和净身盆，

与整体系列相呼应的设计特点。
荣膺设计大奖的同时，也兼备友好

实用的功能。

46



FINION  |  福朗  卫浴系列   JUST  |  佳思特 卫浴五金   TUXEDO  瓷砖

A luxurious atmosphere
 that’s perfect for relaxing  

FINION | 福朗 47



FINION  |  福朗  卫浴系列

JUST  |  佳思特 卫浴五金

PURE LINE  瓷砖

48



多彩选择
令人过目难忘的福朗系列组合优雅地呈现
来自安蒂斯、弥蔓托2.0与酷乐系列等碗盆
的产品。

GF 亮白色
烤漆

PC 橡木

GK 哑光
无烟煤色

MT 哑光
白色烤漆

GJ 哑光
浅灰色

HB 芍药红

HA 雾色

PD 哑光
黑色烤漆

GS 雪松绿GM 橄榄绿

HG 哑光子夜蓝
烤漆

PH 亮黑色
烤漆

HH 哑光砂色
烤漆

HF 哑光金色* HE 明黄 GN 胡桃木

FINION | 福朗 家具颜色

金色

FINION | 福朗 浴缸底部金属色装饰条

香槟色

哑光白色

镀铬色

哑光黑色哑光砂色

Finion | 福朗卫浴系列有200多种颜色组合可供选
择，请参阅第90页。

* 颜色仅供盒子内部

FINION | 福朗 玻璃面板

Colours are a showcase 
for personality

FINION | 福朗 49



HOMMAGE
Paying tribute to a great age 

豪迈

向伟大时代的敬礼

HOMMAGE  |  豪迈  卫浴系列

LA FLEUR  |  乐福 卫浴五金

BIANCONERO  瓷砖

50



HOMMAGE | 豪迈 51

Claric elegance  
  w i t h true qaracter

Stylish through 
and through

HOMMAGE | 豪迈 家具颜色

传承20世纪30年代装饰艺术风格。豪迈系列将该时

期最典型的表现手法运用到卫生间。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所有陶瓷单品简朴的线条感，质朴的胡桃木或

白色实木家具配合意大利卡拉拉所产的白色带纹理大

理石的台面，给人带来惊艳的诱惑。

villeroyboch.com/hommage

灰-白
大理石/胡桃
木

白色大理石/
哑光白烤漆



LEGATO  |  利嘉途  卫浴系列 
JUST  |  佳思特 卫浴五金

LEGATO
Unique, both day and night

利嘉途

独特，无论白天黑夜

52



“光线是卫浴空间设计的
关键，使其光彩缤纷，

焕然一新。”

Patrick Frey 
产品设计师

villeroyboch.com/legato

简约干练的线条感，为利嘉途系列营造时尚感的外观。

出色的洗面盆可以搭配浴室家具柜，形成完美整体性。

而面盆底部选配的LED照明系统，为浴室带来一抹亮色，

且营造出洗面盆轻盈漂浮之感。无手柄设计的家具柜，更

具有现代感，还可选择时下流行的哑光黑色烤漆，是现

代潮流人士的钟爱之选。

时尚的边缘
先锋斜边的面盆四边设计，再搭配LED
照明配件，为面盆营造轻盈漂浮之感。

LEGATO | 利嘉途 53



Z

PN 仿榆木

FP 亮灰FQ 橡木石墨 PD 哑光黑色
烤漆

DH 亮白 MS 白色哑光 E8 白木色

E1 桑塔纳
橡木

VG 松露灰 VH 亚利桑那
橡木

VJ 北欧橡木VK 浅灰

LEGATO | 利嘉途 家具颜色

Deep and 
     functional basin

选择您的风格
无论是实木表面还是单色，无论
是浅色还是深色，您都会选择到

心仪的搭配方案。

54



LEGATO | 利嘉途梳洗柜搭配方案

Setting the stage for your style

45 60 80 100 120 140 160 cm(宽 x 38 cm x 50 cm) 45 60 80 100 120 140 160 cm(宽 x 55 cm x 50 cm)

AVEO NEW GENERATION
艾维欧新一代

ARCHITECTURA
雅图

ARTIS
安蒂斯

LOOP & FRIENDS
洛普之友

COLLARO
酷乐

FINION
福朗 MEMENTO

弥蔓托

MEMENTO 2.0
弥蔓托2.0

SUBWAY 2.0
萨泊威2.0

VENTICELLO
凡蒂乐

MY NATURE
自然

LEGATO | 利嘉途 55



MEMENTO  |  弥蔓托  卫浴系列

CULT  |  卡特 卫浴五金

MEMENTO
Scope for personality

弥蔓托

个性化选择

56



MEMENTO | 弥蔓托 57

永恒经典
简约直线条设计的浴室家具搭配同

样风格的陶瓷系列，缔造出极简至
简的卫浴空间。

villeroyboch.com/memento

剔除多余，保留精华。弥蔓托系列将始终

如一的直线条融入卫生间。每一件单品都

秉承精简的外形，为人们带来更多更个性

化的使用空间。浅色橡木家具表面，哑光

陶瓷新色，以及特别用于客卫的紧凑型产

品，再次激发纯粹干练的设计热情。



MEMENTO 2.0
Room for character

MEMENTO 2.0  |  弥蔓托2.0 卫浴系列

FINION  |  福朗 家具

JUST  |  佳思特 卫浴五金

弥蔓托2.0

倍享个性空间

58



极简个性，与众不同。享受弥蔓托2.0带来的纯粹轻奢主

义。采用上乘的材质钛瓷。缔造现代高级卫浴系列。精

致的轮廓和纤薄的盆壁，延续弥蔓托系列的经典风格。

引人注目的真我个性让浴室成为独有的个性空间。

villeroyboch.com/memento2.0

引人注目的极简主义
艺术极简，式样小巧的弥蔓托

碗盆定义了个性时尚之风。

“哑光的外观更显低调朴实，
与其他色彩相得益彰。

并让空间充满摩登儒雅的
别样风情。”

Christian Haas 
产品设计师

MEMENTO 2.0 | 弥蔓托2.0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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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的哑光造型
三款全新钛釉哑光色⸺石白色，乌
木黑和石墨灰与混凝土的质感为卫
浴空间带来独一无二的时尚感。

纯粹的魅力
矩形的挂墙式座厕和净身盆采用
引人注目的线条，纯粹且不失个性。

A powerful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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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ENTO 2.0  |  弥蔓托2.0 卫浴系列  FINION  |  福朗 家具 
OBERON 2.0 |  欧博龙2.0  浴缸  CULT  |  卡特 卫浴五金

MEMENTO 2.0 | 弥蔓托2.0 61



O.NOVO  |  欧.诺华  卫浴系列

SUBWAY  |  萨泊威  卫浴五金

LODGE + MOONLIGHT  瓷砖

收音机 设计师收藏款

O.NOVO
Unexpectedly different

欧.诺华

喜出望外的多样性

62



O.NOVO | 欧.诺华 63

Clarity and understated elegance

惬意的沐浴时间
经典永恒的亚克力浴缸是
您最可靠的选择。防滑，易

于清洁亦是他的特质。

villeroyboch.com/o.novo

喜出望外的多样性。圆润的椭圆形是欧.诺华所有

陶瓷单品的显著特征。从洗面盆、座厕到浴缸，

丰富的产品线必有一款适合您。

“温润自然的造型让人
过目难忘，轻松舒适的配色
让您纵享浴室的休闲时光。”

Stefan Nilsson 
趋势研究学者



SUBWAY 2.0  |  萨泊威2.0 卫浴系列

DAWN/EMBRACE PLUS*
德恩/意博斯升级*  卫浴五金

OAK PARK  瓷砖

SUBWAY 2.0
As diverse as life itself

萨泊威2.0

简洁大方 自由随心

64



SUBWAY 2.0 | 萨泊威2.0 65

Feel-good 
modern design

* 这款家具只在指定国家使用。

单身贵族步入婚姻殿堂，新婚夫妇为人父为人母，这就

是生生不息的人生。所以，在不同阶段去适应不同的需

求，同样会发现生活之美。萨泊威2.0系列的超凡多样性

搭配方案，无论是延展的圆形还是矩形洗面盆，具有多

种尺寸选择。无论是迷你卫生间还是豪华大空间，都可

以胜任。宽敞储物空间的家具柜以及直旋冲水座厕，既

有颜值还有实用性，绝对不能错过。

villeroyboch.com/subway2.0

“多功能和定制化的卫浴系列
搭配多种尺寸的梳洗柜，

是任何家庭的首选。”

Stefan Nilsson 
趋势研究学者



66

舒适实用
雅致的130厘米宽的洗面盆是多数
家庭卫浴空间的理想选择。 萨泊威
2.0也具有其他实用充沛的储物空间
和内部空间较深的洗面盆。

  Convenient, 
practical and attractive



SUBWAY 2.0 | 萨泊威2.0 67

灵活多变
亚克力浴缸有各种形状和尺寸，几
乎适合任何空间场景和设计要求。
他的专属特点是浴缸龙头可以完

全安装于浴缸的一侧边缘。

相得益彰
超薄座厕盖板与座厕的整体外观
设计完美匹配，适中的尺寸适合多
种卫浴空间。



68

PN 仿榆木

FQ Oak Graph-
ite

PD 黑色哑
光漆

S 白色 R 银灰

VK 浅灰DH 亮白 MS 白色哑光 E8 白木色

FP 亮灰色E1 桑塔纳
橡木

VJ 北欧橡木 VG 松露灰 VH 亚利桑那
橡木

秉承实用主义
萨泊威2.0的梳洗柜具有充沛的储物空
间，洗面盆内部空间较深，哪怕小型洗
面盆，内部使用空间也很充足。内凹的

抽拉手柄尽显现代感。

SUBWAY 2.0 | 萨泊威2.0 家具颜色

SUBWAY 2.0 | 萨泊威2.0 顶部颜色

一体的手柄具有
哑光银色和亮光镀铬色



SUBWAY 2.0 | 萨泊威2.0 69

SUBWAY 2.0  |  萨泊威2.0 卫浴系列

JUST  |  佳思特 卫浴五金

URBANTONES + BOISÉE  瓷砖

Exprer your  
      personality



VENTICELLO
VENTICELLO  |  凡蒂乐  卫浴系列

DAWN/EMBRACE*  |  德恩/意博斯*  卫浴五金

CENTURY UNLIMITED  瓷砖

Design the perfect line
凡蒂乐

设计线条之美

70



通用设计
洗面盆具有超薄盆壁和边角的特点，得益
于较多的形状和尺寸选择。也是展现个性

化方案的理想之选。

*这些龙头配件仅在指定国家或地区使用。

从线条的美感为诉求点，力求营造出现代、独有、个性

的卫生空间。全新的凡蒂乐卫浴系列满足了设计和功

能：超薄的边缘设计是时下最流行的设计感。并融合多

种超实用性，如宽大的面盆边， 可以置放物品，便于日

常使用。

villeroyboch.com/venticello

“直线型的设计和宽敞充沛的
家具为浴室空间注入了
一种独特且平静的元素，

永恒且不失感染力。”

Christian Haas 
产品设计师

VENTICELLO | 凡蒂乐 71



VENTICELLO  |  凡蒂乐  卫浴系列

BIANCONERO  瓷砖

Dark colours exude 
   warmth and refinement
黑色彰显温暖和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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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ICELLO | 凡蒂乐 家具颜色

VENTICELLO | 凡蒂乐 家具把手颜色

DH 亮白 E8 白木RE 玻璃, 
亮白

MS 哑光白色

VG 松露灰

VH 亚利桑那
橡木

VJ 北欧橡木VK 浅灰

E1 桑塔纳橡木E3 石灰 N9 大地哑光

PN 仿榆木

RA 玻璃, 
亮灰

FQ 橡木条纹 PD 哑光黑色
烤漆

FP 亮灰

1 镀铬

4 蓝色

3 灰色2 白色

5 黄铜

个性化定制
多款 颜色的家具 表面和把手选 择，
适合您个 性化的需求 。梳洗 柜有一
层或两层抽屉，宽度在1200mm，兼
备美感和实用功能。

Add personal highlights

VENTICELLO | 凡蒂乐 73



STAND-ALONE WASHBASINS
E legant and irresistible

LOOP & FRIENDS  |  洛普之友

碗盆

极具优雅，不可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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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NATURE | 自然
全新清透敞亮的空间

自然系列代表了简约天然的风格。逸动的弧线设计，以

最简单的方式缔造舒适性。柔和的弧线形浴缸搭载实木

底座，与同系列的洗面盆，呼应水流的灵动。同样还能

搭配利嘉途梳洗柜 (详见52页)。美丽和谐的卫浴设计还

赢得2011年度红点设计大奖。

LOOP&FRIENDS | 洛普之友
多样、灵活、独特

洛普之友系列在金银细丝的幽雅格调中得到恰到好处地

衬托，将当今从简的趋势塑造为现代化而又风格独特的

瞩目亮点：多种形状和材料的选择，加上家具，共同造

就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碗盆创新的陶瓷落水盖设计使

整体效果更独特迥异，浑若天成。不同的台上、台下、

碗盆安装方法，提供了更多的造型空间。请见第102页。

LA BELLE | 乐贝
全新一代视觉美感 

优雅不仅仅是美丽，她具有不随时间改变而消失的永恒

魅力。乐贝陶瓷系列具有优雅的线条和细腻的细节处理

特征。亮光烤漆的家具，也恰到好处体现精湛工艺和实

用储物功能。独有Quaryl®|圭力材质打造的独立式浴缸，

无疑是整个卫浴空间的焦点所在。还可以根据客户需求

提供双色解决方案。

villeroyboch.com/labellevilleroyboch.com/loopandfriends
villeroyboch.com/mynature

LOOP & FRIENDS / LA BELLE / MY NATURE | 洛普之友 / 乐贝 /  自然 75



ARTIS  |  安蒂斯  洗面盆  SQUARO EDGE 12  |  斯卡罗刀锋12 浴缸

SQUARO INFINITY  卫淋浴底盘 LA FLEUR  |  乐福 卫浴五金

MONOCHROME MAGIC + CENTURY UNLIMITED  瓷砖

ARTIS
Sublimely fine forms

安蒂斯

轻盈形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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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纤薄
归因于创新材质钛瓷，可以生产出
如此纤薄和谐的面盆，且具有较高
的稳定性。安斯蒂碗盆的盆壁，仅仅
8毫米厚，也呼应了时下最流行的超
薄设计理念。

Pastel shades  
create tremendous  
harmony in the 

bathroom
颜色和外形是最能体现个性化风格的两方面，而且也能

很好的展现卫浴空间风格所在。德国唯宝高端碗盆系

列——Artis|安斯蒂，最全方位地展现您的品味。设计师

Gesa Hansen根据巴黎四季的转变为灵感，基于15种基本

颜色，按照颜色阶梯变化，设计了一系列产品。选择一

款您的心仪之色，搭载四种基本形状，如圆形，椭圆，

正方形和矩形，缔造一个专属您的卫浴空间。

villeroyboch.com/artis

ARTIS | 安蒂斯 77



Z

Z

Z
Delicate

Exudes lightner

Precise
“嫩黄是清新的，蓝色和绿

色给人安逸平静，粉色是
最潮流的。为居家卫浴带

来一份轻柔和温馨。”

Gesa Hansen 
设计师

完美角度
超薄盆壁的设计，为卫浴空间平添
现代感。无论是搭配利嘉途梳洗柜
还是其他材质台面，超薄碗盆必定

是焦点所在。

纯净设计
完美干练的线条感，是安帝斯系列
的设计语言，展现高端系列的品格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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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D Form 

LEMON Farbe 

ARTIS  |  安蒂斯  洗面盆

JUST  |  乐福 卫浴五金

PRO ARCHITECTURA  瓷砖     The new feeling of 
 lightness in the bathroom

卫浴空间的清新所在

ARTIS | 安蒂斯 79



Z

Z

ARTIS  | 安蒂斯  色彩选择

RW 石白色
Cplus

W3 薄荷绿

T3 马卡龙黄

T0 淡粉

W0 雾蓝

T6 满月灰

W4 煎茶绿

T4 柠檬黄

T1 芭蕾粉

W1 冰霜蓝

T7 法国亚麻灰

W5 雪松绿

01 白色 
R1 白色Cplus

R2 亮白Cplus

T5 芥末黄

T2 玫瑰粉

W2 海蓝

T8 炭黑

18 colours, 4 forms, 
    72 combinations

With a silky  
lustre on the  
exterior

奔放的色彩
和谐的色彩搭配，让安蒂斯
系列营造出舒适的个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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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  |  安蒂斯  洗面盆

CULT  |  卡特 卫浴五金

CENTURY UNLIMITED  瓷砖

CONSOLE  建筑师设计

多彩让卫浴空间富有活力

Colours fill  
the bathroom  

with life

ARTIS | 安蒂斯 81



SUBWAY 2.0  |  萨泊威2.0  紧凑型卫浴系列 
CULT  |  卡特 卫浴五金

CENTURY UNLIMITED  瓷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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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way 2.0 | 萨泊威2.0 Venticello | 凡蒂乐 Artis/Legato | 安蒂斯/利嘉途

Memento 2.0 | 弥蔓托2.0 Avento | 艾万托 Finion | 福朗

Collaro | 酷乐 Legato | 利嘉途 Loop & Friends / Legato | 洛普之友/利嘉途

客卫

Small bath-
rooms with a 
big impact

villeroyboch.com/guestbathroom

时下，客卫在私人住宅中已经越来越普遍，很多用户

都会在装修住宅时挑选合适美观的产品放置于客卫

中。德国唯宝具有风格迥异的产品，适合不同面积和

设计的客卫。

GUEST BATHROOMS | 客卫 83



COLLARO  |  酷乐  卫浴系列 
CULT  |  卡特 卫浴五金

BOISÉE + METRO FLAIR  瓷砖

COLLARO
Guen bathrooms

酷乐

客卫

精巧实用
采用钛瓷技术打造的洗面盆，
小巧精致，匹配同系列家具柜。
客卫空间的实用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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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泊威2.0

客卫

SUBWAY 2.0  |  萨泊威2.0  卫浴系列 
CULT  |  卡特 卫浴五金

METRO FLAIR & GATEWAY  瓷砖

SUBWAY 2.0

完美契合
不同的洗脸盆的款式组合为个
性化设计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Guen bathrooms

GUEST BATHROOMS | 客卫 85



VENTICELLO  |  凡蒂乐  卫浴系列  SQUARO INFINITY 淋浴底盘

JUST  |  佳思特 卫浴五金  MOONLIGHT & OAK PARK 瓷砖

VENTICELLO
Guen bathrooms

凡蒂乐

客卫

巧心智用
面盆上实用的置物空间，延续
凡蒂乐系列的精髓设计。简约
笔直的线条，超薄的盖板，还
原现代的客卫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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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蔓托

客卫

MEMENTO

质朴宜人
笔直的线条设计，合理的面盆
深度，实用的储物空间，让人
舒心使用。

Guen bathrooms

GUEST BATHROOMS | 客卫 87



OBERON 2.0  |  欧博龙2.0

BATHING
Living in balance

浴缸

生活和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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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XXUS | 莱克斯

THEANO | 希雅娜

LA BELLE  |  乐贝

时尚的放松方式
从活力到简约，从自然到优雅，在这里你

会找到完美的沐浴放松。

Your personal
  feel-good oasis

很多人都认可，温水浴可以让人倍感舒适和放松，忘

却一天的烦恼和压力，重获动力。拥有一款德国唯宝

高品质的圭力或亚克力材质浴缸，每天享受一次温水

的洗礼，寻找属于自己的放松绿洲。

BATHING | 浴缸 89



SQUARO EXCELLENCE  |  斯卡罗卓越

浴缸色彩定制
Fine forms. Strong colours.

优美外形，缤纷色彩

90



SQUARO EXCELLENCE  |  斯卡罗卓越

Perfect design  
staged in colour

选择德国唯宝独立式彩色浴缸，为您的卫浴空间带入无

限的活力。彩色选择多达200多款，包括由设计师Gesa 

Hansen开发的色彩概念，每一款都尽显个人品味。浴缸

的选择也囊括德国唯宝最畅想的高端系列，如：艾修斯，

艾维欧新一代，福朗，乐贝，乐贝精选，洛浦之友，斯

卡罗刀锋12，斯卡罗精选，希雅娜。

villeroyboch.com/colour

鲜明撞色
独有的双色设计不但潮流风尚，

也保留了产品原有设计。

浴缸色彩定制 91



AVEO NEW GENERATION  |  艾维欧新一代  卫浴系列 
LEGATO  |  利嘉途 家具 
UPPER SIDE  瓷砖

艾维欧新一代

自然绿州 革新延续

AVEO NEW GENERATION
A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natural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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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 释 生 命 的 的 本 源 。 由 英 国 著 名 设 计 工 作 室

Conran&Partners为德国唯宝度身定制。灵感来自象征生

命的蛋形，生机勃勃的绿色设计营造出静谧自然的卫浴

空间。温润细腻的艾维欧新一代散发出来的的平静舒适

感使得您倍享轻松。

villeroyboch.com/aveonewgeneration

Perfect
 harmony

AVEO NEW GENERATION | 艾维欧新一代 93



OBERON 2.0
The evolution of perfect design

欧博龙2.0

完美设计的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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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的沐浴乐趣
内部深度达47cm，可选配集成式进水组件

和按摩系统的欧博龙浴缸让您有足够大
的空间去享受沐浴带来放松时光。

光亮，纯粹，自信。无与伦比的轻盈感复制欧博龙系列

的经典设计风格。打造全新一代欧博龙2.0浴缸。10毫米

薄的缸边厚度，更精确的半径和齐平设计的去水阀，令

全新圭力材质浴缸展现出迷人的清晰感。靠墙独立式还

可提供双色方案，无疑是浴室的点睛之笔。

villeroyboch.com/oberon2.0

Made of 
 high-quality 
Quaryl

OBERON 2.0 | 欧博龙2.0 95



SQUARO EDGE 12
Perfect aenhetics

斯卡罗刀锋12

完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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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nique and  stylish  
 add i t ion to the bathroom

色彩选择
斯卡罗刀锋12独立式浴缸也可提
供色彩定制服务，颜色选择多达

200种，详情查询96页。

流畅的线条感，超薄的边沿设计，独有的专属材质，舒

适的内部空间。独有超薄12毫米的浴缸边沿，兼备设计

美感与人体工程学，为居家康体带来跨时代非凡意义。

villeroyboch.com/squaroedge12

SQUARO EDGE 12 | 斯卡罗刀锋12 97



LOOP&FRIENDS
Two forms, endler possibilities

洛普之友

两种形状，无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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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 SQUAREROUND

SQUARE

More scope
    for your needs

简洁的基本形状，创造出无数可变性。喜获2012红点设

计大奖的洛普之友系列浴缸，以椭圆和矩形为基础，带

来22种不同尺寸、款式的嵌入式或独立式浴缸。满足居

家康体生活的基本需求。

villeroyboch.com/loopandfriends

更舒展的空间
不规则形状的浴缸能带来更多
舒展的内部空间。当然，因为合

理的布局和角度，也不会浪费
空间面积。

更多选择
洛浦之友浴缸有众多的形状和
尺寸可供选择，必有一款满足您
的居家空间。

LOOP & FRIENDS | 洛普之友 99



ARCHITECTURE
The variety of clear design

雅图

大道至简  型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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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图系列产品设计不管从梳洗盆到座厕再到浴

缸，都能满足简洁、创新实用，逐渐在卫生、能

效和日常养护上建立越来越高的标准。创新卫浴

方案，可为任何规模的私人卫浴空间和公共卫浴

项目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

villeroyboch.com/architecture

Choose
     your
favourite form

ARCHITECTURE | 雅图 101



CETUS
Perfect shape, dazzling transformation

色图

完美的造型，炫目的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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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RON
Soft lines, beautiful curves,
   simple and modern

欧博龙

鲜明的设计，直观的功能

OBERON | 欧博龙 103



WHIRLPOOL SYSTEMS
Ultimate relaxation for the sake of your health

按摩系统

为了健康，放松身心

104



Simply lie back  
       and relax

选择德国唯宝按摩浴缸，您可以随时随地地放松身心，

舒缓压力，创造属于自己的康体绿洲。具有多种模式的

创新按摩系统，不但可以缓解肌肉疼痛，促进新陈代

谢，同样还没美肤保健。德国唯宝按摩浴缸，是品质和

性价比的最佳代言。

villeroyboch.com/whirlpools2.0

水是保健的源泉

定期泡澡会给人一种舒适的失重感，并缓解关节、

韧带和脊柱的压力。你会明显感到疼痛减轻，特

别是在运动后或者关节有问题的情况下。

舒适的温水按摩可以放松身心

按摩和温水可以放松肌肉并释放压力。它们能促

进血液循环，增强免疫系统，改善新陈代谢，从

而保持组织和皮肤的柔软性。 

每一天如获新生

按摩浴是让您舒缓日常生活压力的最简单方式。

温水有镇静作用，让你的所有感官放松下来，确

保有效和放松的睡眠。 

选择一款心仪有效的德国唯宝按摩浴缸，是时候

将您的卫浴空间改造成个人康体绿洲。

WHIRLPOOL SYSTEMS | 按摩系统 105



气系统标准型 AE
体验沐浴放松感
气系统标准型可以助您在家就享受优质的按摩沐浴体验。10个底

部气喷嘴，可以提供恢复体力，加速新陈代谢，并舒缓紧张肌肉

的效果。

水气双系统标准型 CE
舒享愉悦的私人理疗中心
结合所有水系统和气系统的优良特效，为全身带来彻底的理疗体

验。底部活力十足的气喷嘴，以及覆盖整个背部的水喷嘴，缓解

压力，加速新陈代谢。同时喷嘴的设计时尚美观，也是提升您卫

浴空间内的一抹亮色。

水系统标准型 HE
放松背部
水系统标准型，可以用入门级的价格带来彻底放松紧张背部的效

果。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背部喷嘴，可以舒缓整个背部，包括肩颈，

是都市低头族的最佳良药。

强力按摩体验结合动感照明
标准型按摩系统中标准配置LED水下照明灯和间歇按摩

功能。不但满足对按摩强度，力度有需求的客户，同时

还提供愉悦心情的节能型水下按摩灯，满足功能与情感

的双重需求。
2盏水下白色LED灯

SQUARO EDGE 12
Quaryl® bath with  
AirPool Entry-Leve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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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谧舒适与多彩空间
所有舒适型系统的噪音分贝，经FraunhoferInstitute测试，

符合DIN 4109，是目前市场上噪音分贝最低的按摩系

统。可单独调节的彩色LED灯在满足功能的同时还能愉

悦心灵。

LOOP & FRIENDS  |  洛普之友 
亚克力浴缸

配水系统舒适型

气系统舒适型 AC
细语呢哝般的按摩体验
10个底部气喷嘴，喷出的气泡可以彻底按摩肌肤且噪音极低， 仿

佛落叶莎莎。若采用德国唯宝独有材质圭力 | Quaryl ®，还能实现

齐平安装的绝佳美感。

水系统舒适型 HC
从头部到足部的全身按摩
归因于底部和侧面喷嘴，水系统舒适型可以带来完全彻底的按摩

浴。18个喷嘴，从肩颈到足部，照顾到每一处的重要穴位。浴缸

侧面喷嘴都可以手动调节360度，适合任何一个角度的需求。是个

人专业的按摩解决方案。

水气双系统舒适型 CC
超静超酷
选用水气双系统舒适型，可以为身体和脑力都带来一场按摩超快

感。10个底部喷嘴，8个侧面喷嘴以及8个背部和2个足部喷嘴，可

以彻底深度按摩全身，放松肌肉，舒缓压力，加速全身血液循环。

同时也是爱美人士护理肌肤的最佳选择。

WHIRLPOOL SYSTEMS | 按摩系统 107



16个弹出式侧面喷嘴

SQUARO | 斯卡罗  
Quaryl® | 圭力浴缸带水气双系统隐藏型

水气双系统隐藏型 IP
您的个人理疗系统
按摩与设计，二合为一。所有的喷嘴完美的嵌入浴缸

本体，只有在使用时才会弹出，完美和谐。独有的智

能遥控器，可以便捷地切换各种不同功能。

高效按摩
整合高效的按摩功效可以放松全身，特别适合剧烈运

动后需要放松肌肉，即刻恢复身体机能的人群。

隐藏按摩
无论是圭力| Quaryl®还是压克力材质浴缸，隐藏喷嘴均

为标准配置。而在圭力| Quaryl®浴缸中，喷嘴可以做到

完全嵌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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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RO EDGE 12 |  斯卡罗刀锋12  
Quaryl® | 圭力浴缸带水气双系统活力型

水气双系统活力型 AP
提供针对性按摩疗效
通过操作界面，可以任意切换按摩功能，为全身带来

深度肌肉放松的效果。全部40个喷嘴，功效可以如专

业水疗机构般强劲有力。所有的活力喷嘴都可以单独

调节，达到最佳效果。

舒适按摩
德国唯宝与专业体育和医疗机构共同研发的6组预设程

序，Allmann博士提到：所有程序不但实现彻底放松，

且满足情感和身体本身需求，可以达到长期的疗效。

活力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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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muq  comfort 
   as you want

AIRPOOL/气系统

气按摩系统赋予身体充沛的活力。将空气由特制的喷嘴注入浴缸中，

空气如气泡一般散开。这类喷嘴安装在浴缸底部，舒适按摩，让您

精神焕发。用户使用后，连接至底部喷嘴的管道会彻底自动清洁。 

HYDROPOOL/水系统

这种系统专门用于针对性的身体按摩。水经回水管，流入水泵，再

通过喷嘴冲入浴缸。水按摩喷嘴可刺激肌肉，促进局部新陈代谢。

连接喷嘴的水管管道会清洗，并排掉残留水。

COMBIPOOL/水气双系统

气系统和水系统相结合两全其美：浴缸底部的气喷嘴，或根据浴缸

款型的不同，浴缸两侧的水喷嘴，以及背部或足部喷嘴，都可以单

独调节和使用，以提供全身按摩功能，从而缓解肌肉张力，促进血

液循环。水气双系统，也可视为一种健康的水疗方法。 

浴缸两侧的水喷嘴

底部的气喷嘴

浴缸底部的气喷嘴和
浴缸两侧的水喷嘴

德国唯宝按摩系统可满足各种舒适度的需求，价格，三种按摩系统功能强劲，配置多样

优势一览

气系统舒适型 

水系统舒适型

水气双系统舒适型

气系统标准型

水系统标准型

水气双系统标准型

水气双系统隐藏型 水气双系统活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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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总览 满足从入门级的气系统到豪华级的水气双系统的多种需求

You are sure to find a model  to suit your needs
AIRPOOLS | 气系统 HYDROPOOLS | 水系统 COMBIPOOLS | 水气系统

AE
气系统
标准型

AC
气系统
舒适型

HE
水系统
标准型

HC
水系统
舒适型

CE
水气双系统

标准型

CC
水气双系统

舒适型

SPECIALPOOLS

IP
水气双系统

隐藏式

AP
水气双系统

活力式 

标准

气喷嘴 10个微型底部喷嘴 10个大型静音底部喷嘴 – – 10个微型底部喷嘴 10个大型静音底部喷嘴 12个大型强力喷嘴 24个皇家气喷嘴

水喷嘴 – – 8个微型背部喷嘴
2个微型足部喷嘴
8个侧面静音喷嘴
8个微型背部喷嘴

8个微型背部喷嘴
2个微型足部喷嘴
8个侧面静音喷嘴
8个微型背部喷嘴

16个弹出式侧面喷嘴
8个侧面静音活力喷嘴

6个背部活力喷嘴
2个足部活力喷嘴

控制器 集成缸边控制器 集成缸边控制器 集成缸边控制器 集成缸边控制器 集成缸边控制器 集成缸边控制器 智能遥控器 智能遥控器

间隔按摩 1 1 1 1 1 1 3 1

程序 – 2 – 2 – 2 – 6

静音效果 – • – • – • – •

灯光 两盏白色LED灯 两盏彩色LED灯
（魔幻灯效果） 两盏白色LED灯 两盏彩色LED灯

（魔幻灯效果） 两盏白色LED灯 两盏彩色LED灯
（魔幻灯效果）

两盏彩色LED灯
（魔幻灯效果）

两盏彩色LED灯
（魔幻灯效果）

预设排水口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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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RING
淋浴

悦享每一天

Today’s var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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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装式和隐藏式
为您的浴室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

当选择德国唯宝卫浴五金时，会面临选择纠结，如：是明装式或隐藏式，这不仅取决于视觉效果，而且还有空间考

量。为了简化您的决定，我们总结了主要差异。但是，无论您选择明装式还是隐藏式——就设计、品质和功能而

言，使用德国唯宝的产品，是最佳的选择。

明装式
舒适的解决方案。这种安装方

式，展示了完整的淋浴产品，包

括：温控器、淋浴花洒和淋浴

杆；因为所有部件都外露安装，

其优点是非常明显的。明装式安

装的配件易于跟现有部件连接，

并且易于更换，适合简洁的浴室

设计。

隐藏式
优雅的解决方案。从外观看，您

所看到的只是控制器和出水口；

所有技术部件都安装在墙体内。

这为您的淋浴环境营造出了非常

现代、整洁的外观。这种更精确

的安装方式，特别适合新建筑和

大型装修。并且，选择德国唯宝

ViBox配件，让安装过程更简便

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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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ACE
意博斯

亲近水之灵动

Feel the spirc of w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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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ACE | 意博斯

Pure pleasure

从柔和到强烈
放松，按摩还是强烈？只需通

过带锁定功能的平稳运行控
制器即可切换喷水模式。

意博斯，Villeroy&Boch | 德国唯宝全新淋浴系列，沐浴会

让人畅快清爽。尽情享受不同的淋浴方式，享受自己的

私人淋浴的乐趣。全新的淋浴柱系列具有各种款式且符

合时尚摩登的设计美感。经典的设计，可以搭配德国唯

宝全系列洁具产品。

villeroyboch.com/emb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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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设计 
使用独立明装恒温龙头，选择最
舒适的温度。集成的防烫伤保护
功能，可将水温限制在38°C以内。



EMBRACE | 意博斯 117

For pleasuryle
showering

自在享受
无论您偏爱旋转式可拆卸头顶
花洒，还是手持花头，Embrace |

意博斯系列都可以带来轻松自
在的沐浴享受。

完美设置 
完美的舒适度适合各类身
材。手持花洒支架的高度和
角度易于调整。

防扭曲式淋浴软管 
得益于防扭曲式连接，弹性花洒软
管由耐扭曲塑料制成，可防止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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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ACE PLUS
意博斯升级版

亲近水之灵动

F eg the spirc 
   of w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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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EMBRACE PLUS | 意博斯升级

优雅设计 
现代风格的淋浴设计时尚轮廓

令人赏心悦目。选择经典镀铬或
独特的香槟色饰面，其微妙且富
有表现力，它们实现了浴室的和

谐整体外观。

超凡的舒适体验、时尚摩登的设计感、尽在全新的意博

斯升级版淋浴系列。超薄的设计外观可以搭配各种德国

唯宝卫浴系列。多种出水模式，从轻柔到混合，以及恒

温控制。带来顶级奢华的淋浴体验。

villeroyboch.com/embraceplus

安全第一 
高效的温控器，能确保水温恒定在
最舒适的温度。它可以自动补偿压
力和温度波动，防烫伤保护功能可
将水温控制在38°C以内。

Pamper yoursgf
wch com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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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s  to your
requiremefs

按压式操作 
只需按压控制键，直观地选择
您最喜爱的喷水模式，享受您

的私人淋浴时刻。易于操作，符
合人体工程学设计，并与淋浴

头集成齐平。



121EMBRACE PLUS | 意博斯升级

优越舒适性
享受舒适的淋浴体验，高达350毫
米的头顶花洒。这种超薄淋头顶花
洒通过旋转式安装，易于拆卸。

最佳高度
拥有足够的高度调整空间，适用于
任何身高。得益于淋浴杆高度可调
节性特点。您还可以单独调节头顶
花洒以适合您的身高。

淋浴和沐浴 
沐浴的更多选择： Embrace Plus | 意
博斯升级版恒温淋浴带浴缸出水

口，可带来畅快淋漓的淋浴体验或
温暖舒适的泡澡，随您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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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eroyboch.com/viclean

水是幸福的同义词。它的自然清新和清澈使它成为浴室里感官愉悦的

友好因素。她能为身心带来放松，活力以及清洁。选择德国唯宝宝洁

丽智能卫浴系列，享受一场舒适卫生的清洁体验。宝洁丽系列具有温

水清洗，舒适按摩，烘干等众多功能，一经使用无法释怀。

VICLEAN
宝洁丽

Top-clar design  
   and well-being



VICLEAN-IR
精准与技术的珠联璧合

 The new
design standard

宝洁丽-IR

VICLEAN | 宝洁丽

革命性设计
整体平滑，集成功能。所有的智能清洗
功能都整合在座厕中，所以当您第一次
看到并使用时，根本不会察觉到他是一
台笨重的智能机器。真正做到兼备颜值
和功能。

震动喷嘴
温柔清洗：创新的喷嘴设计具有谐波清
洗功能，用户可以前后调节喷嘴位置，
并带有震动清洗。

直观操控
无论是使用一目了然的遥控
器还是智能设备APP操控，所

有功能都直观明确，具有用
户友好的设计和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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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洁丽-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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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LEAN-L
功能与美学的完美和谐

 Aesthetics and  
    function in balance

享受舒适
整体平滑，集成功能。所有的智能清洗

为真正的健康提供多种功能，从集成夜
灯到用户个性化设置。

高度卫生
喷嘴具有全景喷射的功能，为

用户带来彻底清洗和健康。

自然设计
灵感来自飘动的树叶，弧线设
计的盖板，与卫生间整体形成

统一风格。



宝洁丽-D&E

VICLEAN-D&E
您的专属之选

Fusy-equipped 
  for comfort

极致舒适
从盖板自动开启/关闭，到夜灯设
计，用户个性化设置，以及水温
和烘干温度调节等等，集成更多
的舒适功能。

极致卫生
喷嘴的设计无疑是焦点所在，具
有轻柔清洗的功能，还可根据用
户个人喜好调节清洗模式。

VICLEAN | 宝洁丽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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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洁丽-A

VICLEAN-A
设计，自由而适

极致舒适性
从自动开启/关闭的功能、到夜灯，以及
个性化用户设计，从座圈加热、暖风烘
干以及诸多其他舒适功能⸺宝洁丽-A 
| ViClean-A系列，可满足您的各种需求。

全系列设计
极富魅力的D型和现代感的SQ型，包
含传统款式，以及完美设计的隐藏式
水电连接版。

个性化功能
宝洁丽-A | ViClean-A提供全方

位的舒适功能，满足对舒适
和康体的最高期望。

Equipped with
   every com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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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hower toilet  
     to be proud
 of ViClean



128

VICONNECT
The clever connection

隐藏式水箱

明智的连接方案



Design: M300 / E300

Design: M200 / E200

玻璃，亮黑 玻璃，亮黑
集成LED照明

玻璃，亮灰玻璃，亮白

镀铬色 镀铬磨砂色白色

黑色磨砂无烟煤磨砂色白色磨砂

颜色可选范围
面板  (玻璃)

M300
M200

L200

E300

E300
E200

面板  (塑料)

villeroyboch.com/viconnect

挂墙式座厕的一站式解决方案。ViConnect | 隐藏式水

箱安装系统非常适用于唯宝的各种陶瓷座厕。产品类

别包括了干砌墙和砖墙式建筑元素(根据各种建筑情

况)，方便实现直观、快捷的安装方式。德国制造。冲

水面板采用独特的德国唯宝设计，现代感十足又不失

经典韵味，为浴室打造独特的个人风格。采用了尖端

技术，有多种不同颜色与表面可供选择。

Purist design for an  
    extremely elegant bathroom

129VICONNECT | 隐藏式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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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   |  德恩

TAP FITTINGS 
Enhanced aesthetics

卫浴五金

提升审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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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的德国唯宝卫浴五金系列，与唯宝陶瓷搭配，

营造出无与伦比的美誉度。稀有的水晶材质，高贵的

玫瑰金或简洁的哑光白色表面处理，能为您带来意出

望外的效果。从面盆龙头，到净身盆龙头，再到淋浴

花洒，浴缸龙头，应有尽有！

villeroyboch.com/bathroomtaps

DOMICIL  |  多米希尔

JUST |  佳思特

CULT | 卡特

CLASSIC*  |  经典*

SUBWAY2.0  |  萨泊威2.0

LA FLEUR  |  乐福

LIBERTY*  |  自由之光*

DAWN*  |  德恩*

 Show your 
   eye for beauty

TAP FITTINGS | 卫浴五金

个性化装饰
德国唯宝优雅的浴室水龙头

配件采用多种材料和多种颜色，
为个性化设计创造了选择空间。



DAWN | 德恩
简约至上
融合极简主义的多种形态，Daw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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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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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WAY 2.0 | 萨泊威2.0

造型与功能完美融合
萨泊威2.0系列让日常家居与众不同。简单却不失温暖，实用却不失趣

味——这一崭新的卫浴五金系列实现了功能与设计的完美统一，适宜任

何浴室。

O.NOVO | 欧.诺华
简之形，精之艺
当代设计以克制美学而闻名。欧.诺华系列采用极简主义轮廓、圆弧边界

和转角设计，营造出精致闪耀的低调之美。

133TAP FITTINGS | 卫浴五金



O.NOVO START | 欧·诺华源淬
独具风尚
纤细的轮廓与微曲的线条，赋予了o.Novo Start | 欧·诺华源淬系列时尚而

柔和的设计感。毫无疑问，是现代浴室的点睛之笔，德国唯宝的品质，

亲民的入门级价格。

LIBERTY | 自由之光
无境之选
纯粹，几何外形，出水嘴的不同高度和长度，可以搭配德国唯宝任何陶

瓷系列，毋庸置疑是项目领域的全能选手。

134



ARCHITECTURA | 雅图
设计之语
内敛的外形兼备精准的细节，雅图系列诠释了真正的设计内涵。迷人的

直线轮廓是个性风格的完美之选。

CLASSIC | 经典
独有气质
经典系列的鲜明轮廓正是富有表现力的设计写照。精准的线条感和表面

细节处理，是这一系列的标志，呈现出雕刻般细致特色：经久不衰的古

典风格。

135TAP FITTINGS | 卫浴五金



   MIRRORS& 
MIRROR CABINETS

MY VIEW 14  |  麦优14

Glamour for  the bathroom

136

镜子&镜柜

浴室的魅力



MORE TO SEE 14 |  美图思14

MY VIEW 14 |  麦优14

MY VIEW 14 |  麦优14

MY VIEW-IN | 麦优  IN

德国唯宝镜子和镜柜系列，实用，诱人，是浴室的亮

点所在。具有多种尺寸和款式可供选择，最大的特点

是集成节电模式的LED灯，并可根据环境调节暖光和

冷光。美图思14系列还可加装音响系统。通过蓝牙对

接，让音乐环绕卫生间。

villeroyboch.com/moretosee

villeroyboch.com/myview

  They’ve got 
the look!

MIRRORS & MIRROR CABINETS | 镜子 & 镜子柜 137

时髦的设计元素
宽敞的镜子橱柜不仅外表美观，空

间灵活，功能齐全，还展示出让人印
象深刻的内部空间。



不断前行的原动力

INNOVATIONS
创新

As signs point 
to prog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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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Rim

HYGIENE | 卫生

DESIGN | 设计 COMFORT | 舒适

MATERIAL | 材质

Always a  
   step ahead 

自1748年以来，德国唯宝从未停止发展。公司始终致力

于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以创新实力引领市场。 众多精英

人才在集团梅特拉赫总部大楼的研发中心工作，致力于

开发更多行业中独有且极具潜力的材料、设计和产品。

我们始终将提升生活品质为己任，并忠于美学和实用主

义的包豪斯精神。同样，德国唯宝也视节能环保和可持

续性发展为己任，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INNOVATIONS | 创新 139



TITANCERAM
钛瓷

Ceramics from 
       master craftsmen

精工细致之外形

140140



The material 
for delicate 
manerpieces

villeroyboch.com/titanceram

TitanCeram | 钛瓷技术，融合了德国唯宝270年在陶

瓷制造领域累积的专业经验和果敢创新，是德国唯

宝独创陶瓷技术。TitanCeram | 钛瓷——这种独特的

材料能以最佳的品质实现设计师尖端的设计风格，专

为高端品质，独有设计的产品度身定制的材料。采用

创新的技术，融合粘土，石英，长石和氧化钛，可以

打造出极端高标准的产品外形。

TITANCERAM | 钛瓷 141



钛釉

哑光、美观、坚固

TITANGLAZE
Matt. Beautiful. Str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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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美丽
其 表面在钻石划痕和落球
测试中高超不俗的表现。

Our most   
  robust  
 glaze 

villeroyboch.com/titanglaze

全新的钛釉技术采用现代哑光外观，非常迷人且耐

用。得益于超纯的结晶氧化铝，钛釉技术为陶瓷制品

增添了高品质表面处理特性，尤其具有良好的耐刮擦

和抗冲击特性。钛釉技术可为您卫浴空间的一道靓丽

风景线——使用多年后依然能亮丽如新。

TITANGLAZE | 钛釉 143



QUARYL®
Beauty for eternity

圭力

永恒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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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aro Edge 12 | 斯卡罗刀锋12

Quaryl® | 圭力缔造高精密成型产品石英砂

一触即迷人。柔滑如丝，亲肤温暖。无论是对产品设计

有高要求的消费者，还是以专业导向的设计师开发商， 

Quaryl® | 圭力材质打造的卫浴产品都可以呈现最佳效

果，并在永恒和完美的圭力材质中寻找新的灵感。坚固

耐用的优良性，精准的线条感让您在卫浴空间中探索，

享受圭力带来的柔和舒适和绝佳品质，带给您宝贵的浴

室时光。

villeroyboch.com/quaryl

QUARYL® | 圭力 145



OUR
HYGIENE CHAMPION

我们的卫生冠军

The innovative toilet for quadruple the cleanliner
创新座厕，四倍洁净度

直旋冲水

抗菌釉面

CPlus釉面

宝洁丽智能座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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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CPlus釉面

无CPlus釉面 带CPlus釉面

带CPlus釉面

滚珠效果

防粘效果

villeroyboch.com/ceramicplus

CERAMICPLUS | CPLUS釉面
更多洁净――更多时间享受生活

CPlus釉面：德国唯宝 | Villerory & Boch 创新的表面处理技

术，近20年来，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自身的优越品质。它帮

助您保持陶瓷表面的清洁，而不必使用侵蚀性、不健康的

清洁剂污物几乎无法附着表面，且液体会更快流走——这

是浴室的真正优势！CPlus釉面技术已经是标准配置。经

wfk清洁技术研究中心研究结果。

INNOVATIONS | 创新 147147CERAMICPLUS | CPlus釉面



DIRECTFLUSH
Our best

直旋冲水

追求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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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eroyboch.com/directflush

Rim

标准座厕
有边框 | 有边缘

开放式座厕
无边框 | 无边缘

直旋冲水座厕
无边框 | 有边缘

Rimler 
    design

彻底的冲洗
开放式冲水边缘带来简单彻底的清洁，
座厕内部较好冲水效果，干净卫生，精

准设计，无溅水的冲水表现高效。

DIRECTFLUSH
直旋冲水
完全开放式冲水边缘的设计，以及全方位施釉的工

艺，保证了座厕的高度卫生。且保证最少的冲水量带

来最佳的冲水效果，更加环保和节能。萨泊威2.0、

乔伊斯、欧A、雅图等21款座厕系列，均可采用该技

术。兼顾卫生间的优良设计和完美功能性。

边缘 边缘

DIRECTFLUSH | 直旋冲水



Prodetect 2 | 雷达技术2

ViChange
villeroyboch.com/Prodetect2

PRODETECT 2.0
雷达小便斗2.0

小便斗冲洗可配APP
程序控制小便斗冲水

• 适合全球使用且高效节水

• 使用后自动冲洗

• 公共场合模式，24 小时卫生冲洗

• 蓝牙接口无线远程诊断和功能切换

• 所有技术陶瓷单元防破损隐藏

VICHANGE
虹吸管快速更换

• 虹吸式小便斗是公共建筑的理想选择

• 维护成品较低，因为虹管只需30 秒便可替换，无需从墙上拆下陶瓷本体

• 精美的陶瓷阀盖

• 适合各种连接尺寸，可调节高度，是返修建筑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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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Closing | 缓降座厕盖

避免噪音，缓冲滑落
要避免座厕盖突然降落引起的噪音，就得使用“温柔”。而德国唯宝缓降

座厕盖就利用阻尼器，保证座厕盖缓冲滑落。

QuickRelease | 快速拆卸座厕盖

清洁座厕竟然可以如此简单！
装有速卸座厕盖的座厕比普通款更易清洁保养。因为只要轻轻用力拔出，

擦拭干净后，装入槽缝内即可。

SupraFix 3.0 | 快速安装3.0

简易安装，隐形部件
全新的快速安装3.0 (正在申请专利) 部件，可以更快速简便地安装挂墙式座

厕。哪怕只有一位安装工，也可以从产品上方轻松完成，且无任何外露附

件。3.0更新版本，用户还可以根据舒适度自己调节座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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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HROOM FURNITURE FROM
       VILLEROY&BOCH

德国唯宝——卫浴家具

精湛的工艺
Masterly craftsma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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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高品质材料需要最大程度护理。木材是经过精心

烘干，颗粒、结构和表面颜色进行连续监测，边角也

是按照最严格的标准密封。所有家具的表面和内部都

经熟练精湛的专家完成，每一个生产阶段都需要持续

的质量控制。

villeroyboch.com/furniture

FINION | 福朗
福朗家具系列的精细工艺，符合客户高严苛

的审美要求。从正面的板材处理和灯光效果

的设计，都根据当下流行的要素而开发。按

压式抽屉铰链可以免去正面额外的把手，使

得整体性更美观大方。哑光色系表面有四种

不同材质，更多详情，详见42页。

COLLARO | 酷乐
笔直的线条，轻盈的轮廓不仅仅赋予了酷乐

系列现代和精致的型格，同样满足卫浴空间

舒适自如的需求。抽屉柜中充沛的储物空

间，带防滑垫的加长抽屉，带LED照明系统

的铝合金把手，触感非常细腻柔和，赋予卫

浴空间中最独特的亮点。家具表面多种色彩

可以搭配，让您体验个性化的潮流设计。详

见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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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 handles  
    set the tone

VENTICELLO | 凡蒂乐
从线条的美感为诉求点，力求营造出现代、独有、

个性的卫生空间。全新的凡蒂乐卫浴系列满足了设

计和功能：超薄的边缘设计是时下最流行的设计

感。并融合多种超实用性，如宽大的面盆边，可以

置放物品，便于日常使用。详见70页。

LEGATO | 利嘉途
当你第二眼回眸靠近时，会被其考究时尚的设计细节

所折服：梳洗柜下方凹槽处安装了LED灯；台面的倒

角斜边处理，打造出轻盈的飘逸流动感；无把手的正

面设计，完好地还原了当代设计感。详见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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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high-quality
 real-wood veneer

HOMMAGE | 豪迈
精致的豪迈家具系列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工匠师对

实木的无限热情和细致入微的超凡工艺。梳洗柜

台面采用意大利卡拉拉高品质大理石，搭配陶瓷

质地抽屉把手，尽显精致无暇的细节处理。详见

50页。

ANTHEUS | 艾修斯
艾修斯系列具有明晰的线条感和简约的外形

特征。梳洗柜的台面采用高品质大理石结合

不锈钢支架。不同款式的橱柜，具有美国胡

桃木或黑灰板材，整合一体的把手，大气

美观。更多详情，详见18页。

FURNITURE QUALITY | 家具品质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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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总览
（以首字母顺序排列）

Our collections in alphabetica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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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EUS | 艾修斯

梳洗盆
1000

碗盆
650

直旋冲水座厕
挂墙式 375

分体直冲式座厕 浴缸
375 独立式 1750, 1550

侧柜
400

高柜
480

镜子
850

镜子
600

梳洗柜，大理石台面
不锈钢框架
1200

梳洗柜 
不锈钢框架
1127, 927

梳洗柜
1125, 925

ARCHITECTURA | 雅图

洗面盆 双槽梳洗盆洗面盆 梳洗盆 梳洗盆
650, 600, 550 1300650, 600 1300 1000

碗盆
400

碗盆
600

碗盆
600

半嵌入式洗面盆
550

台上盆
415

台上盆 台上盆
615 615

台上盆
550

台下盆
340

台下盆
540

台下盆
540

洗面盆
550

洗手盆
500, 450

洗手盆
360

净身盆 净身盆 净身盆
挂墙式 370 挂墙式 370 落地式 370

直旋冲水座厕 直旋冲水座厕
挂墙式 370 挂墙式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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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 | 安蒂斯

碗盆 碗盆
430 610

碗盆 碗盆
580 410

ARCHITECTURA | 雅图

VITA维他直冲式座厕 VITA维他直冲式座厕
挂墙式 370 挂墙式 370

虹吸式小便斗 虹吸式小便斗 虹吸式小便斗
325 325 355

浴缸 浴缸
长方形
1700, 1600, 1500, 1400

长方形
1900, 1800, 1700,

直旋冲水座厕
挂墙式 410

分体直冲式座厕

分体直冲式座厕

分体直冲式座厕

分体直冲式座厕 虹吸式连体座厕

落地式，背靠墙 370

落地式，背靠墙 370

落地式，背靠墙 370

落地式，背靠墙 370 落地式，底排水 370

直旋冲水座厕直冲式座厕
挂墙式 370挂墙式 370

直冲式座厕
落地式，背靠墙 370

* 安蒂斯台盆系列其它颜色选择请查询P80

W3 薄荷绿 T3 马卡龙黄T0 淡粉 W0 雾蓝 T6 满月灰W4 煎茶绿 T4 柠檬黄T1 芭蕾粉 W1 冰霜蓝 T7 法国亚麻灰W5 雪松绿 T5 芥末黄T2 玫瑰粉 W2 海蓝 T8 炭黑



PRODUCT OVERVIEW | 产品总览 159

碗盆
595

浴缸
独立式 1900

分体直冲式座厕 虹吸式小便斗
370

洗手盆
360

285
梳洗柜
1180

梳洗柜
980

梳洗柜
780

梳洗柜
630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530

430 340 340

AVEO NEW GENERATION | 艾维欧新一代

AVENTO | 艾万托

半抛式洗面盆 洗手盆
550 450

紧凑型洗面盆
550

净身盆
370

直旋冲水座厕
挂墙式，横排水 370

梳洗盆双槽梳洗盆
10001200

洗面盆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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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RO | 酷乐

梳洗盆

碗盆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盆

碗盆

梳洗柜

梳洗柜

1200

560

604, 554

1600

1000

560

510, 460

1600

梳洗盆

洗手盆

梳洗柜

梳洗柜

1200

450

954, 754

1600

梳洗盆

碗盆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盆

碗盆

梳洗柜

梳洗柜

1000

400

410

1600

1000

400

1600

1600

双槽梳洗盆

梳洗盆

碗盆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双槽梳洗盆

梳洗盆

碗盆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1300

800

510

1600

1000 1600, 1400, 1200

1300

800

510

1600

1000 1600, 1400, 1200

梳洗盆

洗面盆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1200

650, 600, 550,500

1254, 1154

1600

1000 1600, 1400, 1200 1600, 1400, 1200 1000

梳洗柜梳洗柜
1600, 1400, 12001600, 1400, 1200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1600, 1400, 1200 1600, 1400, 1200 10001000 1000 800

* 酷乐系列家具颜色选择请查询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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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ION | 福朗

梳洗盆梳洗盆 双槽洗面盆 洗面盆 洗面盆 洗手盆 洗面盆 碗盆
1200, 1000, 8001200, 1000 1300 1000 1000, 800, 600 430 600 600

净身盆
挂墙式 375

浴缸
独立式 1700

梳洗柜
996, 796

梳洗柜
996

梳洗柜
996

梳洗柜
1196

梳洗柜
1196

直旋冲水座厕
挂墙式 375

COLLARO | 酷乐

高柜 高柜
454 404

高柜
404

侧柜 嵌入式浴缸
404 1600, 1700, 1800,1900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1000 1000 800

靠墙式浴缸，右款靠墙式浴缸，左款
18001800

靠墙式浴缸
1800

梳洗柜
1196

梳洗柜
800

梳洗柜
1000, 800

梳洗柜
1000

梳洗柜
1000

梳洗柜
1200

梳洗柜
1200

梳洗柜
1200

* 酷乐系列家具颜色选择请查询P40

* 福朗系列家具颜色选择请查询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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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ION | 福朗

梳洗柜
1000

梳洗柜
1200

梳洗柜
1200

梳洗柜
1200

梳洗柜
1200

梳洗柜
1200

梳洗柜
1600

梳洗柜
1600

高柜
418

高柜
418

侧柜
418

侧柜
418

侧柜
418

置物架
418

镜子
1600, 1200, 1000, 800, 600

镜子
1600, 1200, 1000, 800, 600

梳洗柜
1600

梳洗柜
1000, 800

梳洗柜
1000

* 福朗系列家具颜色选择请查询P49

梳洗柜
1200

梳洗柜
1200

梳洗柜
1600

梳洗柜
1600

梳洗柜
1600

梳洗柜
1600

梳洗柜
1000, 800

梳洗柜
1000

梳洗柜
1000

梳洗柜
1200

梳洗柜
1200

梳洗柜
1200

梳洗柜
1200

梳洗柜
1200

梳洗柜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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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MAGE | 豪迈

洗面盆
750, 650

洗面盆
750, 650

台上盆
630

净身盆
挂墙式 370

净身盆
落地式，背靠墙 370

直冲式座厕
挂墙式 370

直冲式座厕
落地式 370

浴缸
独立式 1771

镜子 镜子
560 985

梳洗柜 梳洗柜
685 685

梳洗柜 梳洗柜
985 985

镜子 镜子
560 985

侧柜
440

侧柜
440

梳洗柜 梳洗柜
1600, 1400, 1200 1600, 1400, 1200

梳洗柜
1600

梳洗柜
1600

梳洗柜
800

梳洗柜
800

梳洗柜
600

梳洗柜
600

LEGATO | 利嘉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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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TO | 利嘉途

梳洗柜
1000

梳洗柜 梳洗柜
1000 1000

梳洗柜
1000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1600 1600 1600, 1400, 1200

1600 1400, 1200 1600 1600

1600, 1400, 1200

1600 1400, 1200 1600 1600

梳洗柜
1600, 1400, 1200

梳洗柜
1600, 1400, 1200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1600, 1400, 1200 1600, 1400, 1200 1000, 800

梳洗柜
1000, 800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1000

1600, 1400, 1200 1600, 1400, 1200

1000 1000

1600, 1400 1600, 14001600, 1400 1600, 1400 1000, 800 1000, 800

1000 600, 450 600, 450 1600, 1400 1600, 1400

梳洗柜 梳洗柜
1600, 1400, 1200 1600, 14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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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TO | 利嘉途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1000

1200

1600

1400

1600 1600, 1400 1600 1600

1600

1200

1600

1000

1600

800

1600

1400

1600 1600, 1400 1600 1600

1600

1200

1600

1000

1600

800

1600, 14001000

1200

1600, 14001000, 800

1600, 1400 1600, 1400 1000, 800

1600, 1400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1000, 800

1600, 1400 1600, 1400 1000, 800

160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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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柜

高柜

400

400

侧柜
400

储物柜
400

储物柜
400

浴缸
长方形 1900, 1800, 1700

LEGATO | 利嘉途

浴缸
长方形 1800, 1700, 1670, 

LIBRA | 力博朗

梳洗柜
1000

梳洗柜
1000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800 800 1600, 1400

1600, 1400

1000 800

1600, 1400 1600, 1400 1200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梳洗柜

1600, 1400

1600, 1400

1000 800

1600, 1400 1600, 1400 1200

梳洗柜 梳洗柜
1200 1200

LA BELLE | 乐贝

碗盆
600

浴缸
长方形 1800

浴缸
独立式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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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ENTO | 弥蔓托

洗面盆

洗手盆

1200, 1000

400

洗面盆
1200, 1000

洗面盆 半抛式洗面盆 洗手盆
800 550 400

洗面盆
800

洗面盆 洗面盆
600, 500 600, 500

净身盆 直冲式座厕 虹吸式小便斗
挂墙式 375 挂墙式 375 直旋冲水 285

梳洗柜梳洗柜
14061706

梳洗柜
1306

梳洗柜
1306

LOOP&FRIENDS | 洛普之友

浴缸 浴缸 浴缸浴缸
椭圆形 1800 特殊形状 1750 特殊形状 1750独立式1800

浴缸
长方形
1900, 1800, 1700, 1600

浴缸
角形 1400

浴缸
六边形 2050, 1900

浴缸
椭圆形，独立式1800

台上盆
675, 600, 510

台下盆
440, 380, 330, 280

台下盆
380, 340

台下盆
560, 485, 430, 385

台下盆
615, 540, 450

浴缸
长方形
1900, 1800, 1700, 1600

浴缸
角形 1400

浴缸
六边形 2050, 1900

碗盆
430, 380

碗盆
430, 380

碗盆
430, 380

碗盆
630, 585

碗盆
585

台上盆
535, 450, 390, 340

台上盆
450, 405

台上盆
660, 570, 505,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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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柜
400

MEMENTO | 弥蔓托

MEMENTO 2.0 | 弥蔓托2.0

洗面盆

洗面盆

洗手盆

1200

1000

400

洗面盆

洗面盆

净身盆

1200

1000

375

洗面盆

洗面盆

直冲式座厕

洗面盆

洗面盆

虹吸式小便斗

洗面盆

洗面盆

1200

800, 600, 500

375

1200

800, 600, 500

直旋冲水 285

1000

800, 600, 500

洗面盆

洗面盆

1000

800, 600, 500

洗面盆

洗面盆

碗盆

洗面盆

洗面盆

洗手盆

1200

1000

600, 500

1200

1000

400

梳洗柜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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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O SEE |美图思

镜子
1600, 1400, 1300, 1200, 1000

镜子
900, 800, 700

镜子
650, 600, 550, 500, 450

镜子
1600, 1400, 1300

镜子
1200, 1000, 900, 800

镜子
700, 650, 600, 550, 500, 450

MY NATURE | 自然

碗盆
810, 610

碗盆
450

浴缸
椭圆形 1900

浴缸
独立式 1900

OBERON | 欧博龙

浴缸
长方形 1800, 1700, 1600

浴缸
长方形 1900

MY ART | 麦特

浴缸
长方形 1700

浴缸
长方形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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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OVO | 欧.诺华

洗面盆
650, 600, 550

洗手盆
500, 450

紧凑型洗手盆
360

洗面盆
650, 600, 550

紧凑型洗面盆
550

半抛式洗面盆
550

紧凑型洗手盆

台上盆

360

560

紧凑型洗手盆

台下盆

500

600, 530
紧凑型洗手盆
500, 450

紧凑型洗手盆
360

紧凑型洗手盆
500

紧凑型洗手盆
415

净身盆
挂墙式 360

净身盆
落地式，背靠墙 360

直旋冲水座厕
挂墙式 360

直冲式座厕 直冲式座厕
挂墙式 360 挂墙式 360

直旋冲水直冲式座厕
挂墙式 360

直冲式座厕
挂墙式 360

直冲式座厕
挂墙式 360

直冲式座厕
挂墙式 360

分体直冲式座厕
挂墙式 355

OBERON 2.0 | 欧博龙2.0

浴缸
长方形 1800, 1700

浴缸
靠墙式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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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OVO | 欧.诺华

分体直冲式座厕 分体直旋冲水座厕 虹吸式小便斗 虹吸式小便斗 紧凑型虹吸式小便斗
落地式，背靠墙 385 落地式，背靠墙 360 300 300 290

直冲式座厕
落地式，背靠墙 360

直冲式座厕
落地式 355

横冲式座厕
落地式 355

儿童用直冲式座厕
落地式 315

分体直旋冲水座厕
落地式 360

分体直冲式座厕 紧凑型分体直旋冲水座厕
落地式，背靠墙 360 落地式，背靠墙 360

分体直冲式座厕
落地式 360

虹吸式小便斗 虹吸式小便斗
360 360

虹吸式小便斗

虹吸式小便斗

285

290
虹吸式直旋冲水小便斗 洗涤水槽 洗衣池 污水槽带折叠网格
335 1000 860 520

浴缸
长方形 1700, 1600

浴缸 浴缸 浴缸
长方形 1900, 1800 长方形 1800, 1700, 1600 椭圆形 1650

双槽池
895, 795

水槽
695, 595,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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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RO EDGE 12 | 斯卡罗刀锋12

浴缸
椭圆形 1800

浴缸
独立式 1800

浴缸
长方形
1900, 1800, 1700, 1600

SUBWAY 2.0 | 萨泊威2.0

双槽梳洗盆
1300

梳洗盆
1300

梳洗盆 梳洗盆 梳洗盆 梳洗盆 梳洗盆 梳洗盆
1300 1000, 800 1000, 800 650, 600, 550 650, 600, 550 650, 600

洗面盆
630

洗面盆
630

洗手盆 洗手盆
500, 450 500, 450

洗手盆
500

洗手盆
370

洗手角盆
320

净身盆
挂墙式 370

SQUARO | 斯卡罗

浴缸 浴缸 浴缸
长方形 1800, 1700 六角形 1900 独立式 1800

浴缸
角形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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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型净身盆

分体直旋冲水座厕 连体座厕 虹吸式小便斗

直旋冲水座厕
挂墙式 355

落地式 370 落地式 370 285

挂墙式 370
净身盆 直冲式座厕 直旋冲水座厕 紧凑型直旋冲水座厕 直旋冲水座厕
落地式，背靠墙 370 挂墙式 370 挂墙式 355 挂墙式 410 挂墙式 370

SUBWAY 2.0 | 萨泊威2.0

双槽梳洗柜
1287

双槽梳洗柜
1287

梳洗柜
1287

梳洗柜
1287

梳洗柜
987

梳洗柜
987

梳洗柜
787

梳洗柜
787

梳洗柜
637, 587, 537

梳洗柜
637, 587, 537

梳洗柜
485, 440

梳洗柜
485, 440

梳洗柜
350

梳洗柜
350

梳洗柜
240

梳洗柜
240

侧柜
758

ViClean宝洁丽
直冲式座厕

ViClean宝洁丽
分体直冲式座厕

ViClean宝洁丽
连体座厕

挂墙式 370

落地式 370 落地式 370

高柜
350

高柜
350

侧柜
354

侧柜
354

储物架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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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ICELLO | 凡蒂乐

双槽梳洗盆
1300

梳洗盆
1200, 1000

梳洗盆
1000

梳洗盆
1000

梳洗盆
800

梳洗盆
650, 600

碗盆
550

洗手盆
500

梳洗柜
1153

梳洗柜
1153

梳洗柜
953, 753

梳洗柜
953, 753

梳洗柜
953

梳洗柜
953

梳洗柜
603, 553

梳洗柜
603, 553

净身盆
挂墙式 375

净身盆
落地式，背靠墙 375

直旋冲水座厕
挂墙式 375

直旋冲水座厕
落地式，背靠墙 375

直旋冲水分体座厕
落地式，背靠墙 375

虹吸式直旋冲水小便斗
285

双槽梳洗柜
1253

双槽梳洗柜
1253

SUBWAY | 萨泊威

横冲式座厕
370

直冲式座厕 直冲式座厕 分体直冲式座厕 ViClean宝洁丽
分体直冲式座厕

连体座厕
355 落地式 370 落地式 370

落地式 370
落地式 380

净身盆

虹吸式小便斗

370

285

直冲式座厕

零升小便斗 浴缸 浴缸 浴缸 浴缸 浴缸

370

305 长方形
1900, 1800, 1700,1670

角形 1300 偏移形 1700 偏移形 1700 六角形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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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ICELLO | 凡蒂乐

THEANO | 希雅娜

VICLEAN-IR | 宝洁丽-IR

梳洗柜
957

梳洗柜
957

侧柜
404

高柜
404

高柜
404

储物柜
404

储物柜
404

梳洗柜

浴缸

智能一体机  曜黑 智能一体机  雅金 智能一体机  臻白

466

1550

675 675 675

梳洗柜
466

梳洗柜
1257

梳洗柜
1257

梳洗柜
957, 757

梳洗柜
957, 757

梳洗柜
957

梳洗柜
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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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宝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555弄8号
金虹桥商务楼10楼
邮编：200051
服务热线：400 820 1748

Villeroy&Boch Trading (Shanghai) Co., Ltd.
10F, Jin Hong Qiao Business Building,
No.8, Lane 555, Gu Bei Road
Chang Ning District, 200051 Shanghai
Hotline: 400 820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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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villeroy-boch.cn 分类、形状、尺寸可能存在误差。我们保留技术参数修改和颜色更改的权力。

VILLEROY&BOCH

德国唯宝官方微信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