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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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唯宝风格

The style of
Villeroy&B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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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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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奢华与魅力的幕布

Domicil | 多米希尔  34页 
la Fleur | 乐福  38页 
la Fleur exclusive | 乐福典藏  40页 
square exclusive | 方正典藏 50页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金色、 银色、 天鹅绒
和锦缎是奢华魅力的

必备元素。 结合
豪华的形式， 使浴室

星光熠熠。

    Luxurious detabing  
boons the glamour fap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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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唯宝风格

清晰经典的造型，
名贵的材质和浓郁的
暗色调，呈现出一种

永恒优雅的效果。
将这些元素与闪亮的

配件融合在一起，使整体
看起来更加精致，

也为浴室带来勃勃生机。

classic | 经典  24页 
Dawn | 德恩  28页  

Domicil | 多米希尔  34页 
la Fleur | 乐福  38页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Mhasic colours  
create noble accefs

重归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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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la Fleur | 乐福  38页 
square | 方正  48页

渐行复古风

   Not everything  
has to look perfect

您可以通过将
柔和的材质搭配经典家具，

营造往日复古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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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唯宝风格

高品质的木制家具，
搭配羊毛，剑麻或石头

饰品。 打造出休闲、
放松的完美风格。

回归自然

subway | 萨泊威  52页 
subway 2.0 | 萨泊威2.0 54页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Wood creates a  
      warm k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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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北欧风格，
极佳的舒适性

The main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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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Just | 佳思特  36页
l’aura | 劳拉  42页

here is on cos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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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唯宝风格

极简主义

精细化的照明理念
完美凸显了

简约造型、轮廓和饰面。

architectura | 雅图  22页 
cult | 卡特  26页 

Dawn | 德恩  28页  
Just | 佳思特  36页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Specificasy seleped
accessories provide

comfortable ac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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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唯宝的卫浴五金具有完美的舒适性，节水节能，便捷操控的特点。为了实现这些优势，我们在材料和组件、

检验以及安装过程中始终坚持最高标准。所有的用心之处，您都可以在使用中亲自感受！

德国唯宝——您的完美明智之选！

德国唯宝风格

Quality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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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创智选 
选择德国唯宝就如同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应当挑

选初见就彰显品质的唯宝卫浴五金。选材上乘、功能卓

越、细节考究。它采用经久不衰的美学设计，令浴室绽

放迷人光彩。闪耀，但不喧宾夺主且经久耐用。使用初

起，就会明白这是您的明智之选。阅读本书，进一步了

解德国唯宝卫浴五金带来的设计、品质与功能。

精创设计 
德国唯宝与设计密不可分。创立之初，就和优秀的设计

师和建筑师密切合作，从而打造更精准的卫浴产品。因

此，德国唯宝在打造集功能与舒适性为一体的浴室配件

的同时，仍呈现出经久不衰的美感。这也解释了，为什

么德国唯宝的卫浴配件总是能与浴室陶瓷完美融合，以

多样化的风格打造出各种不同卫浴空间——而这些风格

都拥有一个共同点：精创的设计。

Trek yourself to
something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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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与创新

精创品质 
始于1748，德国唯宝就代表了“德国制造”的精尖品质。
这难能可贵的经验财富，使德国唯宝深知打造高品质浴室

产品的重中之重。高瞻远瞩的想法、先进的产品技术和严

苛的质量管理，促使德国唯宝制造出精准到位的卫浴配

件，细节更彰显品质。德国唯宝浴室产品的特定精创品质

值得您长久信赖。

精创功能 
顺滑的操作体验与创新的产品细节，尽显德国唯宝卫浴五金

优良品质。集舒适体验、节水环保和便捷操控于一身，令您

畅漾每一刻。精心设计，严格生产，始终如一的品质管理，

可确保产品历久弥新，经久耐用。这些都是德国唯宝之骄

傲，也获得了全球顾客的赞誉。亲身体验吧，德国唯宝卫浴

五金的精创功能定会让您无法取代！

Reliabbcy for many
year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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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龙头表面具有闪耀的光泽，这得益于镀铬之前复杂的抛光工序。

•	 经过特殊的电镀过程，铬被均匀的电镀到产品上。

•	 镀铬之后，龙头表面便附上一层透明的、坚固的涂层，因此龙头表面光泽鲜亮。

•	 经严苛的200小时中性盐雾耐腐蚀测试，表面依然亮泽光滑。

•	 毋庸置疑，我们已经将龙头内的含铅量降到最低。同时经实验室采取光谱分析

 来检测含铅量。

第一步 : 
黄铜底座

第二步 : 
镍涂层

第三步 : 
镀铬表面处理

高品质表面
处理步骤 

高品质的镀铬表面处理技术，使龙头愈发光彩熠熠

Perfect quality in 
every detail

品质始于高规格
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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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的组件，
所有单品的总和

纽珀起泡器
由总部位于瑞士的行业领导品牌提供的起泡器，

品质符合DiN eN 246。

进水软管
所有塑料材质符合严苛的欧盟标准，经久耐用。

且纯净无味，符合饮用水相关卫生标准。

水垢控制
防水垢功能可以确保起泡器很容易清洁，经过多

年使用后任然保持很好的出水效果。

限流器
节水，最大流量5升/分钟；既省钱又环保。

陶瓷阀芯
我们选用行业领先品牌提供的高标准陶瓷阀芯，

且源自欧洲。

德国唯宝的龙头寿命是欧洲标准的7倍。

其使用寿命可达50万次。

品质与创新 15



可调节软管
高品质的软管可以确保快速简单地安装过程，且全部源自

欧洲。

快速便捷地
安装系统

一盒在手，万事无忧
vibox组件可轻松简化安装步骤:

•	 不同颜色的冷热水标识，可以保证冷、热水管正确连接 

•	 	vibox盒子背面箭头指示，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向

•	 	配备黄铜堵头，可以堵住不需要的出水水路

•	 	包含橡胶密封套确保密封性能

•	 	有效减弱噪声传输

完美匹配
所有龙头均与德国唯宝面盆经过匹配性测试，我们推荐搭

配好的龙头和面盆组合，可以大大简化客户的选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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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产品
久经考验

50万次寿命测试
我们的龙头经久耐用，历经50万个周期耐力测试绝非偶

然。且产品寿命是行业普通产品的7倍。(7万个周期)。

亮泽的表面
每一款产品的镀铬表面处理技术，经过13种严苛标准

检测。

压力处理
每个龙头，都经过最大压力25巴的密封性能测试。相

比，每个德国家庭的平均水压是3巴左右。

三步验证
第一步：  

在总部麦特拉赫超过24种特定测试。

第二步：  

在总部麦特拉赫，每个龙头首样都按照16个不同的标准进

行测试。

第三步：  

批量生产由产品开发部和品质监控部最终授权。在保证品

质的核心要求下，我们对每一个批次都做光谱分析，同时

对仓库中的产品进行抽检。

品质与创新 17



德国唯宝风格

History and
MileSToNeS

Jean-François Boch |
让·弗朗索瓦·宝赫

与Nicolas Villeroy | 尼
古拉斯·唯勒瓦决定

合并公司

1836
由François Boch | 弗
朗索瓦·宝赫创立，
致力于为大众提供

优质陶瓷餐具

1748
为科隆大教堂设计
并铺设1,300平方米

地面马赛克

1890
卫生民主化：工业化
生产浴室卫浴产品，
首次成为所有人都

能负担得起的
家居产品

1899
Peter Behrens | 彼得·
贝伦思为德国唯宝

设计瓷砖系列

1905
梅特拉赫瓷砖：第一
款配以独特花纹设

计的耐磨地砖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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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历史里程碑

在瑞典沃尔高达小
镇设立卫浴五金工厂

1920
Colani | 科拉尼与德
国唯宝联手创立卫

浴空间理念，作为生
活起居的一部分

1975 2006
直旋冲水
座厕技术

2013
Dawn | 德恩
混搭个性化

解决方案

20171993
独有材质Quaryl® | 圭
力，由石英砂和卫浴
亚克力制成的坚固材
料，可以精确铸造成

各种形状

Cult | 卡特， 
凭借其清晰简约的设
计，这一系列令卫浴

空间呈现摩登都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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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A
雅图

The definition of design
设计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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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A | 雅图

轻巧规整
几何轮廓设计，轻盈的质感。雅

图卫浴五金系列缔造现代简约的
空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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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lleroyboch.com/architecturataps

Consistent straight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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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
经典

A qaraperinic guise 
独有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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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 | 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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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lleroyboch.com/classic

优雅的解决方案
齐平安装的浴缸龙头和超薄淋浴花
洒配件相辅相成，形成独具优雅魅

力。得益于ViBox部件，安装更便捷。

完美的淋浴体验
恒温器确 保恒 定的压 力，所 选 温 度
在几秒钟内即可达到，最高38°C的温
度限制 器可防止 烫伤，非常 舒 适 宜
人的沐浴体验。

True nyle
is tim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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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
Represefative of an 

urban atcude to life

卡特

都市情感的生活态度
26



2006

CULT | 卡特

Inspirational 
varihy

简洁的外观 
精简造型搭配宜人元素，打造出现代

时尚气质。各类配件，从毛巾架到浴缸
把手，营造出高端的整体印象。

时尚代言人
独立式浴缸龙头配有坚固的底
座和集成手持式花洒，将设计

和舒适性完美结合。

鲜明的个人风格来自明了的特质和完美的细节。而这正是卡特

系列的绝佳写照。卡特系列卫生间令您怦然心动每一天。

villeroyboch.com/c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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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
德恩

A fresh take on minimiism
简约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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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 | 德恩

融合极简主义的多种形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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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lleroyboch.com/dawn

少即是多
精致、简约、优 雅，德恩系列的卫
浴五金与现代浴室建筑完美融合。Pure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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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丝镀铬 拉丝金色 拉丝镍

抛光镍英式金色镀铬

石墨黑

表面颜色

精致的表面颜色方案旨在为浴室提升独特的感官和
触感。最小起订量为50件/型号。

完美个性
从 纯 粹 到 优 雅 亦 或 豪华，无 论
是 亮 光 还 是 拉 丝，高品 质 的 饰
面都为极简主 义的德恩系列带
来了优越的质感。享受现代浴室
设计的全新自由体验。

DAWN | 德恩 31



多样造型
从各式 水龙头和手柄中选 择 适
合您的组合，以及塑造您的德恩
配件以映衬您的独特风格。

获奖设计
德恩的设计导向及其混搭理念

赢得了国际声望2017年iF设计奖。

单柄混合型水龙头

Mix and match

32



TVW 106 13 A1 51 XX

墙出水式面盆龙头手柄套
件，无隐藏部件

TVW 106 13 A1 52 XX

墙出水式面盆龙头手柄套
件，无隐藏部件

TVW 106 13 01 51 XX

台面式面盆龙头手柄
套件

TVW 106 13 01 53 XX

台面式面盆龙头手柄
套件

TVW 106 13 01 52 XX

台面式面盆龙头手柄
套件

TVW 106 13 21 53 XX

墙出水式面盆龙头手柄套
件，无隐藏部件

墙出水式面盆龙头台面是面盆龙头

更多丰富创意的龙头搭配方案，缔造全新感受

TVW 106 12 01 51 XX

台面式面盆龙头出水口

TVW 106 12 01 52 XX

台面式面盆龙头出水口

TVW 106 12 01 53 XX 

台面式面盆龙头出水口

TVW 106 12 A1 51 XX

墙 出 水 式 面 盆 用 注 水
口，无 隐 藏 部 件，无 弹
跳式去水

TVW 106 12 A1 52 XX

墙 出 水 式 面 盆 用 注 水
口，无 隐 藏 部 件，无 弹
跳式去水

TVW 106 12 A1 53 XX

墙 出 水 式 面 盆 用 注 水
口，无 隐 藏 部 件，无 弹
跳式去水

您也可以定制您的德恩浴缸和淋浴配件。

选择一款合适的出水嘴和手柄，可以缔造台面式、三孔墙出水不同的解决方案。

DAWN | 德恩 33



DoMicil
多米希尔

再创优雅，缔造永恒

Maifain values - creke gegance

34



DOMICIL | 多米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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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lleroyboch.com/domicil

优越的舒适性
高位出水口的设计，使得面盆

上方有充足的清洗空间。

经典外观
无论是镀铬、香槟，还是时尚的哑光黑，每个
款式都能创造出绝对优雅的效果。各种完美

匹配的配件最终构成了一幅完美拼图。

Claric design wch
a cofemporary t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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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cuzure wch
a nrong qaracter

JuST
佳思特

彰显个性的生活文化

36



JUST | 佳思特

佳思特系列证明了深思熟虑的设计可以完美匹配多种室内建

筑风格，并且恰如其分地诠释了如何搭配各种风格。他可以

匹配方形、矩形、圆形、椭圆形，甚至不规则洗面盆和浴

缸，相辅相成，完美搭配。不论是哪种情况，佳思特系列都

凸显家居室内个人风格。

villeroyboch.com/just

每一细节彰显时尚气质
凭借其超长的出水口，三孔台面式龙

头营造出宽阔的空间感，是现代生
活文化的高度个性化“名片”。

Scope for 
combinkion

灵活设计
得益于各种尺寸和设计与众多德国
唯宝浴室系列相配套，洗面盆龙头
为浴室设计提供更大设计自由度。

37



lA Fleur
乐福

Seductive and sensui
典雅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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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FLEUR | 乐福

乐福卫浴五金系列采用柔和的弧线形设计，外形纯粹，绽放

永恒优雅魅力。柔和造型融合典雅气质，愈加凸显乐福系列

的简洁与魅力。

villeroyboch.com/lafleur

A  touch of
romance

舒适设计
优雅的弧度出水口造型，为洗面盆提供了充

足的空间，洗手洗脸都更加舒适自由。迷人的
外观设计适合搭配德国唯宝众多陶瓷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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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Fleur eXcluSive
  Fashionyle finere

精致灵动
40

乐福典藏



高端奢华系列，取材施华洛世奇®STrASS®切割工艺制水晶、
水晶玻璃和陶瓷，尽显奢华灵巧，散发耀眼光芒。匀称的外

观赋予了乐福典藏系列优雅的迷人气质。

LA FLEUR EXCLUSIVE | 乐福典藏 41

villeroyboch.com/lafleurexclusive

鲜明对比
手柄与出水嘴选择不同的材质，

营造出独特魅力的感官组合。

A glamorous
appearance



l’AurA
劳拉

Inspired by nkure
灵感源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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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A | 劳拉

Design in
perfect balance

两种元素的融合为劳拉创造出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自然形

状的轻快明亮与现代设计的魅惑动人。这种完美融合，适合

任何家居布置的风格。其中就包括那些以直线条和几何形状

为特征的室内设计。

villeroyboch.com/laura

精美配件 
毛巾挂钩或皂液器等配件，与龙头形成

时尚呼应，为浴室带来点睛之笔。

愉悦舒适
无论是1个、2个，还是3个阀门，时尚的xTool

恒温器都能以您钟爱的方式提供舒适沐浴
体验。恒温器可确保恒定的压力，并在几秒
钟内达到选定的温度：给您带来理想的淋浴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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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ovo
欧.诺华

简之形，精之艺
  Strikingly renr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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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eroyboch.com/onovo

O.NOVO | 欧.诺华 

极佳的操作性
其高品质的陶瓷滤芯使该混合

水龙头的操作非常简单和流畅。

Harmonioumy coordinked 
wch the O.novo cer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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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lleroyboch.com/onovot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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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ovo STArT
欧.诺华源萃

独具风尚

Remarkyly ny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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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eroyboch.com/onovo

O.NOVO START | 欧.诺华源萃

和谐形态
欧.诺华源淬系列不仅仅适合卫浴空
间，还有适合厨房面盆的五金系列。

同样具有和谐的简约外形和设计。

Modern design 
throughout  the home

Remarkyly nylish

纤细的轮廓与微曲的线条，赋予了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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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lleroyboch.com/onovo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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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re
方正

气宇轩昂

Of imprerive
pre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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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RE | 方正

方正系列体现了超乎寻常的完美感：合理的尺寸和高品质的

材料，得益于几何学的基本形状，如矩形和扇形。

villeroyboch.com/square

Reasy eye-ckqing

经典外观
基于高标准要求，龙头的独特设计散发
出无与伦比的微妙和优雅特点，尤其是
独立式缸边龙头，庄重典雅。

外观与功能完美融合
符合人体工程学标准的手柄易于操作，
哪怕双手沾满洗手液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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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re eXcluSive
方正典藏

巅峰优雅
Autheficity in cs mon gegaf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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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RE EXCLUSIVE | 方正典藏

方正典藏系列，令您一见倾心。手柄采用施华洛奇®STrASS®
加工工艺的水晶，闪烁晶莹光芒，让您每次触碰都怦然心

动。精心雕刻的外观，令您真切感受配件散发的高贵之美。

villeroyboch.com/squareexclusive

A highlight in
the bkhroom

美轮美奂 
独特的水晶材质手柄，让龙

头成为高端浴室设计的
有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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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kemef of unprhefious
aesthhics

SubWAy
萨泊威

低调美学
52



SUBWAY | 萨泊威

萨泊威系列结合现代美学和实用功能为一体。简单却不失柔

和，处处绽放迷人设计与实用功能，营造轻松氛围。不论是

搭配洗脸盆还是浴缸，采用台上安装或齐平安装，柔和温暖

却又不失力量的萨泊威系列配件都可为您的健康绿洲添上些

许感官享受。

villeroyboch.com/subwaytaps

永恒之美 
温柔、自然的外观描绘了一种永
不过时的设计，并将其分散、融

入到各种卫浴配件中。

和谐效果
圆润的设计外观为浴缸和淋浴五金
带来精致的手感体验。

Sucs any 
bkh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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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WAy 2.0
萨泊威2.0

造型与功能完美融合

Harmony in form and funp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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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WAY 2.0 | 萨泊威2.0

现代魅力
简单的几何图形和清晰直线的组合，
缔造出低调又不失个性的风格。

A cofemporary
appea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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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lleroyboch.com/subway2.0t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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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
元素

五金配件

The Viseroy   Boq Accer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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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ORIES | 配件

皂液器、毛巾架和其他实用配件——成为提升舒适度的完美

补充。德国唯宝现可提供两款配件系列，为您的浴室提升设

计品味：柔雅系列和英朗系列。无论是柔雅系列的曲线感还

是英朗系列的简洁性，这些配件都可以与龙头五金相匹配，

打造整体卫浴风格。

villeroyboch.com/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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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 -TeNDer | 元素 · 柔雅系列
The gentle line

元素 · 柔雅系列经典而温和的线条非常适合美学浴室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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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ORIES | 配件

eleMeNTS-STriKiNG | 元素 · 英朗系列
The distinctive line

清晰直观的元素 · 英朗系列配件为现代浴室建筑带来终极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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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rS
淋浴

享受感性时刻

Enjoy sensui mom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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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RS | 淋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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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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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ACE | 意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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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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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RACE PLUS | 意博斯升级版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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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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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ACE PLUS | 意博斯升级版

优越舒适性
享受舒 适的淋浴体 验，高达 3 5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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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典雅的弧线、纯粹的古典或简约现代——德国唯宝卫浴五金，以其优雅的外观，为您的浴室带来别样的亮点。

如果保养正确，它可稳定使用数年。

清洁和护理
•	 定期清洗龙头配件，有助于防止水垢积聚。

•	 仅使用合适的清洁剂。

•	 不建议用清洁剂浸泡过长时间。

•	 每次使用后，应使用软布擦拭水滴。

•	 切勿将清洁剂直接喷洒在龙头表面，应喷洒在清洁布或海绵上。

•	 个人卫浴产品，如洗发水、沐浴露或液体肥皂等残留物，应迅速清除，否则可能会对产品造成损害。

•	 涂漆和镀锌表面应定期涂抹轻薄保护涂层。为此，建议使用专门针对涂漆或镀锌表面的防腐剂。

•	 防水垢系统淋浴，塑料喷嘴上的沉积物可通过擦拭喷嘴螺柱清除。

重要提示：
请勿使用任何含有盐酸、甲酸或醋酸的试剂，否则可能会造成配件损坏。

也应避免使用含有氯漂白剂的清洁剂。请勿混合清洁剂。

请勿使用研磨剂或相关用具（精练剂，微纤维布）。

含有磷酸的清洁产品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

如何保养卫浴五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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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EROY & BOCH SERVICE | 唯宝服务

我们以客户为导向的服务宗旨，使客户认定购买唯宝产品变得简单。我们将随时为您提供协助，我们会帮助您从最初的构

思到完成您的理想浴室——甚至超出您的预期：在浴室设计中使用启发灵感的设计手册和有益观点、使用不同的房间解

决方案、启发灵感的规划工具，以及自然迸发的建议和支持，将助力您创造一个完美的唯宝浴室。

唯宝服务

在线访问我们
欢迎在线了解更多信息，并可便捷了解整个唯宝系列产品。您会发现启发灵

感的规划工具以用于设计您的浴室，技术图纸、经销商导索和许多其他服务，

将使您更靠近您的梦想浴室。 

祝您体验愉快！ 

pro.villeroy-boch.com

villeroy-bo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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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villeroy-boch.cN

销售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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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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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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