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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
新天鹅堡

1884年，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搬入了这座闻名

遐迩的城堡——新天鹅堡。为了展现个人独有审美格

调，他将自己个性化且装饰华丽的洗漱套装委托给一

家制造商生产，该制造商在当时就已经因其高品质的

陶瓷制造工艺和悠久历史而声名远播：它即是德国唯

宝 | Villeroy&Boch。

1888
文森特 • 梵高

艺术与文化在德国唯宝 | Villeroy&Boch的历史传承中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家族传人且皆为艺术

家的姐弟安娜·宝赫 | Anna Boch和尤根纳·宝赫 | 

Eugène Boch便是艺术家文森特·梵高的挚友。他们一

起在阿尔勒的一家咖啡馆度过的夜晚，激发了画家在

1888年创作了他著名的“夜间的露天咖啡馆”。

1889
艾菲尔铁塔

为了庆祝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召开，作为当时世界上最

高的建筑物——艾菲尔铁塔落成。此次著名工业博览

会的参展商还包括德国唯宝 | Villeroy&Boch，其创新

产品至今依然享誉全球。

传统 艺术 创新

德国唯宝 | Villeroy&Boch —— 历经270多年的完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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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双门轿跑车

自1934年推出首辆双门轿跑车，他已深深捕获了汽车

爱好者的心。在那个年代，“德国制造”就已经代表

着卓越的品质和精湛的准确度。通过四个优质骨瓷杯

的压力测试，同样验证了德国唯宝 | Villeroy&Boch产

品的卓越品质。

1985
皇家餐具

世界上最著名的皇室家庭选择了拥有卓越品质的德国

唯宝 | Villeroy&Boch产品。戴安娜王妃也对德国唯宝

| Vil leroy&Boch餐具的质量和设计印象深刻，并于

1985年为她和她的家人选择了一套格外别致的早餐系

列——天竺葵餐具系列。

Today
梁志天 | Steve Leung

梁志天的作品专注于运用当代设计元素打造全新造

型，并结合创新技术——在帝王之星和斯卡罗限量版

水晶作品中，结合了施华洛世奇®原创水晶元素，令

人印象深刻。

品质 高端生活方式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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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洁丽
VICLEAN
引以为傲的智能系列

得益于270多年的优良传统、前沿创新和卓越设计，最终诞生了如今德国唯宝 | 
Villeroy&Boch 宝洁丽 | ViClean智能卫浴系列。我们所有产品的特点是：

•	  精准的设计 
宝洁丽 | ViClean产品，在每个细节上都力求最佳美学——秉承德国唯宝 | 
Villeroy&Boch所坚持的价值理念，深深植根于欧洲文化传统。

•	  创新的功能 
德国唯宝 | Villeroy&Boch对宝洁丽 | ViClean智能系列设定了严苛标准，在舒适

性、卫生性和节能高效方面提供了优越的附加值。

•	  卓越的品质 
德国唯宝 | Villeroy&Boch仅使用最优质的生产原料，从而保证了全方位的卓越

品质。

•	  可持续性技术 
凭借先进的能源管理系统，每款宝洁丽 | ViClean产品都可显著降低电力和水耗。

宝洁丽 | ViClean智能卫浴系列将德国唯宝 | Villeroy&Boch的深厚专业知识与其所秉

持的价值理念相结合——为您的卫浴空间提供完美一体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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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材质与亮光黑和镀铬金属色形映成趣。精选的颜色和完美的饰面带来独

特的外观。宝洁丽-IR | ViClean-IR代表着德国唯宝 | Villeroy&Boch最高端技术

所带来的卓越设计：

•	 无水箱的设计，结合坚固的陶瓷底座和易于清洁的釉面

•	 配有震动烘干，不同颜色的夜灯，以及一目了然操控界面，无论是座厕上 
 还是遥控器，为使用者带来智能清洁与舒适乐活的体验

•	  智能且超强的冲水系统，可通过遥控器或自动感应实现，且低水能耗 (每
次冲水量仅3.8升)

•	  集成式蓝牙扬声器，可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应用程序实现非凡的音效

体验

•	  智能座厕与遥控器的设计和谐美观：纯净、简约、优雅

•	  可下载宝洁丽-IR | ViClean-IR应用程序进行智能操控：可在安卓市场或iOS
中下载到app，实现智能操控座厕

凭借宝洁丽-IR | ViClean-IR系列，德国唯宝 | Villeroy&Boch为您带来一款功能

强大的智能座厕产品。

 宝洁丽-IR
VICLEAN-IR
精准与科技的珠联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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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卫生性 
其中一大亮点是震荡烘干器，它可以带给您宜人的温
暖风量。 使用宝洁丽-IR | ViClean-IR应用程序，可以方便

地调节您喜欢的清洗功能。

时尚设计性 
凭借其紧凑、流畅的外观，现代感十足的黑、
白、银三个搭配，无疑是空间内的最大亮点。

智能舒适性

您想聆听喜欢的音乐、改变夜灯的颜色
或实现自动冲水？宝洁丽-IR | ViClean-IR

的全网络技术可以满足最优越的舒适度
和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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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洁丽-L | ViClean-L系列，是一款独特的智能座厕盖板，在美学和功能之间取

得了完美平衡，并且令人印象深刻。它是由知名设计工作室Something创始

人，Daniel Debiasi和Federico Sandri联合设计，工作室总部设在伦敦和维罗纳。

该款产品设计与大自然一样清新、迷人。其出色的设计诠释了美学新标准，

每一个细节都恰到好处。

美学和功能性的完美平衡

•	 极简主义设计，灵感源于大自然

•	 座厕与净身盆完美共生

•	 隐藏式电、水连接，营造完美卫浴空间

•	 可设定个性化清洗功能

•	 与萨泊威2.0和雅图系列完美匹配

 宝洁丽-L
VICLEAN-L
灵感源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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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的舒适性

宝洁丽-L | ViClean-L提供多种功能，带来真正
的康体享受：包括集成的夜灯、可调节的座
圈加热、个性化用户配置。

完美的洁净度

设计亮点无疑是全景喷头，可以调节喷射范
围，以实现完美的清洁和健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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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宝洁丽-A | ViClean-A系列智能座厕盖板系列将欧洲设计和高端舒适性有

机地融合在一起。无论您选择哪种造型的座厕，宝洁丽-A | ViClean-A都可以完

美匹配。只需将三种型号中的一种与您选择的卫浴系列相结合，即可享受宝

洁丽-A | ViClean-A系列带来的完美洁净和舒适功能。您可以随意感受到超凡的

美学设计和舒心的功能。

配备各种舒适功能

•	  带有集成碳过滤器的自动空气净化器，可在每次使用后自动抽离气味——

保持空气清新怡人

•	 烘干功能，带五档温度设定，可实现快速烘干

•	 可通过遥控器或自动感应开启或关闭座厕盖板和盖子

•	 具有智能LED功能夜灯，为夜间引领安全之路

 宝洁丽-A
VICLEAN-A
设计，自由而适

16



宝洁丽 | VICLEAN

完美衬托您的风格

无论您钟意永恒经典风格的卫浴空间，还是简约现代
风，拥有三种不同款式设计的宝洁丽-A | ViClean-A智能
卫浴系列 (经典的D型、棱角分明的SQ型、以及典雅柔和
的E型)，都将是您的完美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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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唯宝 | VILLEROY&BOCh 品牌元素

纤细的发纹沿着优雅柔和的座厕盖向德国唯宝品牌
标志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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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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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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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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座厕和净身盆的完美共生，宝洁丽-D&E | ViClean-D&E系列智能座厕盖板

结合了清晰、优雅的线条和极佳的实用性——可与德国唯宝 | Villeroy&Boch的18
款座厕相匹配。每个细节的设计都经过深思熟虑，并做到兼容并蓄，可实现无

害的卫生性和清洁性，以提高生活品质。简而言之——该系列可与诸多德国唯

宝 | Villeroy&Boch陶瓷产品兼容，适用于各种组合选项，并可满足对美学、技术

和用户舒适度的最高要求。

坐着享受

•	  带有集成碳过滤器的自动空气净化器，可在每次使用后自动抽离味——保

持空气时刻清新

•	 带五档温度设置的烘干功能，可实现快速干燥，更具舒适性

•	  可使用遥控器或自动感应顺滑地开启或关闭座厕盖板和座圈

•	 智能化LED夜灯功能在黑暗中为您安全指路

 宝洁丽-D&E
VICLEAN-D&E
您的专属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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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BEING
丰富的康体功能

宝洁丽 | ViClean智能卫浴系列，提供丰富的舒适功能，带来美妙的康体享受：

•	 集成的全表面座圈加热功能可实现温度控制和均匀的热量分布，可根据用户个人需求进行 
 调节。

•	  温度可调节的暖风烘干功能，确保清洁后实现快速、舒适的烘干效果。

•	  可以通过智能遥控器存储和激活用户个性设置。

宝洁丽 | ViClean系列拥有丰富的清晰功能，以确保最佳的清洁度：

•	 强效的臀部清洗功能

•	 舒缓的女性清洗功能

•	 舒适震动清洗功能

•	 脉动按摩清洗功能

•	 水温、水压以及喷嘴位置，都可根据用户需求进行设置

健康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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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意义深远

得益于对资源的精心使用和创新技术，宝洁丽 | ViClean智能卫浴系列也很好地保护了

大自然：

•	  节能的即热式热水器，快速加热水温，且该热水器仅加热实际需要的水量。

•	  特别的抗菌表面涂层和冲水槽全开放式座厕，可有效防止污垢积聚，减少对环境

有害的清洁剂的使用。

•	 智能能源管理系统，可自动节省水电能耗。

水电能耗的降低——有效节省了资金和自然资源！

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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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卓越的产品，德国唯宝 | Villeroy&Boch还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并提供有效的产品规划和解决方案：

•	  德国唯宝 | Villeroy&Boch的专业销售代表，可确保在现场为您提供专业性建议。

•	  德国唯宝 | Villeroy&Boch内部销售团队，可通过电话为您提供专业技术知识帮助。

•	  作为客户，您将获得广泛的营销和推广支持，包括实用的销售材料、技术手册和全面的相关数据。这包括短片、技术图纸、手册、2D或3D
数据，以及图片数据库。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我们的官网： www.villeroy-boch.cn

尽享德国唯宝 | VILLEROY&BOCh带来的完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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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销售顾问：

2019年在中国印刷·色调和外形尺寸可能存在误差，我们保留技术参数修改和颜色更改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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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