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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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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黄金洞石

银灰洞石

银灰洞石

仙砾岩

太平洋砾岩

黑褐砾岩

独特多层次的奶油焦糖色，点缀在灰色细致纹理

奶油般的色调缀以轻柔的银灰色，彷如优雅与现

奶油般的色调缀以轻柔的银灰色，彷如优雅与现

令人惊艳的仙砾岩，见证大自然历史的轨迹，呈

棕灰质底带着细致的浅丝纹路，营造出一股温暖

黑褐色调点缀着柔顺的灰色丝带，营造出尊贵的

上，其强烈简洁的线条适合厨房中岛或建筑装饰

代设计风格的完美组合。

代设计风格的完美组合。

现不规则的特殊纹理，并带着多层次柔和又浓郁

轻柔氛围，处如同徜徉在天然海岸般的舒适自在。

神秘空间。

的巧克力色，是点缀重点区域的好搭档。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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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烧纹

柔雾面

柔雾面

石烧纹

展现温馨好客的氛围，细致的白色纹理上有着米

展现温馨好客的氛围，细致的白色纹理上有着米

以暖色系不同层次的褐色做刷洗处理，石板棕反

黄色与浅灰色的十字交叉，雾灰色的中性色调同

黄色与浅灰色的十字交叉，雾灰色的中性色调同

映现代时尚潮流，带来令人沉醉的感官效果，象

时适合暖色系与冷色系的居家布置风格。

时适合暖色系与冷色系的居家布置风格。

牙色与绿色的脉络增添奢华的氛围。

亮面

亮面

花岗岩

生动有趣且富有活力，此款大器的花岗岩图案让
人联想到别具异国情调的木质纹理，并点缀细致
的石英结晶。其灰色调的玫瑰与深沉的紫罗兰结
合雾灰、米白与黑炭色泽，展现无与伦比的丰富
色彩。

石烧纹

花岗岩

柔雾面

亮面

石烧纹

亮面

黑云岩

黑云岩

以暖色系不同层次的褐色做刷洗处理，石板棕反

亮眼的精湛设计，深沉的黑色背景刷以深灰色的

亮眼的精湛设计，深沉的黑色背景刷以深灰色的

经典、晶莹、闪耀的月光石英岩，有着独特的不

代表经典美学的卡拉卡塔大理石，在纯白光亮的

映现代时尚潮流，带来令人沉醉的感官效果，象

纹理，是暖色调木质或冷色调金属建材的完美搭

纹理，是暖色调木质或冷色调金属建材的完美搭

规则马赛克图案，交织深浅不一的银灰色纹理。

背景上，有着交错的细致褐灰与深灰色花纹。

牙色与绿色的脉络增添奢华的氛围。

配。

配。

柔雾面

花岗岩

花岗岩

亮面

柔雾面

稀有原木系列

稀有原木系列

柔雾面

稀有原木系列

石烧纹

蓝色风暴

蓝色风暴

玛奇朵

罕见的巴西花岗岩，蓝色风暴有鲜明的蓝色、金

罕见的巴西花岗岩，蓝色风暴有鲜明的蓝色、金

如同其命名，甜美玛奇朵蕴染出水彩般温暖的色

富有大地活力的鲜明色彩，红棕色、绿色、黑色

黑色胡桃木心适合大胆前卫的风格，丰富的棕褐

黑胡桃木提供了稀有原木系列的新选择，使华丽

自然无掩饰地呈现其建筑物本身，在室内设计里

色与棕色漩涡圆纹，暖色调的白色纹理饰以石榴

色与棕色漩涡圆纹，暖色调的白色纹理饰以石榴

调，咖啡与奶油两种颜色环绕交织出引人入胜的

与象牙白创造出大自然最令人赞叹的美丽样貌。

色巧克力色调与别具特色的波浪状纹理交织出复

的风格更臻完美。

营造出质朴自然的空间特色。

色泽的明亮斑点。

色泽的明亮斑点。

图案，展现出沉静优雅的风格。

杂细致的

火焰

效果。使用于室内与桌面让居

家布置更亮眼，可呈现奢华富丽的居家格调。

产销监管链认证
FSC (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森林监管委会是一个创
建于1993年的国际性、非营利、
非政府组织；FSC 倡导以对环境
负责、被社会接受和经济可行的

引领潮流的
17款花色，
创造出属于您的
奢华品味！

证的产品则为"负责任的林木产品"。

链(Chain of Custody)认证。

发展的宗旨来制造和销售我

重现自然石材、原木与清

使用资源的效益，从而达到

水模特有的细致纹理、完美光泽和丰富

保护地球环境、资源永续利

色调。让您的室内装潢别具风格，更能

用的长远目标。无论现在或

创造与定义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品味，现

将来，富美家 都将可持续发

在就来体验没有负担的极致奢华。

展视为一种商业美德和价值
观，并将严格地遵守。

大地以亘古时间酝酿了独一无二的天然
石材，富美家 以创新技术再现石材原始
纹路，突破尺寸限制，让设计充满更多
可能。

随着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可
持续性发展，富美家 集团将
以为建筑师、设计师和消费
者提供全方面的环保表面装

富美家 集团于全球各地原石采集场，精
挑细选难得一见的高级石材，针对一片
片的珍贵石材纹路进行精细扫描，运用
最新数位印刷技术，突破以往规格尺寸
限制，制作成
大尺寸拟真石纹耐火
板，富美家
大视界耐火板惊艳诞
生！
触手可及的奢华呈现、无可比拟的磅礴
美学，让室内装潢开阔延伸成一场视觉
飨宴，展现空间大气度！

2013年取得FSC COC产销监管

富美家 集团坚持秉承可持续

们的产品。我们致力于提升

花色

富美家（中国）贸易有限公司已于

富美家 可持续发展宣言

款珍贵的拟真石纹及趋势

富美家 推出

开阔设计新眼界
展现空间大气度

方式来经营全球森林。经FSC 验

认证
富美家 集团斥巨资在原材
料、废物管理、能源管理
和排放控制等领域的各类
措施，使富美家 品牌装饰
耐火板、抗倍特 和彩虹心
等产品获得GREENGUARD
Indoor Air Quality Cer
tified 的担保(符合低排放
产品绿色标准，同时包括
特别针对儿童和学校相关要求的准则)，加入能源与环
TM

保设计认证(LEED)绿色建筑评估系统 。同时按照IS
O14040的标准，对重要产品及其在整个产品生命周
期内对能源、水、废弃物、和温室气体造成的影响，
完成了一次生命周期评估(LCA)。

减碳标签
富美家 集团率先成为全球第一家荣

饰材料作为战略重点。在

获英国碳信托公司授予减碳标签的

富美家 集团，我们持续致力

表面装饰耐火板制造商。

于开发新产品，营造一个更

及为产品贴上减碳标签，来实现公

加健康的环境。

富美家 集团通过对碳足迹的评估以
司长期致力于减少对全球环境影响
的愿景。
富美家 集团荣幸地宣布旗下的高级
装饰耐火板（HPL）、持续压力层

型录上的花色仅供参考，在做最后决定前请先参考
实际样品。天然花岗岩石材因图案尺寸较大，因此
相较于一般的板材接缝处会比较明显。

压 板 （ CPL） 、 抗 倍 特 以 及 富 美
此产品图片来自

产品尺寸

大视界系列

标准库存产品规格

产品厚度

银灰洞石

家 台面系列产品进行碳足迹测量，
进而获得英国碳信托公司所授予的
减碳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