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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威陶瓷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位于广东清远

市源潭镇陶瓷工业城，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

化大型陶瓷墙地砖生产企业，主要产品有瓷质抛光砖、釉面砖、

仿古砖和广场砖等四大类。

公司已通过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   、ISO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获省二级计量保证体系确认合格证书；公司被评定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标准化良好行为 AAAA 级企业”等荣誉。

一、近几年的生产经营情况

1、公司高起点、高标准地引进世界最先进的意大利、德国

陶瓷关键生产设备，具备生产 100x100mm 至 900x1800mm 等

不同规格上千个花色品种墙地砖的实力，产品更新配套能力强。

公司采用先进的自动化生产和现代化管理手段，加速实现创新成

果的技术和市场转化，构建起产品质量管理保证体系，不断完善

产品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追求客户价值最大化，并以强大

的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奠定了在业界的领先地位，特别是在广场

砖领域已成为行业龙头企业，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三分之一。

2、公司已建立起完善的生产管理制度、营销管理制度，并

按照现代工厂程序化、标准化经营管理模式的要求，建立起有效

的市场开发与管理体系、企业及产品品牌形象推广体系、产品售

前售中售后服务体系、生产组织及过程控制体系、工艺技术标准

化体系、全面质量 ( 品质 ) 保证／控制体系、经营成本控制体系、

新产品研发体系、绩效考评体系、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体系、文

件档案管理体系。

3、公司拥有先进的企业内部网、办公自动化系统、完善的

ERP 系统，实现了企业各职能部门与生产车间、销售中心、仓库、

经销商之间的信息流、票据流和物流信息的实时沟通，同时能够

快速响应客户的“个性化”定制需求，有效地安排“产、供、销”

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缩短了交货周期。为了体现顾客

价值的最大化，公司还与三维家软件公司合作，成功推出了空间

体验系统软件。

4、公司生产的产品覆盖了目前市场上流行、畅销的花式品种；

产品具有致密度高、吸水率低、光泽度高、耐磨防污等特点，图

案设计前卫、风格迥异、清新动感。釉面砖产品采用高级釉料，

釉面晶莹亮丽、光滑如镜；先进的意大利西斯特姆喷墨打印机和

精细的磨边工艺使产品图案清晰、纹理细腻，尺码准确划一，边

角工整，具有密缝铺贴的独特效果，成为行业内高级釉面砖的强

势企业之一。广场砖凭借质感自然、耐压耐磨、功能广泛、品种

多样等优势盛誉业界，样板工程遍及全国各地，如上海世博园、

广州亚运村、北京奥运村、国家大剧院、北京王府井大街、三亚

美丽之冠等大型工程，为企业树立了良好的口碑，赢得了市场的

认可与赞誉。

5、公司以客户为中心，建立起完善的市场营销网络及售后

服务体系，产品实行“三包”与全程服务，以满意服务提升产品

价值。公司成立了营销中心及客户服务部，在细分市场的营销策

略中不断加强客户关系的精细化管理，加大终端形象店建设、广

告宣传和销售拓展的支持力度，定期开展市场调查与客户满意度

调查，不断改进营销管理和开发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多年保持产

销两旺的良性循环。                                              

BRAND 
INTRODUCTION
宏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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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倡导节能、环保理念，先后投入巨资对固体废弃物

回收利用、污水循环再用、原料喷雾塔脱流、冲压成型自动吸尘、

窑炉尾气回收脱流等环保项目进行改造、提升，已实现废水零排

入，废气排放连年达标。公司对节能技改项目高度重视，制定一

系列能源管理制度，从能源采购到能源最终消耗实行全过程管理，

圆满完成节能目标责任。公司已被认定为“广东省清洁生产企业”。

二、开拓国际市场

公司在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注重国际

市场的开发，积极参加了“广交会”、“陶博会”、“陶瓷工业展”、“巴

西建材展”、“印度瓷砖展”等国际高端展会。产品远销东南亚、

大洋洲、非洲、中东、美洲、欧洲等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形成了大区域性国际市场营销网络，并且保持了外商无质量投诉、

无退货的良好记录，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良好的口碑。

为跟踪应对国际技术性贸易壁垒，公司成立了由总经理负责

的工作小组，建立了工作制度，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对各种

与技术性贸易壁垒有关的信息保持高度敏感性 , 时刻紧密跟踪相

关新动态；其次，加强内部管理，生产符合国际技术标准的先进

产品，预防和避免贸易争端的发生；第三，积极进行国际认证，

并将这些管理标准与企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制度上保证产

品的质量品质和环保品质，使企业赢得环境优势；第四，继续加

大创新力度，不断开发出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的产品，主动应对

国际市场的挑战。

三、新产品研发及技术创新

目前，公司拥有专利 200 多项，其中发明专利 56 项；拥有

30 项通过了权威鉴定的科技创新成果，其中《高清三维胶辊印

刷技术及凹凸釉面砖开发》通过了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组织的科

技成果鉴定，这项成果以简单的方法解决了复杂的立体釉面装饰

的世界性难题，成功破解了国外对瓷砖凹凸面立体印刷技术的垄

断，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此外《隐形光学浮雕技术及光学浮

雕幻影釉面砖》通过了广东省经贸委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超

耐磨高硬度全抛釉制备技术及产品开发》、《高温大红釉制备

技术及其在釉面砖产品装饰中的应用》通过了广东省科技厅组织

的科技成果鉴定达国际先进水平…公司参加了国标 GB/T35153-

2017《防滑陶瓷砖砖》的制修订工作。

四、产品质量及质量管理

公司具备各种先进的质量检测仪器和完善的检测手段，全面

实施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和生产现场“6S”管理法，

追求产品生产质量“零缺陷”；对影响产品质量的各个环节，引

入“质量看版”控制模式，确保影响产品质量的技术、管理和人

员等因素处于“在线”与“细节”受控状态。公司还创立并运用

与供应商、客户共同参与的“质量链”管理法，实现了供应链环

境下的全程质量控制模式。

五、标准研制 

公司一直积极关注和参与有关国家标准的起草、讨论、制定

工作，使企业率先严格贯彻执行国家和行业标准要求。参加了

GB/T35153-2017《防滑陶瓷砖》等多项国际标准的起草、制定

工作 , 受到了国家相关标委会的好评。

六、人才队伍建设

公司的人才观是：不仅体现于人才培训制度的建立，也包括

学习型团队的建设，学习型企业氛围的形成。公司已建立起完善

的人才开发、培训体系，完善了培训考核制度；通过岗前培训、

技术培训、现场培训及外请专家培训等形式的实施，已造就了一

支高素质的涵盖研究开发、生产技术、业务管理和品牌营销的专

业性与综合型人才队伍，形成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公司从车间

主任到部门经理，均为大专以上学历，且从事陶瓷行业工作多年，

极具经验。这支高素质的队伍，成为了我公司发展壮大、实施名

牌战略的中坚力量。

七、善行回馈社会

公司多年来一直不忘以善行善举回馈社会为己任，热衷于公

益事业、公益活动，捐资助学，抗震救灾，设奖助学金等慈善活动，

用实际行动感恩社会，回馈社会。如 2008 年向清远市华侨中学

植树捐款 20 万元；2010 年向清远源潭镇支持办公经费 30 万元；

2010 年向清远市清城区民政局扶贫济困捐款 50 万元；通过清远

市红十字会向青海省玉树地震灾区捐款 18 万元等。如此每一次

的爱心举动都是宏威公司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重要体现。

经过 18 年的高速发展，如今的宏威公司已成为经营实力雄

厚、产品规格配套齐全、研发设施完善及手段先进、产品创新能

力显著、生产质量稳定、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健全、品牌形

象突出、出口创汇能力强、业内知名度高的大型建陶企业；企业

的运作有条不紊、高效、低成本，并以逐年递增速度驶入健康、

稳健、持续发展的轨道，跻身国际建陶大型企业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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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威尔斯陶瓷的十大理由

100万平米成品仓
一流的生产设备与规模

2000大型工程项目
口碑好  行业中名列前茅

AAA 绿色建材标识
节能环保  引领绿色建材

44 项发明专利
技术高  自主创新能力强

300 多花色品种
品类多、规格全  性价比卓越

TOP 10
REASONS TO CHOOSE VENIZEA

以实力革新技术

用品质定义时代 

意大利-卡罗比亚

西班牙-陶丽西

进口釉料  产品稳定的基础

6S 管理法
标准高  产品质量长期稳定

4 2项国家标准 项行业标准
国家标准制定企业  一流企业做标准

12 通道喷墨打印机
设备精  产品高品质

1000 家终端店
遍布全国的营销网络

选择威尔斯陶瓷的十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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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源于中国500W家庭的认可！

29
380

1000

500W+

省

市

营销网点

业主

信任

MUTUAL-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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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创建威尔斯品牌

2010
第二次被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评

为知名品牌

再次被认定为广东省著名商标

首家通过清洁生产企业审核

2001
率先推出800*800mm大规格产品

2011
高清三维胶辊技术成果达国际领先

水平

2002
抛光砖出口约旦，标志着威尔斯品

牌走向国际迈出了第一步

2012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高清三维胶辊技术荣获中国建材科技一

等奖

第三次被评为陶瓷行业知名品牌

超耐磨高硬度全抛釉技术成果达国际先

进水平

2003
《佛山国际展览中心》的威尔斯陶瓷营

销中心大楼隆重开业

2013
全国质量检验合格产品

再度被认定为广东省著名商标

高温大红釉技术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

被认定为企业信用评价 AAA 级信用企业

2004
首批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

2014
参与制定《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

国家标准

超耐磨高硬度全抛釉技术获全国建材技

术革新奖一等奖

高温大红基印花釉的研制技术成果达国

际先进水平

广东省名牌产品

标准化良好行为 AAAA 级企业

2005
大型生产基地宏威陶瓷有限公司在

清远建成投产

2020
天猫旗舰店上线运营

原石 5.0 全通体系列重磅上市

强势登陆潭州中陶产品展

2006
通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

2007
“威尔斯”被广东省著名商标委员会认

定为广东省著名商标

2008
威尔斯新营销总部御瓷宫在瓷海国

际盛世揭幕

2018
低放射性超白陶瓷砖技术成果达国际先

进水平

威尔斯所属集团董事长当选佛山市陶瓷

行业协会会长

相继在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广佛

等地开展大型终端营销升级活动

圣马可系列技术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

威势盛启 智创未来——威尔斯陶瓷V30

精英战略峰会

2009
“威尔斯”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

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2019
强势登陆潭州中陶产品展

V-LIFE 印象精彩绽放

首届“威风榜样 青春正茂”欧洲游学之旅

首创功能性技术“光波除甲醛”

2015
广东省名牌产品

全国用户满意产品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高光反射钻砂釉技术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

威尔斯大理石瓷质抛光砖技术成果达国际

领先水平

2016
登陆中央电视台 CCTV-1 和 CCTV-2

举办“道正致胜·智启新程”全国首届总裁

特训营

高温陶瓷大红墨水技术成果达国际领先水平

千珠幻彩釉面砖技术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

2017
全球新营销总部进驻

“我是销冠”全国店长蜕变营

威尔斯学院成立

高温金彩釉面砖技术成果达国际领先水平

全国黄金路段高铁广告上线

“柔光镜花釉面砖”项目荣获科技进步二等奖

品牌历程

BRAND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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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FICATION

01
资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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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威 - 营业执照副本 现用威尔斯商标 19 类 3220846

QUALIFICATION 资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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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合格证书

宏威 - 标准化 5A 企业

威尔斯 3220846 续展 2013.10.14-2023

建材产品放射性检验合格证

宏威 - 广东省清洁生产企业

宏威 - 参与行业标准制定证书（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

宏威 - 高新技术企业

宏威 - 绿色工厂评价证书

QUALIFICATION 资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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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威 - 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宏威 -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宏威 - 绿色建材
宏威 - 企业信用等级评价 AAA 级信用企业

绿色产品认证威尔斯（陶质砖）绿色产品认证威尔斯（瓷质砖）

宏威 - 中国绿色产品认证高温大红色墨水中国专利优秀奖

QUALIFICATION 资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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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威 - 低放射性超白陶瓷砖推广项目 宏威 - 广东高新技术产品用陶瓷废料制造的表面具有
石状光泽的釉面砖

宏威 - 仿古石瓷砖推广项目 宏威 - 喷墨渗花玉质抛光砖推广项目

宏威 - 耐磨防滑陶瓷地面砖推广项目 宏威 - 广东高新技术产品污泥渣制造镜面效果釉面砖

宏威 - 广东高新技术产品高仿真云多拉石抛光砖系列 技术领先产品

QUALIFICATION 资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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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威 - 质量管理认证

宏威 - 干压瓷质砖广东省采用国际标准产品
(2019-2024）

宏威 -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2019-2022）

VES 产品合格证 宏威 - 环境管理认证

宏威 - 干压陶质砖广东省采用国际标准产品
（2019-2024）

宏威 - 职业健康认证

QUALIFICATION 资质篇

宏威 - 企业标准领跑者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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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威 - 能源管理认证

宏威 - 能源管理认证

QUALIFICATION 资质篇

宏威 - 能源管理认证

宏威 -（高清三维）全国建材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宏威 -（柔光镜花釉面砖）全国建材行业技术革新奖二等奖宏威 -（喷墨渗花玉质抛光砖）全国建材行业技术革新奖
二等奖

宏威 -（高温大红基印花釉）中国建筑卫生陶瓷行业
创新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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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威 -（超耐磨高硬度）全国建材行业技术革新一等奖宏威 - 企业信用等级评价 AAA 级信用企业证书（2019-2022）

宏威 -（高清三维）广东省科技奖三等奖 宏威 -“峡谷熔岩”瓷质抛光砖全国建材行业技术革新奖三等奖

QUALIFICATION 资质篇

宏威 -（一辊多色）建筑材料科学技术二等奖

宏威 - 高光反射“钻砂釉”全国建材行业技术革新奖二等奖

宏威 -（一辊多色）广东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宏威 -( 微粉多彩）全国建材行业技术革新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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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 ：一种瓷质抛光砖及其生产方法与生产线 发明专利 ：千珠幻彩釉面砖的釉、砖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表面具有防滑效果的资源节约型有釉陶瓷
砖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表面如实木素板效果的环境友好型有
釉陶瓷砖及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陶瓷装饰用高温大红色喷墨墨水和制备方
法及其应用

发明专利 ：抛光砖的微粉雕刻布料方法及装置

发明专利 ：一直高温金彩釉面砖的釉、砖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一种国旗大红色釉面砖的配方及其制备方法

QUALIFICATION 资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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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 ：一种煤气净化系统的初级过滤器 发明专利 ：一种能同时淋多种釉种的钟罩式淋釉装置

发明专利 ：一种钟罩淋釉的平流装置和钟罩淋釉器 发明专利 ：一种自动间歇性泵送花釉装置

发明专利 ：一种恒温釉缸 发明专利 ：用陶瓷废物制造的表面如碎钻砂闪烁星光
的釉面砖及制备

发明专利 ：一种用于多工件的排列输送装置 发明专利 ：酚水的余热回收及气味去除处理系统

QUALIFICATION 资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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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 ：高温大红色印花釉和制备方法及其釉面砖
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一种改良的煤气炉人孔堵头及使用该人孔
堵头的煤气炉

发明专利 ：煤气炉余热利用酚水水里系统 发明专利 ：煤气生产用油洗涤冷却器的改良结构

发明专利 ：浮雕幻影釉面砖的釉及制备 发明专利 ：陶瓷固体废弃物的分类收集方法及其在瓷
砖生产中的循环利用

发明专利 ：用污泥渣制造的表面有镜面效果的釉面砖
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自动循环回收利用干粒釉料装置

QUALIFICATION 资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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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02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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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纹

大理石纹

木纹

几何

布纹

植物

奢石

连纹

水泥

其他

纹
理

1800mm×900mm

1500mm×750mm

1200mm×600mm

900mm×150mm

800mm×800mm

800mm×400mm

400mm×400mm

300mm×300mm

800mm×300mm

600mm×600mm

600mm×300mm

规
格

客厅

3CM

餐厅

6CM

卧室

18CM

厨房

常规

书房

卫生间

阳台

背景墙

工程

应
用
空
间

厚
度

现代简约

新中式

简欧风

田园风

北欧风

地中海

轻奢风

工业风

风
格

岩板

大理石系列

原石系列

瓷抛砖

通体珍石系列大理石瓷砖

贡多拉系列现代仿古砖

哑光

圣马可系列木纹砖

亮光

健康生态砖系列厨卫瓷砖

石材光

柔光大理石系列

现代仿古砖系列

缎光釉系列

臻木系列

玉灵璧釉面砖系列

瓷质抛光砖系列

端景砖

柔光

布拉诺系列

大地系列

岩板岩板

瓷抛砖

木纹砖

厨卫瓷砖

抛光砖

品
类

系
列

暖色（红、黄、橙、
棕、彩）

冷色（蓝、紫）

中性色（黑、白、灰）

色
系

表
面
效
果

大
理
石
瓷
砖

现
代
仿
古
砖

QUALIFICATION 资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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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产品篇

砖体更玻化耐磨；

引进意大利美高有机高分子数字墨水，独特内发色原理，1:1 深层

次复制珍稀大理石材纹理。

采用骨瓷制造工艺，加入优质高岭土和石英等，形成高强度的网

状玻璃相莫来石晶体，莫氏硬度 7；

运用纳米硬抛技术，砖面 60°柔光玉质效果，玉润通透。

原石
感其心·悦于形

MARBLE

运用多维通体布料技术与六
色立体渗花工艺

润 透 白

润  超精细抛光打磨，60°柔光玉质效果，

触感温润，舒适视觉感受。

透   独家工艺形成玉石类结构毡状晶体，

全瓷透光。

白   精选高白度华南矿区优质高岭土烧

制成形，通体洁白。



 PAGE  | 039 |  PAGE  | 040 | 

VPAC26312 路易斯

规格 :600x1200mm

VPAC26508 艾米拉白

规格 :600x1200mm

VPAC226605 卡地亚白

规格 :600x1200mm

VPAC26318 印象米黄

规格 :600x1200mm

VPAC26316 伊朗白

规格 :600x1200mm

VPAC26315 利斯塔灰

规格 :600x1200mm

VPAC26313 莫迪兰灰

规格 :600x1200mm

VPAC26509 海伦灰

规格 :600x1200mm

VPAC26128 莱茵灰

规格 :600x1200mm

VPAC26127 奥斯曼灰

规格 :600x1200mm

VPACM26506 维纳斯灰

规格 :600x1200mm

VPAC26131 顶级梅西灰

规格 :600x1200mm

VPAC26310 路兰西灰

规格 :600x1200mm

VPAC26311 宾利灰

规格 :600x1200mm

VPAC26309 达芬奇米灰

规格 :600x1200mm

VPACM26505 凯特米黄

规格 :600x1200mm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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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AC80507 安德森灰

规格 :800x800mm

VPAC80506 挪威森林

规格 :800x800mm

VPAC80505 奥维斯灰

规格 :800x800mm

VPAC80309 达芬奇米灰

规格 :800x800mm

VPAC280705 诺曼米灰

规格 :800x800mm

VPAC280701 卡拉卡塔

规格 :800x800mm

VPAC280708 伊丽莎白

规格 :800x800mm

VPAC280707 安娜米黄 

规格 :800x800mm

VPAC280703 诺曼米黄

规格 :800x800mm

VPAC80132 卡尚玫瑰

规格 :800x800mm

VPAC80128 莱茵灰

规格 :800x800mm

VPAC80127 奥斯曼灰  

规格 :800x800mm

VPAC80308 星空露娜灰

规格 :800x800mm

VPAC80306 粉玉

规格 :800x800mm

VPAC80303 土耳其灰

规格 :800x800mm

VPAC80131 顶级梅西灰   

规格 :800x800mm

VPAC80129 卡罗帝亚

规格 :800x800mm

VPAC80123 闪电灰

规格 :800x800mm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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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ACM80503 米娜米黄

规格 :800x800mm

VPACM80502 玛蒂尔达灰

规格 :800x800mm

VPACM80501 萨尔塔白

规格 :800x800mm

VPAC80121 安格纳灰

规格 :800x800mm

VPAC80120 卡博灰

规格 :800x800mm

VPAC80119 格兰斯灰

规格 :800x800mm

VPAC80118 凯悦灰

规格 :800x800mm

VPAC80107 帕斯高灰

规格 :800x800mm

VPAC80101 吉祥玉

规格 :800x800mm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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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系列

威尔斯“大地系列”，采用万吨超大型压机压制，一石多面，

灵活多变，从性能、光感、质感、效果上实现革命性突破，全

新技术，全新升级，只为真正懂石的人而设计，为大气而生。

1800×900mm 规格符合视觉习惯，2:1 是生命与生俱来的自

然比例，甚至是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巅峰力作所采用的比例，

完美匹配建筑模数。

黄金尺寸·以大为美

IN ORDER 
TOGREATLY 
BEAUTIFUL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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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KG1890013 摩洛哥

规格 :900x1800mm

VPKG1890012 摩洛哥

规格 :900x1800mm

VPKG1890015 路易斯灰 

规格 :900x1800mm

VPKG1890008 水墨印象

规格 :900x1800mm

VPKG1890004  纳米比亚灰

规格 :900x1800mm

VPKG1890011A 雅士白

规格 :900x1800mm

VPKG1890009 哥伦比亚黑

规格 :900x1800mm

VPKG1890018 云灰玉

规格 :900x1800mm

VPKG1890020 意大利鱼肚白

规格 :900x1800mm

VPKG1890020 炫级蓝星

规格 :900x1800mm

VPKG1890022 波西塔诺

规格 :900x1800mm

VPKG1890021 卡特尔金

规格 :900x1800mm

VPKG1890019 蒂奇灰

规格 :900x1800mm

VPKG1890017 奥罗拉灰

规格 :900x1800mm

VPKG1890016 鹰娜白 

规格 :900x1800mm

VPKG1890014 炫彩白玉

规格 :900x1800mm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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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KG1890001 圣德兰砂岩 A

规格 :900x1800mm

VKG1890002 圣德兰砂岩 B

规格 :900x1800mm

VKG1890003 珍妮灰

规格 :900x1800mm

VKG1890004 橡木 

规格 :900x1800mm

VPKG1890002 卡拉卡特金

规格 :900x1800mm

VPKG1890001 玉罗兰

规格 :900x1800mm

VPKG1890011B 雅士白

规格 :900x1800mm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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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诺系列

以五颜六色充满童话色彩的房子而著称，人们称它为“彩色岛”。威

尔斯设计师漫步其中，被这里绚烂却又恬静的风光景色所震撼，他们

汲取布拉诺建筑的色彩与美学灵感，兼具 750X1500MM 黄金规格与高

效降解甲醛功能，匠心推出“布拉诺系列”。

黄金规格·自然生活

THE BURANO 
SERIEST H E  

N A T U R A L  
L I F E

意大利威尼斯布拉诺岛

高效降解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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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GM157021 杏云灰

规格 :750x1500mm

VPGM157022 德玛西亚灰

规格 :750x1500mm

VPGM157034 艾米拉米黄

规格 :750x1500mm

VPGM157029 波西塔诺

规格 :750x1500mm

VYGMW157001 海蓝之心

规格 :750x1500mm

VYGMW157003 卡迪娜灰

规格 :750x1500mm

VPGM157031 意大利砂岩

规格 :750x1500mm

VPGM157032A 拿破仑黑

规格 :750x1500mm

VPGM157028 帕伦克灰

规格 :750x1500mm

VPGM157035 米尔迪兰

规格 :750x1500mm

VPGM157036 天空灰

规格 :750x1500mm

VPGM157037 银狐石

规格 :750x1500mm

VPGM157038 赛尔西灰

规格 :750x1500mm

VPGM157039  奥罗利亚

规格 :750x1500mm

VPG157270(A-F) 西双版纳

规格 :750x1500mm

VPGW157269 窗外

规格 :750x1500mm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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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G157263 奥斯玎灰

规格 :750x1500mm

VPG157266 锡耶纳

规格 :750x1500mm

VPG157264 塞西亚浅灰

规格 :750x1500mm

VPG157256 四季绿洲

规格 :750x1500mm

VPG157258(A-F) 潘多拉

规格 :750x1500mm

VPG157251 雪域白

规格 :750x1500mm

VPGW157245 冷翡翠

规格 :750x1500mm

VYGW157036 水墨丹青

规格 :750x1500mm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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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心打造皇家品质的经典瓷砖。贡多拉系列，流畅优雅的线条，
精致纤长的身形，是恰到好处的黄金比例。即使是小户型也能
有大作为，实现家装高级感。

贡多拉系列
黄金比例·装修必选

威尔斯人融合东西方文化
与技艺的精髓

GONDOLA SERIES
T H E  
G O L D E N  
R A T I O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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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G26254 轻纱鱼肚白

规格 :600x1200mm

VPG26253 意大利砂岩

规格 :600x1200mm

VPG26252 斯卡纳灰

规格 :600x1200mm

VPG26246 安德里卡灰

规格 :600x1200mm

VPG26243 星辰米黄 

规格 :600x1200mm

VPG26233 意大利灰

规格 :600x1200mm

VPG26234 意大利灰

规格 :600x1200mm

VPG26224 西可可灰 

规格 :600x1200mm

VPG26268 天空灰

规格 :600x1200mm

VPG26266 锡耶纳

规格 :600x1200mm

VPG26264 塞西亚浅灰

规格 :600x1200mm

VPG26263 奥斯玎灰

规格 :600x1200mm

VPG26259 黑白根

规格 :600x1200mm

VPG26257 米尔迪兰

规格 :600x1200mm

VPG26255 星白

规格 :600x1200mm

VPG26265 塞西亚

规格 :600x1200mm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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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G26193 哥伦比亚黑

规格 :600x1200mm

VPG26177 顶级白玉兰

规格 :600x1200mm

VPG26170 皇家金啡

规格 :600x1200mm

VPG26169 漫花蝶舞

规格 :600x1200mm

VPG26212 银星白

规格 :600x1200mm

VPG26202 纳米比亚灰

规格 :600x1200mm

VPG26220 艾尔兰砂岩

规格 :600x1200mm

VPG26222 威尼斯白  

规格 :600x1200mm

VPG26201 雅铂灰

规格 :600x1200mm

VPG26194 达曼灰

规格 :600x1200mm

VPG26227 凯悦玫瑰

规格 :600x1200mm

VPG26223 格尔曼灰

规格 :600x1200mm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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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体珍石系列

THE VALUABLE 
STONE

源于石而胜于石

结合建筑美学与纯熟的工艺技术；运用高新技术，产品坯釉
相融，表里如一，砖体质感由内到外完美呈现，石材纹理清
晰自然，历久弥新，坚硬耐磨，源于石而胜于石。

以巧夺天工的原生石材为蓝
本进行灵感创作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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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GM80001 皇家琥珀

规格 :800x800mm

VPGM80014 卡特灰 

规格 :800x800mm

VPGM80017 洱海

规格 :800x800mm

VPGM80005 阿曼米黄

规格 :800x800mm

VPGM80018 古斯塔 A

规格 :800x800mm

VPGM80016 霓虹灰

规格 :800x800mm

VPGM80011 比萨灰

规格 :800x800mm

VPGM80019 雅丹灰

规格 :800x800mm

VPGM80020 凯撒灰

规格 :800x800mm

VPGM80033 卡布奇诺

规格 :800x800mm

VPGM80027 莱斯特中灰

规格 :800x800mm

VPGM80030 意大利灰

规格 :800x800mm

VPGM26025  艾尔兰砂岩

规格 :600x1200mm

VPGM26026 郎古斯灰

规格 :600x1200mm

VPGM26021 杏云灰

规格 :600x1200mm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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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产品篇

生动逼真的纹理效果，搭配飘逸灵动的线条图案，铺贴效果完全可媲美天然

石材，超硬耐磨，是各种高档装修场所的首选。威尔斯大理石系列，产品釉

面莫氏硬度 6，耐磨度高达 6000 转，4 级，项目经广东省科学技术厅组织的

专家组鉴定达“国际先进水平”！

大理石系列
超耐磨·硬道理

设计灵感源自珍贵的天然石材

Z H E N
S T O N
E S E R
I E S -

VPG80239 卡尔维灰

规格 :800x800mm

VPG80238 德玛西亚灰

规格 :800x800mm

VPG80237 闪电星辰灰

规格 :800x800mm

VPG80236 德玛西亚灰

规格 :800x800mm

VPG80233 意大利灰

规格 :800x800mm

VPG80231 杏云米黄

规格 :800x800mm

VPG80230 杏云灰 

规格 :800x800mm

VPG80229 达曼灰

规格 :800x800mm

VPG80221 卡迪兰灰

规格 :800x8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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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G80264 塞西亚浅灰

规格 :800x800mm

VPG80262 多米尼加

规格 :800x800mm

VPG80261 雅迪米黄

规格 :800x800mm

VPG80260 爵士白

规格 :800x800mm

VPG80252 斯卡纳灰

规格 :800x800mm

VPG80250 顶级梅西灰

规格 :800x800mm

VPG80249 海陵灰

规格 :800x800mm

VPG80248 莱斯特灰

规格 :800x800mm

VPG80247 幻影白

规格 :800x800mm

VPG80198 特级黑金花

规格 :800x800mm

VPG80205 蒂诺米白

规格 :800x800mm

VPG80193 哥伦比亚黑

规格 :800x800mm

VPG80197 塔露斯

规格 :800x800mm

VPG80195 卡娜闪电灰

规格 :800x800mm

VPG80194 达曼灰

规格 :800x800mm

VPG80191 纳米比亚灰

规格 :800x800mm

VPG80190 云灰石

规格 :800x800mm

VPG80186 卡地亚米黄

规格 :800x800mm

product 产品篇



 PAGE  | 071 |  PAGE  | 072 | 

VPG80182 星辰灰

规格 :800x800mm

VPG80177 顶级白玉兰

规格 :800x800mm

VPG80171 卡拉拉

规格 :800x800mm

VPG80140 露娜灰

规格 :800x800mm

VPG80156 金镶玉

规格 :800x800mm

VPG90267 波西塔诺

规格 :900x900mm

VPG90241 莎士灰

规格 :900x900mm

VPG90246 安德里卡

规格 :900x900mm

VPG90240 尼可斯灰 

规格 :900x900mm

VPG90197 塔露斯

规格 :900x900mm

VPG90215 卡娜白

规格 :900x900mm

VPG90177 顶级白玉兰

规格 :900x900mm

VPG90190 云灰石

规格 :900x900mm

VPG90226  宝格丽

规格 :900x900mm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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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马可系列

意大利原版设计，清晰提取原生的岩石肌理，叠加水
晶粒子和柔抛工艺，触感彷如欧洲教堂前历经岁月磨
砺的石头，凹凸起伏，自然石头般细腻真实。

时光之礼 ·质感之美

ST. MARK
SERIES

威尔斯陶瓷与意大利顶级研发公司紧密合作，

VYG60014 米兰洞石

规格 :600x600mm

VYG80024 格尔曼黄

规格 :800x800mm

VYG60018 安纳西红

规格 :600x600mm

VYG60016 米兰洞石

规格 :600x600mm

VYG80025 洛斯红

规格 :800x800mm

VYG60013 卡拉拉

规格 :600x600mm

VYG80023 米兰灰 

规格 :800x800mm

VYG60015 羊脂玉

规格 :600x600mm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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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N GLAZE

天然石材的自然质感，珍贵绸缎的柔顺丝滑触感，硬朗与柔雅刚柔

并济，让生活与自然融合，缎造好石光！

现代石光 原石质感

柔光护眼 舒适放松

纳米防护 耐磨抗污

缎光釉系列
缎造好时光

威尔斯产品设计师取材于自然，完美复

原高端名贵石材，天然而生
VG80102  安德里灰

规格 :800x800mm

VG80105  德尔顿灰

规格 :800x800mm

VG80104  德尔顿

规格 :800x800mm

VG80116  托马斯灰

规格 :800x800mm

VG80140 特拉尼

规格 :800x800mm

VG80142 奥斯玎灰

规格 :800x800mm

VG80108 安德里

规格 :800x800mm

VG80141 澳尔卡灰

规格 :800x800mm

VG80100 玛雅灰

规格 :800x800mm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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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意大利 3D 喷墨技术，色彩更加丰满逼真，过渡

更加顺畅柔和，高温环境下发色更纯正，质感更纯粹。

威尔斯采用专用釉料，1230℃高温慢烧，在高温环境

下坯体气孔融合更完全；超强压机压坯，坯体高致密，

高硬度，抗污耐磨易清洁。

现代仿古
质感生活的美学

MODERN ARCHAIZE 
BRICK

古朴的记忆糅合先进影像喷墨工

艺，成为现代空间的概念诠释 VG60131 威尼石浅灰

规格 :600x600mm

VG60113 千金榆

规格 :600x600mm

VG60109 凡赛尔石

规格 :600x600mm

VG60132 威尼石深灰

规格 :600x600mm

VG60114 千金榆

规格 :600x600mm

VG60079 印第安灰

规格 :600x600mm

VG60110 凡赛尔

规格 :600x600mm

VG60115 雾灵落叶松

规格 :600x600mm

VG60111 凡赛尔石

规格 :600x600mm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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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60077 印象米兰

规格 :600x600mm

VG60006 金年华

规格 :600x600mm

VG60139 流云岩灰

规格 :600x600mm

VG60137 流云岩米黄

规格 :600x600mm

VG60138 流云岩浅灰

规格 :600x600mm

VG60059 梦幻灰

规格 :600x600mm

VG60062 梦幻灰

规格 :600x600mm

VG60078 印象米兰

规格 :600x600mm

VG26119 克罗尼石

规格 :600x1200mm

VG26134 印迹

规格 :600x1200mm

VG26133 印迹

规格 :600x1200mm

VG26136 梅里达

规格 :600x1200mm

VG26135 梅里达

规格 :600x1200mm

VG26091P 晶钻水磨石

规格 :600x1200mm

VG26077 印象米兰

规格 :600x1200mm

VG26078 印象米兰

规格 :600x1200mm

product 产品篇



 PAGE  | 081 |  PAGE  | 082 | 

VG26123 特尔灰

规格 :600x1200mm

VG26122 特尔灰

规格 :600x1200mm

VG26128 千金榆

规格 :600x1200mm

VG26126 柚木

规格 :600x1200mm

VG26129 橡木

规格 :600x1200mm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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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陶瓷“臻木”系列运用现代 3D 喷墨打印技术，清晰还原了百年名木的

木材剖面，脉络清晰，自然凹凸；纹理顺畅，细腻生动，原木质感。还原大自

然原始的归属感，品味原木生活的自然情趣。

臻木系列
田园牧歌·赏心悦木

DELIGHTFUL 
WOOD 
SERIES

VCG915001 雾灵落叶松

规格 :150x900mm

VCG915003 雾灵落叶松

规格 :150x900mm

VCG915009 千金榆

规格 :150x900mm

VCG915006 经典橡木

规格 :150x900mm

VCG915007 印象金楠

规格 :150x900mm

VCG915008 印象金楠

规格 :150x900mm

VCG915010 千金榆

规格 :150x900mm

VCG915012 皇家柚木

规格 :150x900mm

VCG915013 皇家柚木

规格 :150x900mm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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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意大利高档面釉，颜色自然协调，釉面细腻均匀，耐磨防滑。采用先进纳米防

污技术，让砖面触觉柔和，高效防污，易清洁打理，抗污力强。采用先进机械设备

与人工检测两大关卡，尺寸平整准确，边角完美 90°，易施工铺贴。

玉灵璧釉面砖
喜爱她空间

JADE LINGBI 
GLAZED TILES

2-1D60832-9
规格 :300x600mm

2-1R30832
规格 :300x300mm

规格 :300x600mm
2-1D60832-9-J1

1A60847-9 2-1R30847
规格 :300x600mm 规格 :300x300mm

1A60847-9-K1B
规格 :300x600mm

1A60847-9-K1B
规格 :300x600mm

2-1R308151A60815-9
规格 :300x600mm 规格 :300x300mm

1A60815-9-J1
规格 :300x600mm

1A60815-9-K1B
规格 :300x600mm

1A60815-9-K1B
规格 :300x600mm

1A60817-9 2-1R30817
规格 :300x600mm 规格 :300x300mm

1A60817-9-J1
规格 :300x600mm

size:300x600mm

1A60846-9
规格 :300x600mm

1A60846-9-J1
规格 :300x600mm

2-1R30762
规格 :300x300mm

1A60830-9 2-1B30831
规格 :300x600mm 规格 :300x300mm

1A60830-9-J1 2-1R30830
规格 :300x600mm 规格 :300x300mm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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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60793 2-1R30793
规格 :300x600mm 规格 :300x300mm

1A60793-J1
规格 :300x600mm

2-1D60696 2-1R30695
规格 :300x600mm 规格 :300x300mm

2-1D60695
规格 :300x600mm

2-1D60695-J1
规格 :300x600mm

1A60840 2-1R30839
规格 :300x600mm 规格 :300x300mm

1A60839
规格 :300x600mm

1A60840-J1
规格 :300x600mm

1E60661 2-1R30660
规格 :300x600mm 规格 :300x300mm

2-1E60660
规格 :300x600mm

1E60661-J1
规格 :300x600mm

1E60715
规格 :300x600mm

1E60715-J1
规格 :300x600mm

2-1R30328
规格 :300x300mm

size:300x600mm

1A60836 2-1R30836
规格 :300x600mm 规格 :300x300mm

1A60836-K1B
规格 :300x600mm

1A60836-K2B
规格 :300x600mm

1A60836-K1B
规格 :300x600mm

1A60836-K2B
规格 :300x600mm

1A60848 2-1R30848
规格 :300x600mm 规格 :300x300mm

1A60848-K1D

规格 :300x600mm

1A60848-K1D
规格 :300x600mm

1A60848-K1D
规格 :300x600mm

1A60848-K1D
规格 :300x600mm

size:300x600mm

1A60829 2-1R30829
规格 :300x600mm 规格 :300x300mm

1A60829-J1
规格 :300x600mm

2-1D60858 2-1R30858
规格 :300x600mm 规格 :300x300mm

2-1D60858-K1D
规格 :300x600mm

2-1D60858-K1D
规格 :300x600mm

2-1D60858-K1D
规格 :300x600mm

2-1D60858-K1D
规格 :300x600mm

1E60717
规格 :300x600mm

2-1R30716
规格 :300x300mm

2-1E60716
规格 :300x6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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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60849-K1B
规格 :300x600mm

1A60849-K1B
规格 :300x600mm

1A60849
规格 :300x600mm

2-1R30849
规格 :300x300mm

size:300x600mm

1A60819
规格 :300x600mm

1A60819-J3
规格 :300x600mm

1A60819-J1
规格 :300x600mm

1A60819-J2
规格 :300x600mm

规格 :300x600mm

2-1B60635 3-1R30633
规格 :300x600mm 规格 :300x300mm

D-1B60633-J1

D-1B60633
规格 :300x600mm

2-1B60635-J1
规格 :300x600mm

2-1R60789
规格 :300x600mm

1A60838-J1
规格 :300x600mm

1A60838 2-1R30838
规格 :300x600mm 规格 :300x300mm

3-1B60020
规格 :300x600mm

2-1R30018
规格 :300x300mm

1A60762
规格 :300x600mm

2-1R30762
规格 :300x300mm

2-1R30762
规格 :300x300mm

1A60760 2-1R30759
规格 :300x600mm 规格 :300x300mm

2-1B60759
规格 :300x600mm

2-1D60859 2-1R30859
规格 :300x600mm 规格 :300x300mm

2-1D60860
规格 :300x600mm

2-1D60860-J1
规格 :300x600mm

VP-1D60857 2-1R30857
规格 :300x600mm 规格 :300x300mm

VP-1D60857-K1B
规格 :300x600mm

VP-1D60857-K1B
规格 :300x600mm

2-1R60792
规格 :300x600mm

2-1B60791 2-1R30792
规格 :300x600mm 规格 :300x300mm

2-1D60860-J1
规格 :300x600mm

size:300x600mm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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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60843 2-1R30842
规格 :300x600mm 规格 :300x300mm

1A60843-K1B
规格 :300x600mm

1A60843-K2B
规格 :300x600mm

1A60842
规格 :300x600mm

1A60843-K1B
规格 :300x600mm

1A60843-K2B
规格 :300x600mm

1A60813
规格 :300x600mm

1A60813-K1B
规格 :300x600mm

1A60812
规格 :300x600mm

1A60813-K1B
规格 :300x600mm

2-1R30812
规格 :300x300mm

2-1D60821
规格 :300x600mm

2-1D60820
规格 :300x600mm

2-1R30820
规格 :300x300mm

2-1D60821-K1B
规格 :300x600mm

2-1D60821-K1B
规格 :300x600mm

size:300x600mm

1A83826

规格 :300x800mm

1A83826-K1B

规格 :300x800mm

1A83826-K1B

规格 :300x800mm

2-1R40826

规格 400x400mm

1A83822

规格 :300x800mm

1A83822-K1B

规格 :300x800mm

1A83822-K1B

规格 :300x800mm

2-1R40822

规格 400x400mm

1A83833

规格 :300x800mm

1A83833-J1

规格 :300x800mm

1A83833-J2

规格 :300x800mm

1A83833-K1B

规格 :300x800mm

1A83833-K1B

规格 :300x800mm

2-1R40833

规格 400x400mm

size:300x8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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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83837

规格 :300x800mm

2-1D83861

规格 :300x800mm

1A83837-K1B

规格 :300x800mm

2-1D83865

规格 :300x800mm

1A83837-K1B

规格 :300x800mm

2-1R40837

规格 400x400mm

1A83823

规格 :300x800mm

1A83825-J1

规格 :300x800mm

2-1D83866

规格 :300x800mm

1A83825

规格 :300x800mm

2-1D83862

规格 :300x800mm

2-1R40823

规格 400x400mm

3-1D83835

规格 :300x800mm

2-1D83863

规格 :300x800mm

3-1D83835-J1

规格 :300x800mm

2-1D83866-J1

规格 :300x800mm

2-1R40835

规格 400x400mm

size:300x800mm size:400x800mm

1A80841

规格 :400x800mm

1A80841-J1

规格 :400x800mm

1A80841-K1B

规格 :400x800mm

1A80841-K1B

规格 :400x800mm

1A80851

规格 :400x800mm

2-1R40851

规格 400x400mm

1A80788

规格 :400x800mm

K-1B80675

规格 :400x800mm

1A80786

规格 :400x800mm
2-1R30786

规格 300x300mm

2-1B80787

规格 :400x800mm

2-1R30787

规格 300x300mm

2-1R30762
规格 :300x300mm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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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瓷质抛光砖，精选优质原料，自主创新配

方，砖体洁白亮丽，色彩纯正明艳。运用先进设备，

多次磨边，尺码准，色差小，规整大方，铺贴方

便快捷。窑炉高温慢烧，砖体完全玻化，精抛细磨，

坚硬耐磨，抗污易洁。

瓷质抛光砖
天生白·易出色

PORCELAIN 
POLISHED 
TILES VPK8001

规格 :800x800mm

VPOKR8001

规格 :800x800mm

PS8000

规格 :800x800mm

VPK8003

规格 :800x800mm

VPOK8001

规格 :800x800mm

VPK8002

规格 :800x800mm

VPOKR8003

规格 :800x800mm

VPOK8003

规格 :800x800mm

PS8001

规格 :800x8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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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8009

规格 :800x800mm

VPVL8007

规格 :800x800mm

VPLG8009

规格 :800x800mm

VPLG8001

规格 :800x800mm

VPN8003

规格 :800x800mm

VPVT8001

规格 :800x800mm

VPVT8007

规格 :800x800mm

VPVB28000

规格 :800x800mm

VPW8001

规格 :800x800mm

VPVT8009

规格 :800x800mm

VPVL8003

规格 :800x800mm

VPN8001

规格 :800x800mm

VPVT8018

规格 :800x800mm

VPW8003

规格 :800x8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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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OKR6001

规格 :600x600mm

VPOK6003

规格 :600x600mm

VPK6002

规格 :600x600mm

VPOKR6003

规格 :600x600mm

VPK6003

规格 :600x600mm

VPLG6001

规格 :600x600mm

VPOK6001

规格 :600x600mm

VPK6001

规格 :600x600mm

VPLG6009

规格 :600x600mm

VPVB26000

规格 :600x600mm

VPLG6005

规格 :600x600mm

VPW6001

规格 :600x600mm

VPN6001

规格 :600x600mm

VPW6007

规格 :600x600mm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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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报告
VES 原石瓷抛砖 1200x600x11mm VES 原石瓷抛砖 800x800x10.8mm

product 产品篇



 PAGE  | 103 |  PAGE  | 104 | 

检验报告
VES 全抛釉 1800x900x12mm VES 全抛釉 1500x750x11mm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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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 全抛釉 1200x600x11mm VES 全抛釉 800x800x10.5mm

检验报告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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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 抛光砖 800x800x10.5mm VES 抛光砖 600x600x9.8mm

检验报告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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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 釉面砖 300x600x10.0mm VES 釉面砖 300x300x9.5mm

检验报告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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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设备清单 生产设备清单
设备名称 设备名称规格 / 型号 规格 / 型号生产厂商 生产厂商

萨克米、意大利

莱斯、德国

西斯特姆、意大利

快达平、西班牙

西斯特姆、意大利

佛山豪盛

佛山豪盛

佛山盛智华陶机

佛山弼塘

咸阳科力

佛山精研机电

顺德科林达

佛山星源机械厂

佛山伟峰机械设备

杨叶春工程队

杨叶春工程队

杭州兴龙泵业

深圳泉力电子经营部

佛山水泵厂

佛山三联机电

佛山伟声

巨石集尘机器厂

佛山豪盛

佛山三联机电

赛普飞特机械

东海科伦特

南海康英宝陶机

广东科达机电

广东科达机电

KATO

厦门工程机械

浙江杭叉

广东韶关韶瑞

山东淄博东能

湖南衡阳锅炉压力容器厂

深圳东震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华研工控设备

佛山华星鸿润

广东科达机电

佛山市高明利然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蓝天办公室设备店

高明利然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高明利然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PH7200 萨克米

1500T 莱斯

CREADIGIT

C3

600 ～ 1000mm

W3.8m/L120.96m

W2.6m/L258.64m

35m³

QMP3600 × 6780

YB200

KT500-30T/CA

KLDPL-001

XY-1200-1S

Φ600×1700×3

110 吨

5000 型

G70-2A

600 带

XA125/26

W0.95m/L200m

YH12ZP

JS9-40 型

346×60×188

W0.95m/L16.47m

BG1740-PH3590

DHA-1750

Φ380

MB800/12+2

GD800/4

HD820 Ⅱ

夏工 XG951

CPCD30N—W15A

PE400×1000

Φ3.2m

DZL2-1.25-A Ⅱ

JB-WX-DZ111B

ZLD-JL-2000

HXBMY-Φ820×53×13.3L/0.9

PJ800/20

SCX-IV-3.8

——

Φ5.2M×H11( 双塔 )

LFGM90-5

自动液压压砖机

自动液压压砖机

喷墨印花机

喷墨印花机

辊筒印花机

双层干燥窑

辊道窑炉

喂料机

球磨机

柱塞泵

动态全自动湿式除铁机

配料系统

圆形振动筛

滚筒筛

粉箱

喷雾干燥塔

单螺杆泵

皮带电子秤

离心泵

釉线

平板式印花机

全自动集尘器

窑炉控制温度表柜

压机横送线

双驱动二次布料系统

新概念布料系统

打粉机

磨边倒角机

刮平定厚机

钩机

铲车

叉车

颚式破碎机

煤气发生炉

燃煤蒸汽锅炉

气体报警控制系统

电脑计量系统

板框式压滤机

抛光机

湿式脱硫除尘装置

闭路监控系统

脱硫塔

布袋除尘器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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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控标准与国家标准的对比
釉面砖系列产品瓷质抛光砖系列产品

内控标准与国家标准的对比

序号 项目名称 国家标准
(GB/T4100-2015 附录 G) 内控要求

1 边长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
允许偏差 ±1.0mm ±0.5mm

2 厚度 ±0.5 mm ±0.5 mm

3 边直度 ±0.2%, 且≤ 1.5mm ±0.8 mm

4 直角度 ±0.2%, 且≤ 2.0mm ±0.8 mm

5 表面平整度

中心弯曲度 ±0.15%, 且≤ 2.0mm ±0.8 mm

边弯曲度 ±0.15%, 且≤ 2.0mm ±0.8 mm

翘曲度 ±0.15%, 且≤ 2.0mm ±0.8 mm

6 表面质量 至少 95% 的砖其主要区域
无明显缺陷

至少 98% 的砖其主要区域
无明显缺陷

7 吸水率 (%) 平均值：E ≤ 0.5        
单块值：E ≤ 0.6

平均值：≤ 0.1        
单块最大值：≤ 0.2

8 破坏强度 (N) 厚度≥ 7.5mm 时 ,      
平均值≥ 1300 平均值≥ 2000

9 断裂模数 (MPa) 平均值：≥ 35         
单块值：≥ 32 ≥ 35         

10 抛光砖光泽度 ≥ 55 ≥ 80

11 放射性（A 类）
外照射指数 Ir ≤ 1.3

内照射指数 IRa ≤ 1.0 内照射指数 IRa ≤ 0.9

外照射指数 Ir ≤ 1.3 外照射指数 Ir ≤ 1.2

序号 项目名称 国家标准
(GB/T4100-2015 附录 G) 内控要求

1 边长 相对于工作尺寸
的允许偏差 ±0.50%，最大 ±2.0mm -0.5 mm ～ +0.7 mm

2 厚度 ±0.5 mm ±0.5 mm

3 边直度 ±0.3%, 且≤ 1.5mm ±0.7 mm

4 中心弯曲度 -0.30% ~ +0.50% -0.1 % ~ +0.2 %

5 边弯曲度 -0.30% ~ +0.50% -0.1%~ +0.2%

6 表面质量 至少 95% 的砖其主要区域
无明显缺陷

至少 98% 的砖其主要区域
无明显缺陷

7 吸水率 (%) 平均值：10 ＜ E ＜ 20       
单块值：E ＞ 9 平均值：10 ＜ E ＜ 20

8 破坏强度 (N) 厚度≥ 7.5mm 时 ,     
平均值≥ 600 平均值≥ 700

9 断裂模数 (MPa) 平均值：≥ 15        
单块值：≥ 12 ≥ 15

10 抗热震性 经 10 次抗热震试验
不出现炸裂或裂纹 无炸裂和裂纹

11 抗釉裂性 经抗釉裂试验后，
釉面应无裂纹或剥落 无裂纹和剥落

12 放射性（A 类）
外照射指数 Ir ≤ 1.3

内照射指数 IRa ≤ 1.0 内照射指数 IRa ≤ 0.9

外照射指数 Ir ≤ 1.3 外照射指数 Ir ≤ 1.2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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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古砖系列产品

内控标准与国家标准的对比
全抛釉系列产品

内控标准与国家标准的对比

序号 项目名称 国家标准
(GB/T4100-2015 附录 G) 内控要求

1 边长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允许偏差 ±0.6%，且最大 2.0mm ±0.5 mm

2 厚度 ±0.5 mm ±0.5 mm

3 边直度 ±0.2%, 且≤ 1.5mm ±0.8 mm

4 直角度 ±0.2%, 且≤ 2.0mm ±0.8 mm

5 表面平
整度

中心弯曲度 ±0.15%, 且≤ 2.0mm ±0.8 mm

翘曲度 ±0.15%, 且≤ 2.0mm ±0.8 mm

边弯曲度 ±0.15%, 且≤ 2.0mm ±0.8 mm

6 表面质量 至少 95% 的砖其主要区域
无明显缺陷

至少 98% 的砖其主要区域
无明显缺陷

7 吸水率 (%) 平均值：E ≤ 0.5        
单块值：E ≤ 0.6

平均值：≤ 0.1        
单块最大值：≤ 0.2

8 破坏强度 (N) 厚度≥ 7.5mm 时 ,      
平均值≥ 1300 平均值≥ 2000

9 断裂模数 (MPa) 平均值：≥ 35         
单块值：≥ 32 ≥ 35         

10 抗热震性 经试验无炸裂或裂纹 无炸裂和裂纹

11 抗釉裂性 经试验无釉裂 无釉裂

12 放射性
（GB6566-2010  A 类）

内照射指数 IRa ≤ 1.0 内照射指数 IRa ≤ 0.9

外照射指数 Ir ≤ 1.3 内照射指数 Ir ≤ 1.2

序号 项目名称 国家标准
(GB/T4100-2015 附录 G) 内控要求

1 边长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允许偏差 ±0.6%，且最大 2.0mm ±0.5 mm

2 厚度 ±0.5 mm ±0.5 mm

3 边直度 ±0.2%, 且≤ 1.5mm ±0.8 mm

4 直角度 ±0.2%, 且≤ 2.0mm ±0.8 mm

5 表面平
整度

中心弯曲度 ±0.15%, 且≤ 2.0mm ±0.8 mm

翘曲度 ±0.15%, 且≤ 2.0mm ±0.8 mm

边弯曲度 ±0.15%, 且≤ 2.0mm ±0.8 mm

6 表面质量 至少 95% 的砖其主要区域
无明显缺陷

至少 98% 的砖其主要区域
无明显缺陷

7 吸水率 (%) 平均值：E ≤ 0.5        
单块值：E ≤ 0.6

平均值：≤ 0.1        
单块最大值：≤ 0.2

8 破坏强度 (N) 厚度≥ 7.5mm 时 ,      
平均值≥ 1300 平均值≥ 2000

9 断裂模数 (MPa) 平均值：≥ 35         
单块值：≥ 32 ≥ 35         

10 抗热震性 经试验无炸裂或裂纹 无炸裂和裂纹

11 抗釉裂性 经试验无釉裂 无釉裂

12 放射性
（GB6566-2010  A 类）

内照射指数 IRa ≤ 1.0 内照射指数 IRa ≤ 0.9

外照射指数 Ir ≤ 1.3 内照射指数 Ir ≤ 1.2

product 产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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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03
工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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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工程篇

2017 年度碧桂园集团优秀供应商

2018 年度碧桂园集团长期战略合作奖

融创卓越品质合作奖

2017 年度新城控股 B 级供应商 2019 年度新城控股 A 级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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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园集团框架协议

碧桂园采购框架协议保利发展室内墙地砖总部集中采购合作协议

广州市雅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雅居乐产品购销协议

ENGINEERING 工程篇



 PAGE  | 123 |  PAGE  | 124 | 

大唐中标通知书

华侨城合作协议红星地产

金茂华南区域协议

ENGINEERING 工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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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创集团瓷砖（宏威）2019-2021 年集中采购协议

上坤战略框架协议上海煜璞贸易有限公司 2019-2020 年墙地砖战略采购协议

上海煜璞贸易有限公司 2019-2020 年墙地砖战略采购协议

ENGINEERING 工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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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集团瓷砖集中采购协议 禹洲地产框架协议

旭辉框架协议 中梁地产框架协议

ENGINEERING 工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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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案例
威尔斯陶瓷被北京航天科技城、北京国务院修养中心、北京英国大使馆、北京市千鹤家园、东南大学、南京大学、贵州喜

来登酒店、郑州曼哈顿广场、西南科技大学、广州亚运城、湖南省湘雅人民医院、万科地产、保利地产、万达广场等数百

个工程项目选用，广受赞誉。

万科地产 蒙古工程 ( 泳池边 )
沙特利雅得火车站

Al  Rash id  Towers  in  A l 
Khobar( 沙特胡拜尔 )

Al  Rash id  Towers  in  A l 
Khobar( 沙特胡拜尔 )

Encanto- 蒙古 ( 乌兰巴托 )北京航天科技城

万达地产

保利地产

北京奥运网球馆

ENGINEERING 工程篇



 PAGE  | 131 |  PAGE  | 132 | 

部分工程目录
VENIZEA CERAMICS COMPANY LTD.

邯郸市赵都新城 9号地

中共邢台市委党校

张家口市农业银行服务楼

石家庄上庄陆军机械化步兵学院

石家庄卫生局 120 指挥中心

石家庄平安医院

石家庄联邦东方明珠

石家庄市燃料总公司

冀州市医院

冀州市老干部局

冀州市变电所

张家口市职教中心综合大楼

保定市 113 师师部 

保定市风帆工业园办公楼

保定市中国海关大楼 

保定市女子中学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蒙医院

部分工程目录
VENIZEA CERAMICS COMPAN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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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丽景建国饭店

吉林省敦化市检查院

临沭县人民医院办公楼

平邑县天宇自然博物馆

平邑县金矿住宅楼

平邑县公安局住宅楼

平邑县财政局住宅楼

平邑县一中高层住宅楼

平邑县人民医院住宅楼

沂南县人民医院办公楼

沂南县人民医院住宅楼

聊城市保税区办公大楼 

聊城市东昌府区妇女儿童医院 

聊城第一中学 

聊城京都商城 

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医院 

聊域市润景苑商务小区 

济南市舜井商业街面积 

济南市历下区行政审批中心

聊城市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 

济南市齐鲁医院 

山东省省直汉山谷住宅小区 

济南市红十字会 

济南市中国农业银行网点 

聊城市莘县人民医院 

聊城市高唐县人民医院 

淄博市古玩城 

淄博市张唐区老年文化中心 

滨州市人民法院办公大楼 

部分工程目录
VENIZEA CERAMICS COMPANY LTD.

拉萨市教师教育学校

西藏自治区安全监督局

拉萨市第二中学

拉萨市公安局

江孜雅迪酒店

西藏消防总队训练基地

农行西藏农银大学

武警黄金部队十一支队

泰和国际

西藏烟草公司办公楼

西藏天燃气公司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大楼

西藏自治区天海宾馆

西藏自治区气象局

西藏自治区检察官学院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新疆喀什大学 

新疆人民大会堂 

喀什市地区公安处

莎车县第一人民医院

莎车县特警大队

石河子友谊大厦

石河子检验检疫局

石河子海关大楼

农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全区营业网店

西藏自治区消防总队建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中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浦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上虞富民村镇银行

上海大众培训中心

宝山区房屋建筑材料总公司

松江泰康 B1 号楼

上海于田大厦

上海大众发动机厂一二三厂

部分工程目录
VENIZEA CERAMICS COMPAN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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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市广电大楼 

东阳市艺海花城 

横店文荣医院

五菱汽车 4S 店

普陀区安基房精装项目

嘉定敬老院

上海冨声公馆

上海崇明三湘黑森林公园

新桥新弘国际城

新桥新弘墅园

新桥洋浦渔人码头大厦

部分工程目录
VENIZEA CERAMICS COMPANY LTD.

东阳市残联 

东阳市五州大酒店

磐安市公安局

磐安市自来水公司

磐安市档案馆

金华口腔医院

杭州市滨江区大学生人才公寓

嘉兴晶晖广场

嘉兴金都南德大院

南京丁家庄经济适用房 

南京紫金上品苑 

南京紫金江景苑 

南京红宝丽集团 

南京水利科学院 

中国邮政江苏分公司

亨通长安府 

亨通集团吴越景秀 

吴江区震泽中学 

吴江区科林集团 

昆山市花桥国际博览中心 

昆山市超华城市广场 

昆山市集善小学  

昆山市云山诗意二期云山里  

昆山市中冶昆庭 

通大附中 

南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南通兴东国际机场 

南通市政务中心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南通体臣卫校 

江苏省南通中学

绿地新都会 

华强城 

南通醋酸纤维有限公司 

南通边检大楼

部分工程目录
VENIZEA CERAMICS COMPANY LTD.



 PAGE  | 137 |  PAGE  | 138 | 

河南省黄河设计院一期  

河南省最高院驻郑州巡视庭 

国家质检中心郑州综合检测基地一、二期

中国农业银行蚌埠分行全网点 

安徽固镇农村商业银行 

六安市妇幼保健院 

休林县农商银行办公大楼 

休林县政府会议中心  

宣城市海关大楼  

六安市农业大厦  

合肥市海关 

滁州市交警大楼

武汉楚天都市雅园

武汉楚天都市沁园 

武汉侨亚养老医院综合楼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分校 

武汉国博房地产汉阳 

武汉市东湖区行政服务中心 

黄冈市靳春人民医院 

荆州市万达影院 

大悟县妇幼保健院 

湖北华中电力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花山研发基地工程 

湖北宏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

部分工程目录
VENIZEA CERAMICS COMPANY LTD.

河南省第三医院 

南阳市三馆一院 

锦荣悦港湾 

河南省中信银行全省网点

河南省建业 1号城邦

 

福州恒力城王

恒力博纳广场

恒力创富中心

恒力金融中心

都是泉州中兴做的福州工地

福建龙岩金茂体育公园 1号 

厦门金日集团办公大楼

福建南安市小金星幼儿园世纪豪庭园

漳州市国贸润园小金星幼儿园

漳州市港城小金星幼儿园

福建三明明溪县实验小学附属幼儿园

福建天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龙岩金茂天马明珠

福建龙岩泰成一号公馆

福建厦门小金星幼儿园世茂外滩园

福建省宁化客家国际大洒店

宁化县客家宾馆 

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医药配送公司

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夏商百货

福建育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部分工程目录
VENIZEA CERAMICS COMPAN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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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市国土资源局

吉安市青原区公安局大楼

吉安市吉水县人民医院

樟树市商会大厦

部分工程目录
VENIZEA CERAMICS COMPANY LTD.

部分工程目录
VENIZEA CERAMICS COMPAN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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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州市创新家俱

长沙泊富广场 

长沙中铁城建洋湖垸小区 

长沙湘雅附二医院 

益阳市康雅医院 

衡阳市农业银行下属网点

湖南长沙万博会

部分工程目录
VENIZEA CERAMICS COMPANY LTD.

云南云县检察院

云南云县消防大队

云县天马娱乐城

云南凤庆县公路局

文山州博物馆  

文山州州委州政府办公大楼  

文山州森林公安

文山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州医院工地 

云南省省博物馆

昆明市滇池路国际会展中心

南涧县人民法院

洱源县委党校

部分工程目录
VENIZEA CERAMICS COMPAN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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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小碧村中航工业项目  

贵阳市南明区天使医院 

清镇市兴邦银行办公楼

广西祟左市供电局办公大楼  

南宁水街惠民码头超市

高明海天酱油厂办公楼

高明君御海城

高明温德姆酒店

高明华师大附属小学

三水奥林匹克花园

三水御江南花园

鹤山凤凰湾花园

顺德科顺集团总部大楼

顺德杏坛金海岸花园

南海新怡集团大楼

南海大沥天海花园

南海千灯湖华亚广场

南海罗村富弘广场

广佛路马自达 4S 店

海八路雪佛兰 4S 店

南海万科广场

南海维他奶厂办公楼

佛山科技学院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高明校区）

深圳南山京地地产荔海春城 

深圳梅林阳基地产阳光天地 

深圳京基坪山御景印象 

深圳蛇口栖游记

部分工程目录
VENIZEA CERAMICS COMPANY LTD.

湛江京基二期、三期、四期  

江门市上城铂雍汇花园

海口迎宾馆二期 

澄迈老城碧海金珠 

琼海潭门研科大楼 

海口美兰机场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海医附属医院门诊大楼  

海南桂林洋经济学院一期

部分工程目录
VENIZEA CERAMICS COMPAN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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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就保质期相关要求，本公司承诺如下：

一、产品保质期一律两年(自项目峻工验收合格，业主集中交付期)，具体实施细节如下：  

1、产品在保质期2年内，经检查证实产品确因质量问题而破坏，产品存在色差，平整度有较大偏

差等，没有达到国家标准和厂家企业标准的情况；乙方将负责修理或换以同样型号的产品，包括

相关其它建筑材料费用。

2、由于各地规范有较大的差异，所以产品购买者在安装前与当地建筑承包商核实，以确保符合

当地相关规范。下述情况,此有限担保无效：

1)安装不当、使用错误、维护或保养下当；

2)产品离开初始位置；

3)不正当使用、滥用、表面损伤、意外损伤；

4)产品已做未经授权的修改；

5)正常损耗及磨损、其它外力产生的变化等；

如甲方及甲方客户不是因为产品质量而要求厂家修理或更换产品的，厂家应及时修改或更换，产

生的费用按实际费用结算。

二、产品质量符合《墙地砖技术标准》有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

质量保证承诺书

service 服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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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公司保证所供货物足全新的、未经使用的合格产品。

保证捉供的货物在正常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

其使用寿命内具有良好的性能，并在交货时提供说明书。

2、我公司承诺对所供货物按国家有关质量技术标准及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执行，并按不低于原厂商质保

条例及相关供货标准进行供货 , 杜绝假冒伪劣产品。

产品质量

服务宗旨
质优价廉、真诚服务、方便快捷。

品质承诺
坚决拥护和执行国家《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通过 IS09001:2015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按高标准、高要

求生产，产品完全符合 GB/T4100-2015 附录 G 瓷质砖标

准要求，产品也符合 GB6566-2010A 类标准要求，销售

和使用范围不受限制；产品的设计、研发和生产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注重环保、科技、个性、时尚以及产品文化。

服务承诺
1、设计咨询：家居设计咨询、装修咨询、推荐施工单位等；

2、订货咨询：答复排产、交货期、保证按时供货。为广大

用户提供强大的货源支持；

3、产品咨询：产品咨询热线 (0757-82522060 时间：

8:30-17:30)，热情、耐心、准、客观地回答产品各方面

的问题。

售后服务
1、拥有强大的地方服务网络体系；

2、健全的 “用户信息管理体系”及回访跟踪制度；

3、开通客户投诉热线和上门服务 ( 如铺贴指导、工程跟

踪等 )，如发现产品质量问题，属我公司责任的，在 3 个

工作日内答复，10 个工作日内予以解决；

4、工程订购产品实施备案，以作排产和优先供货参考，

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跟进；

5、公司可提供异形规格产品、配套产品的加工，如有特

殊需要，可按要求进行加工；

6、可根据客户需要，由客户捉供样本，二十天内安排生产；

7、在工程施工前和施工中，可有技术人员进行铺贴指导

和产品使用特性指导；

8、在使用过程中，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服务热线：

0757-82522060

质保范围和期限
1、质保期：2 年；

2、瓷砖安装完工，经监理、甲方验收合格后两年内，如

出现变形、裂缝、渗水、变色造成的一切损失及所产生的

费用由我方负责。

售后服务机构
生产厂家售后服务机构：广东宏威陶瓷实业有限公司，联

系电话 : 0757-82522060

售后服务
体系建设

service 服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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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运输

企业

1.1、公司有自己的物流车队，货物从工厂出发时，

会安排专业人员一同前往项目地点；

1.2、货物送到项目工地后，由我司安排项目业务人

员和贵司相关负责人清点货物数量，检查产品质量

是否符合要求。 

1.3、在施工期间，专业人员会根据我司产品特性给

予工地施工人员相关指导和铺贴方式的讲解。

威尔斯陶瓷是陶瓷行业拥有大型加工配套设备、设施的

企业之一。不仅能满足本企业客户的加工需求，也可以

对外提供服务。

本企业设备精良、技术先进、工人经验丰富，各种加工

需求如切割、倒角、磨边、异形拼花加工等均可得到满

足。加工厂既可解决加工需求，又避免了其它加工渠道

的弊端（如加工标准不统一，加工质量不稳定，破损严重，

损耗过大

等）。在与房地产企业的合作过程中，成为了宏宇企业

的核心竞争优势。

加工配件车间，可对加工后的异形产品进行定制包装，

从而降低了运输破损率和运输成本，并可节省施工时间，

提高施工效率，从而为施工单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深

受客户好评。

货物运至工地的安排

加工厂情况

2.1、包装纸箱为多层强化纸皮，不易腐蚀、破损。

2.2、包装方式为机械打包，强度高，不易散落。

2.3、瓷砖在运输及存放时要每块光面相对，中间夹垫

泡沫纸，用绳捆紧。

2.4、瓷砖四角用三角形塑胶套封角固定后，再进行装箱。

2.5、瓷砖在运输及存放时竖立放置，可避免在运输过

程中受压变形，边角脱落。

包装保护

及包装保护

加工厂情况

1、我司现有清远、南海两大生产基地，年产量超 10000 万 M2。

2、常规产品大批量正常供货汽运时间周期为 10 天左右，海运时间周期为 20 天左右，

样板房与特殊加急产品供货周期为 10 天左右。

供货能力说明

1、我厂建有千吨泥浆池，超大浆料、粉料储备（十天生产所需底坯料储备），生产

的原材料，除表面釉料及透明料从西班牙进口外，其它材料均出自我厂在广东地区承

包的矿山。

2、有大型成品仓，库存量可达 40 万 M2。

原材料及成品的备存情况

企业供货
能力说明

设备供应商 使用设备、原料名称 使用的数量

萨克米

科达

西斯特姆

西斯特姆

陶丽西

意达加

和旋

意大利

压机

压机

喷墨打印机

胶辊印刷机

墨水

墨水

高岭土

釉料

18 台

16 台

22 台

35 台

20 吨 / 每月

20 吨 / 每月

6 万吨 / 每月

427 吨 / 每月

service 服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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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质抛光砖施工注意事项

（1）重要敬告：

鉴于目前不少用户在铺贴地砖时，只考虑铺贴美观而采用不

留缝铺贴。事实证明：因铺贴地砖时基础层、粘接层与瓷砖本身

的热胀冷缩系数差异很大，在 1-2 年的热冷应力破坏下，不留缝

铺贴易造成瓷砖鼓起、断裂等问题。而出现此类问题后进行重新

铺贴，其费用与第一次铺贴费用之比约为 4：1。为了能确保用户

长远利益，恳请广大用户留缝铺贴。

留缝铺贴的好处：

A、留缝铺贴可以节约瓷砖 , 当接缝为 1-3mm 时，约可省材

3%；

B、留缝铺贴便于依照待铺的面积大小相应地调整瓷砖间距，

使边角部位尽可能使用整砖，既美观又节省裁砖的时间与人工；

C、当用不同颜色和图案的瓷砖作大面积拼花铺贴时，留缝

铺贴可使花色转接更自然、更醒目；

D、留缝铺贴有伸缩余地的特点，容易确保砖面拼缝整齐，

避免因砖型或尺寸偏差而导致拼缝偏斜，影响瓷砖铺贴的整体效

果；

E、可以避免因砖体和地面或墙体收缩率的不同而导致砖体变

形、拱起、空鼓、断裂等施工质量现象出现。

（2）为了能实现满意的装饰效果，应选择能按“瓷质墙地

砖使用说明”和 GB50209《建筑地面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以及

JGJ73《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要求施工的精良施工队，

瓷砖的装饰效果能否达到预期理想目标，施工的好坏是关键之一。

（3）施工时请注意外包装上标明 , 该品种的色号、实际尺寸，

同色号、同尺寸的产品也应检查后使用。检查时可取一定数量的

瓷砖先在一空地试铺，站在三米左右位置检查色号、尺寸、平整

度等外观质量，如有不满意（包括铺贴过程发现），

请即暂停施工并及时向本公司或经销商反映。同一铺贴面请

使用同色号、同尺寸的产品。

（4）铺贴前：威尔斯陶瓷抛光砖出厂前已经过防污处理。砖

面防污剂一般在施工时先不清除，等施工完所有工程后搞卫生时

再清除。

（5）铺贴：将砖用干净水浸泡约十五分钟，捞起待表面无水

才进行施工（也可不浸水铺贴，即干铺）。为获得最满意的铺贴效果，

请按产品图案特征或背面商标图案统一方向铺贴，找平调整时可

调 180 度方向，最好不要调 90 度方向。

（6）目前，地砖铺贴多采用湿铺贴与干铺贴两种方法。

A、湿铺贴法：把现场清理干净，先洒适量的水以利施工；

将 325# 水泥与沙以 1：3 的比例混合成沙浆（混合沙浆最好不要

超过 200#，否则，混合沙浆标号过高，其后期应力不均匀时会

对地砖造成损坏，从而影响装饰效果，严重的话还会造成施工质

量事故），以长约 1 米的木方将约 25mm-35mm 厚沙浆彻底抹平，

接着放铺贴样线。然后在施工地面上洒上水泥粉，把水泥粉拨弄

均匀，再次洒上少量水泥粉，按样线将瓷砖贴上，以增加瓷砖与

水泥沙浆的粘贴性。

B、干铺贴法：先将待铺地面清理干净并洒水湿润，涂刷水

灰比为 1：0.4-0.5 的水泥浆一道，随刷随铺比例为 1：3 的干性

水泥沙浆找平层约 50mm 厚，并且夯实彻底找平，接着放铺贴样

线。然后在待铺瓷砖背面抹上约 7mm 厚的水泥膏浆按样线铺贴

在找平层上，并用水平尺测量水平度，以确保瓷砖铺贴的平整度。

若用胶粘剂（瓷砖胶）铺贴时，请严格按照其产品说明使用。

（7）铺贴地面瓷砖时，建议用水泥沙浆铺垫的找平层区域不

宜过大，以免找平层水泥沙浆超过初凝时间（约 45 分钟），造

成砖与粘接层粘结不密实，造成易空鼓等施工质量问题。

（8）留缝铺贴时，瓷砖间距 2mm-5mm，（从整体铺贴效

果和美观性以及符合实际需要留缝可为 2mm）抛光砖与墙体衔

接处留缝 3mm-5mm，另外，在楼梯、立柱、走廊以及墙面等边

沿处，也应留缝 1mm-3mm（地面或墙面的瓷砖铺贴后，瓷砖接

缝间隙应注意及时清洗，嵌缝工作应至少过 24 小时后进行。嵌

缝前应湿润瓷砖边缘并使用瓷砖专用粘结剂，若使用水泥浆嵌缝

时，用 1：1 水泥浆，并以合适的工具灌浆，确保渗透深度。

瓷质抛光砖施工及养护

CONSTRUCTION
& MAINTENANCE

瓷质抛光砖施工注意事项

（9）铺贴应在基底凝实后进行，在铺贴瓷砖时，先将瓷砖

与铺贴面呈一定角度（约 15 度），然后用手轻轻往水平方向推，

使砖底与贴面平衡，这样便于排出气泡；然后用棰柄轻敲砖面，

让砖底能全面吃浆，以免产生空鼓现象；再用木棰或胶棰把砖面

敲至平整，同时，以水平尺测量，确保瓷砖铺贴水平。

（10）产品铺贴 1 小时左右（视气候及水泥凝结程度）要及

时用木糠或海棉将水泥浆擦干净，避免表面藏污时间过长，难以

清理。

（11）产品铺贴后 12 小时左右，及时用木棰敲击砖面，检

查地砖是否出现空鼓现象，若敲击后听到“空空”声的地砖，

证明该砖已出现空鼓现象，必须重新铺贴；重铺前先用切割

工具沿瓷砖距离边缘约 5mm-8mm 处切割出一道缝，然后用木

棰轻敲瓷砖，令砖底与粘接层尽量松离，再用薄铁片等工具慢慢

揭起小块瓷砖，这样才能方便地揭起空鼓砖块且不易损坏周边瓷

砖。重铺时一定要将底层清理干净，重新铺垫找平层。所有砖铺

贴完均需及时清除表面污垢，24 小时后方可行走，过早在砖面上

行走，容易造成瓷砖空鼓。

铺贴好的瓷砖 48 小时内最好不要使用大型打蜡等电动设备，

以免瓷砖与粘结层粘结后期受震而导致不必要的空鼓现象。

瓷质抛光砖的养护

（1）瓷砖在铺好后未使用前，为了避免其它项目施工时损伤

砖面，应用编织袋或瓷砖包装箱（里层朝下）等不易脱色的物品

进行保护，把砖面遮盖好，尽量避免将水等液体泼洒在保护层上，

以免瓷砖产生渗色情况，影响装饰效果。

（2）如需在铺好的砖面上使用空压机，则应用木板等物体垫

住空压机，严禁空压机的轮子直接接触砖面，以避免因空压机的

振动造成对局部砖面的影响。空压机排出的铁锈水不要流到砖面

上，以防锈水渗入砖坯。

（3）日常清洁拖地时请尽量用干拖，少用湿拖，局部较脏或

有污迹，可用家用清洁剂如洗洁精、洗衣粉等或专业除污剂进行

清洗，并根据使用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地涂上地板蜡，待其干后再

抹亮，可保持砖面光亮如新。经济条件较好的，请采用晶面处理，

从而达到高级酒店效果。

污垢类型 清洁方法

葡萄酒、茶水、咖啡
冰淇淋、油脂啤酒

纯碱溶液、氢氧化钠、碳酸氢钾

油漆、绘图笔 松节油、丙酮、有机溶剂

墨水 草酸

日常清洁 洗洁精、肥皂水

沉淀物、铁锈、灰桨 硝酸、硫酸或盐酸溶液

酱油、醋碳末 酸或碱溶液

泥水 亚麻子油

service 服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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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面砖施工注意事项

釉面砖的养护

(1) 为实现理想的装饰效果，请聘用能按产品说明书和

JGJ73《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要求施工的精良施工队。

(2) 使用前，请检查包装箱上标明的产品编号、色号、工作尺

寸是否一致，并注意分类堆放和使用，如有不满意（包括铺贴过

程发现），请即暂停施工并向本公司或经销商反映。

(3) 铺贴同一平面要使用相同色号和工作尺寸的产品，尤其当

不同产品搭配（间隔）使用时，更要注意工作尺寸的一致性。

(4) 铺贴前先清理墙面和地面，如果墙体自身有裂缝，应做妥

善处理才可贴砖，以免日后基本结构裂缝变大导致墙面开裂或脱

落，非拼图产品按花纹图案方向统一铺贴，可取得最好的装饰效果，

而且可将产品变形的影响降至最低。铺墙砖时墙面应充分浇水湿

润，否则墙砖会从水泥里吸收水份，使水泥无法起到粘贴作用。

(5) 铺贴：将待铺釉面砖浸入清水中浸泡 2小时左右，至不

冒泡为止，随后取出阴千，抹干水渍，在找平层上喷洒足够的水，

然后在砖背面均匀抹上 1:2 左右水泥沙浆，随即将砖贴上，用木

锤或胶锤轻轻拍牢平整，避免空鼓，并随时用直尺或水平尺找平

( 沙浆用合格的普通≤ S325 号水泥，混合后的标号最好在 200

号以下，若混合沙浆标号过高，其后期应力会使釉面砖的釉面产

生迫裂，易造成施工事故，沙浆厚度以 5-6irm 为宜，铺贴大规

格釉面砖时适当加厚）。

(6) 铺贴时应适当留 2~5mm的砖缝，一方面消除产品尺寸

偏差的影响，另一方面凸现釉面砖的装饰风格，最主要的一点是

避免热胀冷缩，造成产品间互相挤压，最终导致鼓起或剥离，且

地面接缝要粗细一致，与墙砖对齐，如地面有地漏请注意按方向

轻微找坡。

(7) 铺贴时不要使用高于 325# 的高标号纯水泥浆，以免水泥

浆收缩过大造成较大的拉应力拉裂釉面而引起釉面龟裂。一般以

使用矿渣、火山灰、粉煤灰等改性水泥铺贴较好。

(8) 铺贴时应挂线铺贴，以保证表面平整、结实、接缝平直。

铺贴过程要注意保护砖面，防止刮花或污染。

(9) 铺贴后，如没有及时擦掉砖面粘附的水泥浆，一般可用

1:10 的稀盐酸或稀草酸溶液清洗掉。

污垢类型 清洁方法

葡萄酒、茶水、咖啡、冰淇淋、油脂啤酒 纯碱溶液、氢氧化钠、碳酸氢钾

油漆、绘图笔 松节油、丙酮、有机溶剂

墨水 草酸

日常清洁 洗洁精、肥皂水

沉淀物、铁锈、灰桨 硝酸、硫酸或盐酸溶液

酱油、醋碳末 酸或碱溶液

泥水 亚麻子油

仿古砖的养护

仿古砖施工注意事项

(1)产品铺贴方法

A、铺贴前首先在地面按设计方案进行试铺，以求达到最佳
装饰效果。

B、把现场清理干净，先洒适量的水以利施工；将 425# 水泥
与砂 1:3 的比例混合成砂浆（混合砂浆最好不要超过 200#，否则，
混合砂浆标号过高，其后期应力不均匀时会对地砖造成损坏，从
而影响装饰效果，严重的话还会造成施工质量事故），用水泥浆
抹满砖背面，用手轻轻推拉，使砖底与贴面平行，排除气泡，再
用木捶轻敲至平整便可沾牢靠。

C、产品在铺贴时应根据实际使用情况需要，预留 3-5mm
的灰缝，以防粘结物与墙地砖胀缩系数不一致而出现脱离现象。

D、产品铺贴 12 小时左右，及时用木榍敲击砖面，检查地砖
是否出现空鼓现象。若敲击听到“空空”声的地砖，证明该砖已
出现空鼓现象，该砖就必须设法重新铺贴。所有砖铺完 24 小时
后方可行走，擦洗。

(2)填缝剂施工方法：

A、填缝剂色调选择——因施工环境条件、混水量及施工方
法不同会产生色调浓淡的差别，所以色调的决定请用实际产品试
涂小样后才决定。

B、十字架定位一一按灰缝宽度选择标准的塑料十字架，铺砖
时先用十字架定位，使瓷砖铺贴快捷、方便，缝隙均匀、整齐、美观，

污垢类型 清洁方法

葡萄酒、茶水、咖啡、冰淇淋、油脂啤酒 纯碱溶液、氢氧化钠、碳酸氢钾

油漆、绘图笔 松节油、丙酮、有机溶剂

墨水 草酸

日常清洁 洗洁精、肥皂水

沉淀物、铁锈、灰桨 硝酸、硫酸或盐酸溶液

酱油、醋碳末 酸或碱溶液

泥水 亚麻子油

提高瓷砖铺贴档次。

C、灰缝底处理一一填缝底要清洁干净，如有碎屑、水泥块
或积水，可先除去；如灰缝太干，应适当湿润。

D、用量计算一一填缝剂用量因瓷砖的规格大小和缝隙的宽
度影响而变化，在购买时应咨询当地填缝剂经销商。

E、揽拌方式 ----

常用型：20 公斤粉剂加入 5-6 公斤清水；

宽缝型：20 公斤粉剂加入 4-5 公斤清水；

常用型：5 公斤粉剂加入 2-3 公斤清水；

宽缝型：5 公斤粉剂加入 1-2 公斤清水。

F、混合填缝剂一一先加水于桶内，慢慢加入粉剂，并不断搅
拌至均匀无颗粒，成牙膏状，然后静置 5-10 分钟，再略搅拌后
便可使用。

G、涂填缝剂一一涂了填缝剂之后要在硬化之前用灰缝抹刀
均匀地抹压。

H、清洗一一待硬化之后用海棉吸水洗去瓷砖表面的污迹。
如因前期施工不良未能清洗干净，不得不用盐酸清洗时，要将盐
酸稀释至 3% 的浓度，之后马上用清水洗掉，不让其残留酸份。
盐酸对灰缝颜色有一定影响。

仿古砖施工及养护

CONSTRUCTION
& MAINTENANCE

釉面砖施工及养护

CONSTRUCTION
& MAINTENANCE

service 服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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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干挂局部效果图

瓷砖外墙干挂的优势

瓷砖外墙干挂施工步骤参考

近年由于国内瓷砖制造材质、工艺水平的迅速提高，瓷质板
材干挂在其他装饰材料中更有优越性。外墙装饰成为建筑装饰的
重要组成部分，令建筑物科技、美观、环保并更具生命力。凭瓷
砖的优越品质，瓷质板材干挂比其他材质更具优势：

一、不易变形，瓷砖克服了墙体的温差膨胀，耐激冷激热，
整体无色差；

二、施工更为简便，独特的设计，在装建过程中只需简单操作，
施工期短；

三、由于陶瓷板材经高温高压成形，板材轻，高层建筑负荷
低并具备耐酸碱冷热性和抗水性，平整度好，不变形；

四、风格更为独特。由于陶瓷制品相对天然有着更丰富更鲜
艳的色彩，因此它的装饰效果更为独特；

五、使用比天然石材更为环保，无辐射；

六、与石材相比，瓷砖价格较低，对消费者而言更具实惠。

威尔斯幕墙干挂技术包括扣槽式干挂法、插销式干挂法和背
栓式干挂法三种。扣槽式干挂施工时采用扣槽式挂件将瓷板固定，
插销式干挂法指干挂施工时采用插销式挂件将瓷板固定， 背栓式
干挂法又称为有龙骨后切式干挂法。

1、威尔斯陶瓷出厂前已经过防污处理。砖面防污剂一般在施
工时先不清除，等所有工程 施工完后搞卫生时再清除。以免影响
使用质量和增加清洗难度。

2、上墙前首先在地面试铺，同一铺贴面请使用同色号、同尺
寸的产品，在使用完同一色号后， 才可使用邻近的色号。

3、清理墙面，保证平整度，并确定墙面混凝土的坚固程度，
先在墙面进行放线样，标示出固定点，用冲击钻打孔，并用铁膨
胀螺丝将角铁固定到墙面上（根据砖的重量选择膨胀螺丝大小）。

4、外墙干挂出厂前会应客户要求在上下两个侧面开槽，施工
时用上下两条角铁固定，再连接 到墙面的角铁上。

5、铺贴产品时，需预留 3-5mm 缝隙放置橡胶条，避免因
砖体和墙体收缩率的不同而导致砖体变形、拱起、空鼓、断裂等
施工质量现象出现。

6、干挂过程应时时用垂直仪检测其表面平整度，调整角铁与
墙面的位置保持表面平整。

7、用木棰敲击砖与墙面接点处，以确保干挂的牢固程度，如
有松动应及时处理，以确保安全性。产品干挂 1 小时左右及时用
海棉将水泥浆檫干净，避免表面藏污时间过长，难以清理。

(注：以上施工步骤仅供参考，具体施工请由专业工程队负责。）

插销式干挂法局部效果 背栓式干挂法局部效果 扣槽式干挂法局部效果

干挂优势及施工注意事项

CONSTRUCTION
& MAINTENANCE

干挂优势及施工注意事项

CONSTRUCTION
& MAINTENANCE

service 服务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