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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华卫浴创立于 1991 年，源自于德国的精工和东方的审美，她融入当代浴室美学，

形成独特的工业设计，并以匠心精神成就品质和用户体验。

连续 28 年销往德国、英国、美国等全球发达国家，通过美国 UPC、英国 WRAS、

欧盟 EN817 等权威认证，以 FLOVA 自主品牌与国际大品牌相角逐，广泛受到用户

的一致认可。

 

当今，生活方式和品质在不断升级，健康舒适的卫浴体验也不断革新。丰华以前沿智

能的时尚设计，迎合用户对现代浴室和厨房的个性需求，实现您雅致的个人品味。

BRAND STORY
品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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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华遵循“实用美学、时尚科技”的产品设计理念，

汲取欧美前沿科技和创新元素，不断研发出更人性

化的操作方式和出水体验，使产品拥有独特的品质

和全新的美观标准，让浴室用水更加灵活，赋予新

的浴室艺术。丰华卫浴，用专业与创意，为用户提

供更好的卫浴空间解决方案，成为您值得依赖的智

能用水艺术家。 

 

当今，生活方式和品质不断升级，健康舒适的卫浴

体验也不断革新。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善，

持续创新的研发团队

DESIGN

优质的生活需要您精心的规划。丰华以前沿智能的

时尚设计，迎合用户对现代浴室和厨房的个性需求，

实现您雅致的个人品味。 

 

更多信息，请登陆丰华网站 www.flova.com，

或直接联系我们。

中国出口

产品设计奖

中国出口

产品设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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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谙至简精髓，将圆与方两种几何图形做到巧妙连接，过渡自然柔和。细节处恰到好处 ,

纤薄出水嘴和细长把手设计，将生活的美学表达的淋漓精致。和风系列
FUSION

FH 7310-6003 
恒温墙式淋浴花洒（按键式）

FH 8226-D111
单把单孔脸盆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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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VERNET

恒温阀芯

浴缸出水口

热水进水口 冷水进水口

手持出水口

淋浴出水口

易按键小阀

75mm-95mm 埋墙深度

精巧的纯机械式 GoClick™ 易按键，只需轻盈的按压，即可开启畅快洗浴，每条水路亦可独立开关。

同时配备进口 45mm 大流量阀芯，多路出水可同时启用，纵情 SPA 就此开始。

应用按键式设计，自由切换想要的淋浴方式，融合更进一步的精湛工艺，更高性能带来更舒适的淋浴享受。简单易懂的标志，

让浴室规划更有说服力。这一切，让我们更有信心提供美好的生活方式给用户，让您尽情享受浴室带来的乐趣。

易按键技术
随用随按 一目了然

自由创意
充满巧思的按键设计

GoClick™  TECHNOLOGY
CREATIVE BUTT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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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 8226-D111

FH 7136C-6002

单把单孔脸盆龙头

4 孔浴缸 / 淋浴龙头

丰华每次推新都是工艺和结构上的双重提升，加长出水嘴一体铸

造，内部首度采用 5mm 薄砂芯技术，以达到纤薄的设计感。结

构上，该四孔浴缸龙头主体和底部预装件分体式安装，有效防止

主体在漫长的装修期间可能造成碰伤。

更新工艺 更好结构

FH 8496-6005
恒温淋浴龙头（按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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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系列明装式淋浴花洒，可通过 GoClick™ 易按键

同时控制 3 种出水方式。

只需轻触
即可选择自己喜爱的
淋浴模式

富氧雨淋花洒
雨点起泡出水
节水 20%

FH 8236C-6001
双轮 8" 面盆龙头

FH 8152-6005
恒温浴缸 / 淋浴龙头（按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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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丰沛的水流倾注在您的身上，冲走一

天的疲惫。加宽出水口，令人沉浸自然

沐浴体验。

瀑布出水 

全新雨帘出水方式仿佛是串联起来的珍

珠链，多达 11 个雨帘出水口，并配备德

国空气节水技术。

雨帘出水

将空气注入水中，淋浴时水滴更加丰

盈、充沛、柔软，而且不会飞溅，节水

20%，在降低水量的同时为您带来更多

快乐享受。

雨淋出水

无论您喜欢酣畅淋漓的空气雨淋出水模式、还是全新的雨帘按摩出水方式、或是自然般的瀑布出水，

您都可以通过易按键轻松切换，且可同时享受 3 种出水方式。

易按键淋浴系统   
以多种方式享受沐浴的乐趣

SHOWER PLEASURE

镀铬全铜花洒盘

雨帘出水模式

瀑布出水模式

雨淋出水模式易清洁花洒喷嘴

FH 7310-6003 
恒温墙式淋浴花洒（按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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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华原泉系列，从大自然汲取灵感，赋予水以灵动的形态。精湛的铸造工艺实现纤薄的

出水嘴设计，让浴室体验充满期待。原泉系列
SPRING

FH 7380A-687
恒温墙式淋浴花洒（按键式）

FH 8205-D108
单把单孔脸盆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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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按键式设计，自由切换想要的淋浴方式，融合更进一步的精湛工艺，更高性能带来更舒适的

淋浴享受。简单易懂的标志，让浴室规划更有说服力。这一切，让我们更有信心提供美好的生活

方式给用户，让您尽情享受浴室带来的乐趣。

一键掌控多重体验
自由暗装组合 个性无止境

GoClick™  TECHNOLOGY

丰华易按键暗装淋浴系统提供多种阀体供您选择，可任意选择四键式、三键式、两键式、

单键式等阀体，根据您的功能及出水需求进行多种搭配与组合。

易按键单路开关控水，单把

阀芯同时控制流量和温度。

恒温两功能  G3/4 进水

激光温度标识，温度刻度直

观明了，随心调整预设温度。

恒温单按键  G1/2 进水

易按键单路开关控水，单把

阀芯同时控制流量和温度。

恒温三功能  G3/4 进水

易按键突出面板为开启，为

明显的出水状态，操作更加

明朗。

恒温两功能  G1/2 进水

组合方便 标识清楚操控简单 状态明了

轻轻按压，可单独控制雨淋、

瀑布、手持等出水。

38℃恒温，配备法国进口 VERNET

恒温阀芯，温控误差不超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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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华恒温龙头内部水路采用混合水包裹热水的设计，避

免产品壁体高温。贴心的安心锁设计，只有当 38℃安

心锁被按下时，出水温度才可以被调至 38℃以上，有

效防止高温误操作。

让爱，精准至每一个刻度

38℃ 锁定一家人的爱

恒温龙头可在您淋浴期间保持精确水温，能够在您淋浴

期间避免水温变化，即使有人冲厕所或使用厨房间的水

龙头，淋浴水温都能稳定在指定温度。

将持久稳定的温暖锁进浴室

告别忽冷忽热，让每次沐浴都成为享受

法国 VERNET 恒温阀芯

恒温技术
给家人爱的温暖

THERMOST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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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华全新雨帘出水方式仿佛是串联起来的珍珠链，双排九组

雨帘出水口，同时配备德国空气节水技术，带来充满活力的

淋浴体验。

丰华富氧雨淋花洒采用空气注入技术，将空气注入水中，淋浴

时水滴更加丰盈、柔软而不飞溅，节水 20%，在降低水量的

同时为您带来更多快乐享受。

28 年水路专研，形成专业的卫浴水路管理系统。优秀的水路控制保持阀体的强度

和密封性，人性化科技保证出水的舒适性。简洁大方的设计与卫浴空间融为一体，

被越来越多的高端酒店和物业所青睐。

28 年水路研究
专业水路管理系统

该款淋浴花洒通过易按键阀体可变换出多种出水方式，让你一次沐浴可同时享受雨帘出水、

富氧雨淋出水等多种组合出水方式，为您带来更多的淋浴快感。

全新“组合出水模式” 
带来更多淋浴快感

雨帘出水 富氧雨淋出水

FH 7380A-687
恒温墙式淋浴花洒（按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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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关于美好浴室生活的构想。 

在这里，洗浴不仅是一种享受，是展现个人生活品味的私密空间，更是放松身心的惬意场所。

置身其中，总能感觉到家的温馨与舒适，寻找到生活中满满的幸福感。

开启龙头 
开始一段静谧时光

FH 8205-D108
单把单孔脸盆龙头

FH 8205A-D108FH 8275C-685 
双轮 8" 面盆龙头 单把单孔面盆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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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系列，散发着浓郁的当代都市卫浴气息，柔和的平面、优雅的线条， 配合流动的水体，让

您在卫浴空间里尽享自然和谐的风情。丰富的细节和全新的功能设计无不令人倾心，雨淋花洒

融瀑布式出水为一体，更首度引入丰华全方位喷淋系统，尽显奢华气质。

现代系列
MODERN

FH 8459-665
恒温淋浴龙头

FH 9883-D79 
单把单孔脸盆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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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弥足珍贵，如何高效利用空间是设计师与安装师的头等大事。对于淋浴设计更是如此，空间更小、要求更高。

丰华 28 年专研，形成行业专业的卫浴水路管理系统。良好的水路控制保持阀体的强度和密封性，人性化科技保证

出水的舒适性，简洁大方的设计与卫浴空间融为一体、匠心巧思的巧装盒使安装更加快速与简单。同时，丰华为

暗装淋浴系统提供多种功能、流量、造型风格的控制面板和花洒，满足各种浴室设计。

丰华墙式脸盆龙头采用暗置式龙头主体——保持盥洗盆干净、整洁的外观。且暗置式主体采用全铜锻造主体，

一体成型，可承受更高水压，更加耐用。对于没有安装孔的盥洗盆，您可选择墙式面盆龙头。 

精巧暗装盒设计
带给您更多暗装淋浴解决方案  

甄选优质铜材
使用更可靠  

SMARTBOX QUALITY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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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系列瀑布空气注入花洒，

创造出三种奢华的花洒组合，

为您的个人淋浴间选择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瀑布雨淋完美结合
雨点起泡更节水

FH 9883-D79 
单把单孔脸盆龙头

FH 8459-665
恒温淋浴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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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暗装式淋浴花洒采用大尺寸顶喷，

让每一寸肌肤都能浸润其中，

带来更畅快的雨淋体验。

花洒采用空气注入技术，

水花柔和贴肤，

还可节省用水量。

雨点起泡出水
节水 20%FH 8283-D80   

FH 8331-D81   
单把墙式淋浴龙头

单把墙式脸盆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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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几何平面，如镜面般明快、潇洒的线条，配合飞瀑层流出水技术，水帘缓缓流下，

体验更具层次感的工艺变革，传达源源不断惊喜体验。梦幻系列
ANNECY 

FH 9980-672
恒温墙式淋浴龙头

FH 9888-D86
单把单孔脸盆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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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平面如同湖水一样明亮平静 , 

流线型的设计实现质感与动感融合 , 

层流式出水 , 

感受整体大气与震撼。

平面如镜
出水成瀑

FH 9888-D86
单把单孔脸盆龙头

FH 9980-672
恒温墙式淋浴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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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华红古铜表面采用手工拉丝工艺，还

原铜底本色，同时赋于龙头优异的表面

防腐耐磨性能。

丰华特有的手工拉丝技术，使镀层更富

有层次和质感，形成超强的结合力，确

保产品经久耐用， 历久弥新。

红古铜 拉丝镍

丰华光亮铬表面，由日本全自动电镀流

水线形成，表面镀层均匀、光彩闪烁、

防尘防污，经久耐用。

丰华黑色镀层技术，拥有独特的亚光质

感，镀层细腻柔和，表面耐磨蚀、不褪色，

易清洁。

丰华豪华金镀层工艺源于航天科技，表

面晶莹透亮、流光溢彩，富有质感。

光亮铬 亚光黑 豪华金

光亮铬、豪华金、亚光黑、拉丝镍和红古铜等丰富多彩的表面处理技术，

更为用户提供多种浴室空间色彩搭配解决方案。

镀色技术
流淌在时光的色彩

FINISH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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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一种色彩，能适应时代流行，又不随年华褪色，这个思考引发我们试验各种颜色，千锤百炼下，

丰华红古铜诞生。美历坚红古铜产品，延续古典设计，如宫廷般精致奢华，又汲取丰富文化内涵，

赋予现代生活一种气质与修养。

美历坚系列
LIBERTY

FH 7629-D101-ORB
单把淋浴龙头

FH 8259AC-683-ORB

FH 8985-ORB

FH 8982-ORB

双轮 8" 脸盆龙头

全铜毛巾环

全铜双杆毛巾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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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雅复古不仅仅在于造型设计，

颜色及质地同样是对经典的表达。

丰华红古铜表面采用手工拉丝工艺，

还原铜底本色，

同时赋予龙头优异的表面防腐性能。

东方神韵
与美式经典相结合

FH 9809A-D100-ORB
单把单孔脸盆龙头

FH 8339A-D101-ORB

FH 8259AC-683-ORB

单把墙式淋浴龙头

双轮 8" 脸盆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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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设计寓繁于简。复杂的水路设计藏于简洁的单管中，

外观简单明了。经久耐用的陶瓷片切换，结合 9 寸大雨淋花洒，

成就一款迷人实用的淋浴花洒。

简洁单管
实现出水切换

FH 7629-D101-ORB
单把淋浴龙头

FH 9809-D100-ORB
单把单孔脸盆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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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风格经典永恒，展现古典华贵的气度。局部精雕细琢，突现丰华设计的魅力。

随着更为优雅的新元素加入，给人以过目不忘的迷人感受。美历坚系列
LIBERTY

FH 8259AC-683

FH 8986

FH 7129-D101

FH 8980

双轮 8" 脸盆龙头

全铜单杯牙杯架

立柱浴缸 / 淋浴龙头

全铜双层浴巾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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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款产品为您提供舒适的用水空间，加长设计，比普通龙头

加长 10~40mm，给予台下盆更多的高度选择，有了它，

您可以舒适惬意地在面盆里清洗秀发。有了它，您可以尽情

享受舒适高度给您带来的生活便利。

理想的尺寸
舒适的用水空间 

FH 8499-683
恒温淋浴龙头

FH 9809A-D100
单把单孔脸盆龙头

FH 7129-D101
立柱浴缸 / 淋浴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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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华全新一代的黑色镀层技术，拥有独特的亚光质感。镀层细腻柔和，

表面耐磨蚀、不褪色，易清洁。融入精湛科技和绿色环保理念，为您尽情

营造更具创意的风格空间。

亚光黑系列
MATT BLACK

FH 8311-D51-PB
单把墙式淋浴龙头

FH 8220B-D56-PB
单把单孔脸盆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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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 8260-D56-PB
单把单孔脸盆龙头

FH 8166C-D56-PB
单把浴缸 / 淋浴龙头

独特的设计使分水切换更方便，

出水嘴可左右旋转，

节约空间，

同时提高了龙头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旋转控水，使用方便 
深获年轻人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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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寻找轻巧灵动的风格，迷你系列无疑是理想的选择。轻盈的造型适用于

各种小空间洗浴，包括办公室一隅的盥洗盆。

优美的弧线彰显雅致品味，散发出低调的成熟感。 

迷你系列
SMART

FH 7162-D73
单把浴缸 / 淋浴龙头

FH 9889B-D75
单把单孔脸盆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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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盈的造型适用于各种中小空间洗浴。

高性价比实现完善功能，

优美的弧线彰显雅致品味。

舒适洗浴
为您量室打造

FH 9889-D75
单把单孔脸盆龙头

FH 572
3 功能手持花洒

FH S36
9" ABS 雨淋花洒

FH 573
5 功能手持花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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