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山市高德厨卫科技有限公司

不锈钢橱柜

2020 年新品
亮点（一）：新增款式

轻奢门型
极简门型
意式门型

亮点（二）：烤漆颜色
16 款亮光烤漆
15 款哑光烤漆
5 款木纹烤漆

亮点（三）：其它
不锈钢台面
烤漆免拉手

亮点（四）：流行色彩

New products for GAODE KITCHEN 2020



New-01 轻奢系列

Q01-伊丽莎白 Elizabeth
每个女孩都有个梦想，成为“伊丽莎白”；每个男人也有个梦想，家里有

位“伊丽莎白”。世纪的传承，象征了尊贵和高雅。
白色，代表着高贵与尊贵；金色线条，又增添了贵气和高雅的气质美。
White represents nobility and dignity; golden lines add noble and

elegant temperament and beauty.

产品工艺特点：宝马白亮光烤漆，镶嵌金色不锈钢条子，现代简约轻奢风格。
可做颜色：16 款亮光烤漆
镶嵌门型：2 款

轻奢-A 型 轻奢-B 型



New-02 轻奢系列

Q02-莫兰迪 Morandi
面对温馨的家，从容自信于心底长腾而起，也许生活中太多的感动来自于

这样平凡的家。
FACHNG THE WARM HOME,CALMLY AND CONFIDENTLY RISE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MAYBE TOO MUCH MOVING IN LIFE
COMES FROM SUCH AH ORDINARY HOME.

产品工艺特点：兰迪灰亮光烤漆，镶嵌金色不锈钢条子，现代简约轻奢风格。
可做颜色：16 款亮光烤漆
镶嵌门型：2 款

轻奢-A 型 轻奢-B 型



New-03 轻奢系列

Q03-帝王蓝 Royal
永恒不朽的经典蓝，简约中流露优雅，就像薄暮时的天空，引人深思，令

人安心。
蓝色+白色的搭配，像天空一般纯净，有种极致简约的美。
The combination of blue and white is as pure as the sky. It has a

very simple beauty.

产品工艺特点：帝王蓝+白色亮光烤漆，镶嵌金色条子，现代简约的轻奢风格。
可做颜色：16 款亮光烤漆
镶嵌门型：2 款

轻奢-A 型 轻奢-B 型



New-04 极简系列

J01-北极绒 Bejirog
黑与白是永不过时的搭配色彩，清新的白色基调，营造出平和的氛围，让

厨房回归到本真，让家庭回归到温馨的状态。
白色，代表着经典与永恒；与任何颜色搭配，简洁的魅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White, representing classic and eternal; with any color matching,

concise charm embodies incisively and vividly.

产品工艺特点：纯白哑光烤漆，凹型极简门型，现代简约的极简风格。
可做颜色：15 款哑光烤漆
门型尺寸：任意不限制

纯白哑光 琥珀橙 浅淡蓝



New-05 极简系列

J02-天鹅湖 Swan Lake
《天鹅湖》不止传说着齐格夫王子和兰妮公主的爱情故事，还演绎了唯美

的青春魅力和生命力；童话、神秘、高贵是每个人心目中美好的遐想！
淡蓝色，代表着年轻、活力；在家居中不乏时尚简约、处处极简。
Light blue represents youth and vitality; there is no lack of fashion

and simplicity in the home.

产品工艺特点：浅淡蓝哑光烤漆，凹型极简门型，现代简约的极简风格。
可做颜色：15 款哑光烤漆
门型尺寸：任意不限制

纯白哑光 琥珀橙 浅淡蓝



New-06 极简系列

J03-达芬奇 DaVinci
恰如大师艺术杰作，经典永恒、永不过时。此款采用极简门型，线条流畅、

风格简约时尚。宝石蓝，是忠诚与高贵的象征；跟帝王蓝一样，是 2020 年最流
行的经典蓝，适合各种高端家居与装饰的搭配。

产品工艺特点：宝石蓝哑光烤漆，凹型极简门型，现代简约的极简风格。
可做颜色：15 款哑光烤漆
门型尺寸：任意不限制

纯白哑光 琥珀橙 浅淡蓝



New-07 平面亮光

X01-艾斯托蓝 Astor
宽敞的开放式厨房会令人心情愉悦，它会鼓励一家人共同参与到烹饪中，

所有的情感交流在一铲一锅中碰撞出火花与温度；是全家欢聚、纵享美好时光
的地方。

艾斯托蓝的厨房岛台、纯白色的电器高柜，储物空间与色彩搭配不拖沓、
一气呵成，简约而不简单！

ESTO blue kitchen island, pure white electrical high cabinet,
storage space and color matching is not procrastinating, one-off, simple
but not simple.

产品工艺特点：艾斯托蓝+宝马白亮光烤漆，现代简约风格。
可做颜色：16 款亮光烤漆
门板尺寸：任意不限制



New-08 平面哑光

X02-午后阳光 Afternoon
尽情享受着午后阳光的舒适，品尝着家人烹饪的美食；幸福不止是时光和

青菜淡饭，它还是一家人的健康与快乐！孔雀蓝，尊贵沉静而不失生气；把厨
房装饰成梦幻般的模样，轻奢却妩媚！

孔雀蓝的厨房岛台、象牙白烤漆储物高柜，金色不锈钢开放架柜，整体空
间与色彩搭配不拖沓、一气呵成，简约而不简单！

Peacock blue kitchen island, ivory white paint storage high cabinet,
gold stainless steel open shelf cabinet, the overall space and color
matching is not slow, one-off, simple but not simple.

产品工艺特点：孔雀蓝+象牙白哑光烤漆，现代简约风格。
可做颜色：15 款哑光烤漆
门板尺寸：任意不限制



New-09 平面亮光

X03-摩登时代 Modern times
LOFT 风格是追求时尚的年轻人所追捧，在繁华的都市，LOFT 被作为一

种"家"的时尚得到推崇。黑白灰搭配，显露摩登的时尚感，更给人一种沉静与
现代感。

Loft style is sought after by young people who pursue fashion. In
a prosperous city, loft is praised as a "home" fashion. The combination
of black and white and gray reveals the modern fashion sense and gives
people a sense of calm and Modernity

浅炭黑：神秘、冷酷；宝马白：洁净、轻盈；灰色背景：时尚、百搭。三者互
相搭配，能够让室内装修显得更有层次感。

产品工艺特点：浅炭黑+宝马白亮光烤漆，现代简约、工业风格。
可做颜色：16 款亮光烤漆
门板尺寸：任意不限制



New-10 新意式系列

Y01-托斯卡纳 Tuscany
源自于文艺复兴的新意式风格，亲切柔和的线条，精致却又不给人距离感，

朴素色彩之中闪烁着设计大师的智慧！
The new Italian style originated from the Renaissance, warm and

soft lines, exquisite but not giving people a sense of distance, and the
wisdom of the design master is shining in the simple colors

产品工艺特点：深湖蓝哑光烤漆，中间凹上下内斜边，极简、新意式风格。
可做颜色：15 款哑光烤漆
门型尺寸：任意不限制



New-11 木纹烤漆系列

M01-钢琴家 Pianist
钢琴家席皮尔曼演奏的不止是悦耳动听的乐曲，更是弹出了对生命自由的

追求，一首首乐谱中抒满了对生活和艺术的信念、坚强以及热爱！
此款产品在不锈钢本身加上世界三大名木纹之一的黑檀木，表面再采用钢

琴烤漆工艺，硬度高，纹路清晰，晶莹剔透；经典奢华，高端大气。
This product is made of stainless steel and ebony, which is one of

the three famous wood patterns in the world. The surface is made of
piano paint. It has high hardness, clear lines, and is a classic luxury,
high-end atmosphere.

产品工艺特点：木纹钢琴亮光烤漆，现代简约、轻奢风格。
可做颜色：5 款木纹
门板尺寸：任意不限制



New-12 新简欧系列

E01-维多利亚 Victoria
自从维多利亚入主白金汉宫后，已将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印象派艺术

发挥到极致。淡雅的象牙白色，美伦的欧式造型，精湛的描金工艺，将产品特
点清晰地勾勒出来；突凸的岛台、处处对称的门板搭配，都是经典的传承。此
款产品目前也是市场畅销和消费者喜爱的产品之一。

The elegant ivory white, the European style modeling of Meilun
and the exquisite gold drawing technology clearly outline the product
features; the protruding island platform and the symmetrical door panel
collocation everywhere are all classic inheritance.

产品工艺特点：象牙白描金哑光烤漆，中间凹型，新简欧风格。
可做颜色：15 款哑光烤漆
门板尺寸：有尺寸要求



New-13 欧式 QSL 系列

QSL01-罗马 Rome
当历史的厚重遇上花梨木的高贵，厨房就不再是简单的烹饪场所，它处处

告知着我们，这里是一家人情感交汇的重要空间。
高雅的花梨木不锈钢门板造型、精致的拉手、人工描金工艺的运用，复古

和现代工艺技术相得益彰，淋漓尽致展现了古罗马的艺术之美。
Elegant rosewood door board modeling, delicate handl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gold drawing technology, retro and modern
technology complement each other, vividly showing the beauty of
ancient Rome Art.

产品工艺特点：欧式仿花梨色不锈钢造型，人工描黑边工艺；柜体可同色门板。
可做颜色：覆膜花梨木色、樱桃木色
门板尺寸：有尺寸标准



New-14 烤漆免拉手
特点一：1 个整体，拉手可以同色门板；外观焕然整体、更美观。
特点二：2 种造型，L 免拉手、F 免拉手。
特点三：15 种颜色，全部哑光颜色均可做；油漆圆润、光滑如肌。





佛山市高德厨卫科技有限公司 简介

佛山市高德厨卫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长期从事专业不锈钢家居产品设计、研发、

生产、销售、配套服务等大型综合性不锈钢家居用品企业。主要生产：不锈钢橱柜、不锈

钢浴室柜、不锈钢阳台柜、不锈钢酒柜、不锈钢衣柜、不锈钢烤漆门板等全屋家具及相关

配套产品。

佛山市高德厨卫科技有限公司，地处珠三角广佛经济圈核心地带、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的国家工业重镇--狮山镇。拥有 10000 多平方的生产厂房，专业的生产设备、标

准化的生产流程以及持之以恒的态度，使高德厨卫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国内大型的不锈钢家

居行业生产基地，是不锈钢家用家居领域知名的制造企业。

2011 年成立以来，佛山市高德厨卫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创造优秀完美的产品；以健康

环保、改善生活环境为愿景，已为全球超过 100000 广大消费者提供“时尚、健康、实用”

的不锈钢家居产品。

联系电话：0757-86663067

工厂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山大道 18 号（离佛山西站高铁站 5 公里）

公司网址：www.gaodekeji.com
微信公众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B%E5%B1%B1%E5%9B%BD%E5%AE%B6%E9%AB%98%E6%96%B0%E6%8A%80%E6%9C%AF%E4%BA%A7%E4%B8%9A%E5%BC%80%E5%8F%91%E5%8C%BA/859490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B%E5%B1%B1%E5%9B%BD%E5%AE%B6%E9%AB%98%E6%96%B0%E6%8A%80%E6%9C%AF%E4%BA%A7%E4%B8%9A%E5%BC%80%E5%8F%91%E5%8C%BA/8594900
http://www.gaodekej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