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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Officine Gullo，我们有着不同于其他厨房品牌的理念：我们本着希望
几代人都能沿用的信念设计产品。我们制造的产品可以更新改造，但绝不
会被破坏或抛弃。我们的工作是为现代住宅设计和服务，打造明日古董。
使用到的材质都具有坚韧、美丽、尊贵的特质。在每一件作品中，都将佛罗
伦萨传统融合进对功能和美感的细致研究：我们用手工捶打的黄铜，镀
铜，高厚度的电镀饰面和雕刻等元素来呈现每一处细节，就像几百年以来
佛罗伦萨工匠们打造的独特艺术品。我们很自豪地将我们的名字添加到
我们工作室的每一件产品中。我们相信，这个名字能够与我们的创意一 
同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Carmelo Gull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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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意大利传承

以佛罗伦萨为灵感源泉

我们的产品有两个灵魂元素，传统和技术，之所以能够揉在一起，还要感
谢我们有幸生活和工作的这座美丽的城市。这个神奇的地方，每天都在激
励着我们，每当我们开始新的项目时，都会引导我们的想象力。它们是 隐
藏在宫殿正立面、壁画、雕塑中的完美几何形状，打造金属创意时我们就
以它们为原型。
Carmelo Gull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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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与厨房的起源
在厨房发展史中，随着技术和机械专业知识的不断提升，除了追求实用之
外，还要兼具可以感知的美，于是，烹饪食品已经从需求提升为艺术。佛
罗伦萨和托斯卡纳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随着对莱奥纳多·达芬奇、 
莱翁·巴蒂斯塔·阿尔贝蒂、弗朗切斯科·迪·乔尔乔·马尔蒂尼等人物的 
研究、以及对铁匠和烟道生产领域的研究，对于这个同样重视技术和艺术
的文化而言，每一个代表人物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文艺复兴以来，金工行业一直都是佛罗伦萨艺术与工艺水准的骄傲 
之一，巴杰洛国立博物馆、佣兵凉廊、城市教堂里的许多博物馆工艺品都
是明证。就是在佛罗伦萨这个地方，基贝尔蒂、多纳泰洛、切利尼和吉安博
洛尼亚等艺术家打造了他们的杰作。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美第奇家族最
后几位大公在位期间，青铜雕塑在佛罗伦萨达到巅峰，这项艺术已成为欧
洲各国统治者和贵族大规模投资的对象。作为外交礼物，这些青铜雕塑在
国际舞台上树立起佛罗伦萨的精致品味形象。

在当代托斯卡纳地区，凭借永不停息的研究以及对优良传统的奉献精神，
继续生产享誉世界的厨房产品，它来自最优质材料、手工艺方法、和天生
对美感的热爱，这就是从设计到建造全过程的核心。 Officine Gullo 的个
性精神拥抱现代技术的精华，同时尊重千百年来的美学传统。厨房中可安
装专业烹饪系统，同时留有家常空间，用于准备和分享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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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使用贵金属
基于悠久传统，仅使用具有最高品质的精致材料，手工打造厚度介于3至 
7毫米之间，从而创造出永不过时、令人回味无穷的作品。

铜是材料中最古老的一种。铜自远古以来就被人类使用，具有非凡特性：
天然、坚硬、抗菌、轻盈、可锻性强、易于使用。

在厨房中，不锈钢的视觉冲击力最大。它是力量和现代的标志，能长久保
持不变、耐受高温、对日常使用而言非常实用。

黄铜在艺术领域使用已数百年，以其延展性、可锻性和耐腐蚀性闻名。 
由于黄铜的颜色与色调的细微变化，能够为周围环境带来温暖，轻松搭配
任何风格，从古典到当代。

特殊技术：定制厨房的无限解决方案
Officine Gullo 所有厨房均可使用 RAL 色表上的任何颜色，此外还可根据
需求提供定制色。包边和手柄等黄铜细节可以使用多种饰面，有经典电镀
饰面，例如抛光镀铬、黑色或断面镀镍，也有同色深浅彩色效果或有主要
结构色的对比色效果。我们还可提供哑光高科技饰面，带来超级现代的效
果。直到如今，黄铜制品依然全手工制作，每套厨房都由一名手工艺人负
责其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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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光技术

手工磨光技术，使材料表面出现深浅变化，带来金属表面略微老化的效
果。黄铜之美在于随着时间的变化，从容地展现它的年代感。

电镀技术

通过电镀工艺，黄铜展现出新的形式。抛光或缎面镀铬、镀镍、哑光效果能
够提升材料的天然品质。

银焊技术

Officine Gullo 金属焊接工艺依然手工完成，这是因为，只有人眼能够注
意到机器无法看到的细节。

雕凿工艺

手工艺大师在雕凿工序中，确保 Officine Gullo 每一件产品的每一个小
细节都能精心完成。

车床加工

实心黄铜棒等手工产品通过车床加工塑形。每个部件均使用车床成型和
加工，之后送入生产。

手工锤制

包边和面板的手工锤制工序彰显金属质感并获得独特纹理。

工艺水准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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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子孙后代的礼物：
明日古董
由于所用优质材料耐受性极佳，因此，Officine Gullo 厨房能够经受时间
的考验。如果说普通厨房的平均使用寿命为10至15年，那么，Officine Gullo  
厨房则几乎可以永远使用。购买 Officine Gullo 厨房，不只是为自己，同时
也是在为子孙后代。这是为未来投资，对未来数个世纪充满信心。

工艺水准  |  15





OG PROFESSIONAL

OG Professional系列是专业产品的缩影， 
使您能够在自己家中使用世界顶级厨师的
同款产品烹饪菜肴。领先的专业应用技术
与注重细节的独特外观相结合，是厨房的

核心产品。

通过我们的网站了解 
OG Professional烹饪系列



在家做饭，如同顶级餐厅一般
“家中的餐厅”，不仅意味着拥有餐厅中的专业设备，还意味着专注于厨房
位于家庭环境中这一事实，因此，在每一个组件上追求最佳人体工程学设
计，便于在日常生活中轻松使用。

高科技成分使得 Officine Gullo 能够为米其林星级主厨的餐厅设计并布置
厨房，例如威尼斯Belmond Hotel Cipriani，由主厨Vito Mollica主理的佛罗
伦萨Four Seasons，主厨Aram Mnatsakanov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开
的Probka连锁餐厅，Antonino Cannavacciuolo的Villa Crespo，Antonello 
Sardi的Virtuoso Restaurant。多年来，公司与这些主厨建立了稳固关系， 
与他们共同开发产品，提升创新烹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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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OG Professional系列 
颜色：银灰色 / 饰面：抛光镀铬



精细材料和先进技术
OG Professional 系列侧重于技术和设计细节。主体采用厚度高达 3 毫米
的钢板制成，并用实心黄铜装饰边框。该技术核心是一套功率高达  10kW 
的燃烧器，宽敞的多功能通风不锈钢烤箱，以及一系列直接源自高级厨房
的专业烹饪配件组成。

OG PROFESSIONAL  |  21



6种定制组合
OG Professional系列标准深度为  70  厘米，提供6种不同宽度的模
块，从 88 厘米到 208 厘米：分别为 88、128、148、168、188 和 208 厘
米。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饰面元素来装饰炉灶和烤箱。除了  6  种默认
尺寸组合之外，Officine Gullo  还确保客户可以根据定制的尺寸设计
自己的烹饪台面和岛台，选择需要安装在灶体的烹饪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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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 Professional系列灶台（细部） 

颜色：软灰色 / 饰面：缎面镀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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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S168 - 168 cm OG Professional系列灶台
该灶台旁边置有“Torricella”柜。
颜色：纯黑色 / 饰面：磨光黄铜



为厨房带来格调
先进的专业技术与独特的细节设计相结合，提升厨房美感。OG Professional
系列独立式烤箱灶台一体机的乐趣在于，它可以放置在任何地方，甚至可以
离开其余厨房设备。这种独立性确保该烤箱灶台一体机能够独自站在聚光
灯下，打破常规，占据中心位置。

OG PROFESSIONAL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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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S208 - 208 cm OG Professional系列灶台
颜色：纯黑色 / 饰面：磨光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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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S88
家用专业厨房的首选 
OGS88型号是最紧凑的独立式烤箱灶台一体机，适合想要在家中设立专
业厨房的人们。

可以根据主人的烹饪偏好和梦想定制灶台组成。灶台和下方区域都可从
系列元素中进行选择。 

图片中的 OGS88 烤箱灶台一体机宽 88 厘米。该设备完全采用高厚度钢
板制成，包括 80 厘米的灶台，搭配 4 个高性能燃烧器，外加防刮擦抛光钢
槽体、一个不锈钢通风电烤箱，加配 Gastronorm 专业烤盘（GES8P）。整台
一体机展现了细腻的实心黄铜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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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S128
紧凑烤箱灶台一体机的灵活性与专业性能  
OGS128型号宽近130厘米，可在灶台上创建多达3个烹饪区，下方区域， 
除了专业烤箱之外，还可以装备收纳柜或保温隔间。

可以根据主人的烹饪偏好和梦想定制灶台组成。灶台和下方区域都可从
系列元素中进行选择。 

图片中的 OGS128 烤箱灶台一体机宽 128 厘米。该设备完全采用高厚度钢
板制成，包括 80 厘米的灶台，搭配 4 个高性能燃烧器，外加防刮擦抛光钢
槽体；一个不锈钢通风电烤箱，加配 Gastronorm 专业烤盘（GES8P）；一个
平滑电扒版（FLS4E）和一部暖碟抽（SS4+SV），宽度均为  40  厘米。整台一
体机展现了细腻的实心黄铜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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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S148
紧凑但完整的烤箱灶台一体机 
OGS148比上一型号加宽了  20 厘米，是专业和业余厨师的理想选择。本产
品贴心的将两种烹饪方式水煮（意面炉）和煎烤（60 厘米平滑与横纹扒板）
融为一体。该一体机是简单烹饪方法的灵活选择方案，其宽敞的抽屉功能
强大且方便。

可以根据主人的烹饪偏好和梦想定制灶台组成。灶台和下方区域都可从
系列元素中进行选择。 

图片中的  OGS148  烤箱灶台一体机宽  148  厘米。该设备完全采用高厚度
钢板制成，包括：一个平滑与横纹扒板（FLRS6E）和一个台面下双抽屉模块
（CS6）；一个  80  厘米的灶台，搭配  4  个高性能燃烧器，外加防刮擦抛  光
钢槽体；一个不锈钢通风电烤箱，加配  Gastronorm  专业烤盘（GES8P）。 
整台一体机展现了细腻的实心黄铜细节。

 32 | OG PROFESSIONAL  



OG PROFESSIONAL  |  33



OGS168
完整烤箱灶台一体机中尺寸和性能的完 
美平衡
OGS168的理念在于提高家用专业烤箱灶台一体机的潜力，是尺寸和性能
的完美平衡，是OG Professional系列中最令人喜爱的一款产品。这款紧
凑型产品具有食品制备区和独立烹饪区，拥有挑剔厨师所需的所有设备。 
本烤箱灶台一体机是喜爱高端烹饪中现代复杂技术高效性能的人们的理
想选择。

可以根据主人的烹饪偏好和梦想定制灶台组成。灶台和下方区域都可从
系列元素中进行选择。 

图片中的  OGS168  烤箱灶台一体机宽168厘米。该设备完全采用高厚度钢
板制成，包括：一个平滑电扒板（FLS4E)和一个台面下暖碟抽（SS4+SV）， 
两者均为 40 厘米； 一个 80 厘米的灶台，搭配 4 个高性能燃烧器，外加防刮
擦抛 光钢槽体和一个不锈钢电烤箱，加配 Gastronorm 专业烤盘（GES8P）。  
整台一体机展现了细腻的实心黄铜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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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S188
设计和专业性能的完美结合
杰出的 OGS188 烤箱灶台一体机将烹饪区域增加了 60 厘米，因此具备更
宽敞的空间和多功能性。灶台宽 188 厘米，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专门用
于制作意面或者类似菜肴，主要在平炉或者法式炉上烹饪；而另一边则是
烹饪肉和鱼的完美之选。如图版本的设备下面只有一台烤箱，但可以增加
第二台烤箱，以便同时烹制不同的菜肴。

可以根据主人的烹饪偏好和梦想定制灶台组成。灶台和下方区域都可从
系列元素中进行选择。 

图片中的 OGS188 烤箱灶台一体机宽 188 厘米。该设备完全采用高厚度钢
板制成，包括一个 80 厘米的灶台，搭配 4 个高性能燃烧器，外加防刮擦抛
光钢槽体和一个不锈钢电烤箱，加配  Gastronorm  专业烤盘（GES8P）；一
个平滑电扒板（FLS4E）和一台暖碟抽（SS4+SV），宽度均为 40 厘米； 两个 
60 厘米抽屉（CS6）。整台一体机展现了细腻的实心黄铜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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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S208
为完美主人打造杰出效果 
这款极为灵活的烤箱灶台一体机拥有顶级技术和功能，空间充足，提供多
种烹饪方法。OG208烤箱灶台一体机宽度为208厘米，可以为大型派对准
备晚餐。最多可以添加两个烤箱，能够同时烹制不同菜肴，而灶台部分可
以配备多种有用的设备，包括燃烧器、温控加热板、扒板、煮面台和油炸
台。另外，还可添加中性食物制备区。

可以根据主人的烹饪偏好和梦想定制灶台组成。灶台和下方区域都可从
系列元素中进行选择。 

图片中的OGS208独立烤箱灶台一体机宽208厘米。该单元完全采用高
厚度钢板制成，包括一个80厘米的灶台，配有温控加热板和两个燃烧器，
以及一个不锈钢电烤箱，加配Gastronorm专业烤盘（GES8P）；第二个 
80厘米灶台，配有四个燃烧器和第二个不锈钢电烤箱，加配Gastronorm
专业烤盘（GES8P）；一个40厘米平滑电扒板（FLS4E）；一个40厘米热饭器
（SV+SS4）。整台一体机使用细腻的实心黄铜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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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烤箱灶台一体机和岛台：顶级定制自由
除了 6 种默认尺寸组合之外，Officine  Gullo 还确保客户可以根据定制的
尺寸设计自己的烹饪台面和岛台，选择需要安装在灶体的烹饪设备。从尺
寸到构成，每一个设计细节都经过研究，以满足每一位客户的需求。定制
烤箱灶台一体机没有标准的尺寸或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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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 Professional 定制岛台 / CPP013 岛台抽油烟机

颜色：海蓝色 / 饰面：磨光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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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OG Professional系列 

颜色：银灰色 / 饰面：抛光镀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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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 Professional

40厘米天然气火山石BBQ烤架  
BBS4G

40厘米接触式电烤架  
BBSC4E

40厘米超大燃烧器  
DFWS4

80 厘米 4 头天然气燃烧器  
D2FS8P

120 厘米 4 头天然气燃烧器和法式炉头  
D2FPS12P

40 厘米单烹饪区电磁炉
PIS4.1

40 厘米双烹饪区电磁炉
PIS4.2

80 厘米 4 头烹饪区电磁炉 
PIS8

40厘米平滑电扒板  
FLS4E

40厘米横纹电扒板  
FRS4E

60厘米横纹电扒板  
FLRS6E

40 厘米法式炉  
TPS4GP

40厘米电煮面台  
CVCS4E

40厘米双电油炸台  
FGC2S4E

4 头燃烧器灶台 + 静态电烤箱  
GES8P

4 头燃烧器灶台 + 通风电烤箱  
GES8PV

双头燃烧器灶台 + 法式炉 + 电烤箱  
GEPS8P

80厘米通风电烤箱  
FES8

100厘米静态电烤箱  
FES10

100厘米多功能电烤箱  
FE10

80厘米多功能电烤箱  
FE8

可以根据主人的烹饪偏好和梦想定制灶台组成。灶台和下方区域
都可从下列元素中进行选择。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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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 Professional

40 厘米暖碟抽柜含柜门 
SV + SS4

20 厘米中性操作台面  
PNS2

40 厘米中性操作台面  
PNS4

60 厘米中性操作台面
PNS6

80 厘米中性操作台面
PNS8

9 千瓦双头燃烧器灶台
DFS4_9P

11 千瓦双头燃烧器灶台
DFS4_11P

13 千瓦双头燃烧器灶台 
DFS4_13P

40 厘米中性操作台面带槽 
PNLASA

80 厘米中性操作台面右侧带槽 
PNLASA8D

80 厘米中性操作台面左侧带槽
PNLASA8S

40厘米双抽屉  
CS4

60厘米双抽屉   
CS6

40厘米储物柜门  
SS4

60厘米厘米储物柜门  
SS6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F I O R E N T I N A

Fiorentina烤箱灶台一体机以优雅
坚固的钢制设计为特色，其设计能
够确保最高品质、性能和美学， 
以传统和创新满足所有烹饪需要。

通过我们的网站了解 
Fiorentina烤箱灶台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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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制造的优雅
Officine Gullo 凭借全新Fiorentina系列烤箱灶台一体机向意大利的美感
与优雅致敬。独特而注重细节的设计，给厨房风格带来个性。Fiorentina受
托斯卡纳及其金属工艺传统和历史的启发，是佛罗伦萨手工艺领域最著
名的表达之一。该烤箱灶台一体机完全在意大利设计和开发，旨在保证最
高品质、性能和美学，以传统和创新满足每一项烹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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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G486FC Fiorentina 120烤箱灶台一体机 - 玻璃门
CPD017 抽油烟机  / EMCFU01 60厘米咖啡机  / EFVFU01 60厘米蒸汽烤箱一体机 / FRCLI05F 120厘米冷藏-冷冻组合冰箱 
颜色：定制粉色 / 饰面：红铜



独家创意
全新Fiorentina独立式烤箱灶台一体机拥有细腻而强劲的设计。可以从
RAL色谱中选择任何颜色，用于外表喷漆，也可根据要求定制颜色，并可选
择多种不同饰面来处理黄铜细节，令每一台烤箱灶台一体机具有独一无
二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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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
该结构可从1000多种颜色（RAL色谱中的任意颜色）中进行选择，还可 
按需定制，并可以选择50多种不同的黄铜细节饰面组合，令每一套厨房 
独一无二。

火力
高性能燃烧器最大功率5千瓦，通过5种不同组合确保合适的火焰水平， 
从而实现几乎无限的控制可能。双调节允许对两个黄铜燃烧器环进行单独
控制：内环非常适合慢煮，外环用于大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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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友好
本系列不仅美观，而且非常易于使用。直观的控制面板可确保所有功
能都能以最简单的触控方式进行管理。多种功能，包括烹饪计时器、

肉温探针和各种可定制设置。

超宽和自清洁
烤箱采用双通风技术，带来最大热分布，实现最佳菜肴烹饪 
效果。伸缩式烤盘由坚固材料制成，便于拆卸餐盘并检查烹饪情况。烤箱
拥有其他功能，例如自清洁热解功能和大火力功能，用于快速达到温度，

此外配有食品温度探针。

材料
灶台的招牌元素是实心黄铜燃烧器和铸铁烤架，增加了耐用性和优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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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燃烧器：无与伦比的火力与控制， 
可以熔化、慢炖、翻炒、香煎
精密度对于强劲高功率和柔和低功率火焰而言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的密
封燃烧器提供了五种火焰配置组合，可实现近乎无限的控制可能。耐用黄
铜燃烧器环可在最大输出功率为5千瓦的情况下为烹饪容器的底部提供
出色的热量分布，而且其超大的燃烧器盖还能提供更温和的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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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火
在其5千瓦的最大功率下，可以在肉表面形成焦层，堪与您最喜欢的厨师媲美。 
大锅可以快速达到高沸腾状态，可以实现任何烹饪挑战。所有燃烧器环开始 
工作，带来最大烹饪火力。

中强火
烹煮意面到弹牙，真是小菜一碟。对燃烧器的渐进控制可确保最大的热量分布，
而不会产生过多的火焰，从而实现均匀和适度的沸腾。

中火
燃烧器环结合能够提供足够火力，有助于烹饪，避免烧焦，适合制作粘稠状态的
意式烩饭和柔滑的蛋奶冻。

慢火
慢炖、水煮或炖煮的方式来制作嫩汁、汤或炖菜。火焰围绕散热器盖，几乎不会碰
到烹饪容器底部，适合完美控制长时间低热烹饪。

微火
融化黄油，加热巧克力，或轻柔带出蔬菜鲜味，最低火设置来自慢炖燃烧器在散
热器盖下的缓慢滚动，辐射出轻柔热量。



Fiorentina 75
感应灶 - 76厘米

Fiorentina 75钢制独立式烤箱灶台一体机能够确保非常高的质量和性能。
炉灶有四个玻璃陶瓷表面感应灶，所有烹饪区都有大火力功能器、开/关
和余热（H）灯，还有加热和低温功能。

该独立式烤箱灶台一体机配备了一个专业的多功能电烤箱，容量为124升。
烤箱配备了双对流技术，使热量得到最佳分布，实现无与伦比的烘烤性能
和均匀温度。内部可伸缩铬烤架允许在烹饪过程中方便检查菜肴，并在完
成后毫不费力地取出。宽大的烤箱门——有带窗和不带窗两个版本——配
备了辅助关闭系统，可以吸收冲击，由3个卤素灯提供内部照明，一览无
余。黑瓷搪瓷内壁和搪瓷托盘，与防溅烧烤盖一起提供，便于收集液体，同
时防止液体弄脏烹饪室内壁，便于清洁。该烤箱还具有热解自清洁功能。
门结构确保即使在热解循环中（465°C）室外温度也能小于50°C。最后， 
由于有直观控制显示，所有功能都可以通过简单的触摸来管理。

 56 | FIORENTINA



FIORENTINA  |  57
OGS304IC Fiorentina 75烤箱灶台一体机 - 实门

颜色：纯黑色 / 饰面：磨光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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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S304IC  Fiorentina 75烤箱灶台一体机 - 实门
CPD017抽油烟机 / ACR014面板 / ACSSEMB00水槽 / Officine Gullo 细木工板
颜色：纯黑色 / 饰面：磨光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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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orentina 90感应灶/双燃料/全煤气- 91厘米

在Fiorentina 90双燃料和全煤气版本中，六个不同大小的燃烧器，配备双
铜燃烧器和沉重的专业铸铁烤架，确保质量和性能。灶台设计是为了保
证最大的功率，以达到最佳的烹饪效果，并具有迷人和永不过时的风格。
同时确保操控度和精细度：两个环形燃烧器可单独控制：内圈适合慢速 
烹饪，外圈适合大火。事实上，黄铜燃烧器既可轻度慢炖，也可提供最大 
5千瓦的功率。 铸铁箅子能够承受灼热温度和快速温度变化，不会
失去其强度。 它们可以根据您的需要轻松定位平底锅。作为燃气灶的替代
品，也提供感应灶版本。 

多功能电烤箱具有超大的容量（161升），并配备了双重通风装置，可以更好
地分配热量。多种烘烤功能可实现最终的灵活性、性能和容量。内部可伸
缩铬烤架允许在烹饪过程中方便检查菜肴，并在完成后毫不费力地取出。 

宽大的烤箱门——有带窗和不带窗两个版本——配备了辅助关闭系统， 
可以吸收冲击，由卤素灯提供内部照明，一览无余。门结构确保即使在热
解循环中（465°C）室外温度也能小于50°C。黑瓷搪瓷内壁和搪瓷托盘， 
与防溅烧烤盖一起提供，便于收集液体，同时防止液体弄脏烹饪室内壁，
便于清洁。此外，烤箱还有其他功能，如自清洁热解功能和用于快速达到
温度的大火力功能，此外还有一个食品温度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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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S366IC Fiorentina 90烤箱灶台一体机 - 实门 / ACR014面板

颜色：鸽蓝色 / 饰面：磨光黄铜



 62 | FIORENTINA

OGS366IC Fiorentina 90烤箱灶台一体机 - 实门
CPD017抽油烟机 / ACR014面板
颜色：鸽蓝色 / 饰面：磨光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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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orentina 120
双燃料 - 122厘米

Fiorentina 120烤箱灶台一体机有双燃料版本，其特点是精心设计的烹饪
表面，有六个燃烧器位置，每个位置都有五合一专业燃烧器，位于连续铸
铁箅子下方，还有一个Trilaminate不锈钢烤盘，提供无与伦比的动力和 
控制，可以按照你的愿望熔化、煨制、炒制和烤制。在每个火力水平上， 
功率和热量均匀分布的完美结合，既能保温，也能提供5千瓦香煎。 
Trilaminate烤盘：功能强大且美观，由两种独特不锈钢层组成，经久耐用，
易于清洁，三层烤盘，外层覆盖铝，使热量分布均匀、稳定。铸铁箅子：连续
铸铁箅子可以承受高温和快速温度变化而不失其强度，可以根据您的需
要轻松定位平底锅。

在灶台下方，有两个自清洁对流烤箱，提供多种烘烤功能，具有最大的灵
活性、性能和容量。可伸缩铬烤架允许在烹饪过程中方便检查菜肴，并在
完成后毫不费力地取出。冰感门：4层热反射玻璃确保烤箱开启时冰感门
的安全性——即使在热解循环最高温度下（465℃）也是如此。缓冲门：坚固
的不锈钢炉门配有宽大观察窗，利用缓冲铰链，为烤箱门提供毫不费力地
缓冲闭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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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S486FC Fiorentina 120烤箱灶台一体机 - 实门

颜色：电视灰 / 饰面：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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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S486FC Fiorentina 120烤箱灶台一体机 - 实门
CPD017抽油烟机 / ACETAOG02PCL水龙头 /  ACSTOPBD I槽体 / Officine Gullo 细木工板
颜色：电视灰 / 饰面：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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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orentina 150
感应灶 - 152厘米

这款用途极为广泛的独立式炉灶采用了顶级技术和功能。灶台带有八个
玻璃陶瓷表面感应灶烹饪区，在效果和易用性方面都有出色表现。所有烹
饪区都有大火力功能器、开/关和余热（H）灯，还有加热和低温功能。

该烤箱灶台一体机配有两个专业的多功能电子烤箱，每个容量为124升， 
可以同时烹饪不同的菜肴。烤箱配备了双对流技术，使热量得到最佳分
布，实现无与伦比的烘烤性能和均匀温度。内部可伸缩铬烤架允许在烹饪
过程中方便检查菜肴，并在完成后毫不费力地取出。宽大的烤箱门——有
带窗和不带窗两个版本——配备了辅助关闭系统，可以吸收冲击，由3个
卤素灯提供内部照明，一览无余。黑瓷搪瓷内壁和搪瓷托盘，与防溅烧烤 
盖一起提供，便于收集液体，同时防止液体弄脏烹饪室内壁，便于清洁。 
烤箱还具有热解自清洁功能。门结构确保即使在热解循环中（465°C）室外
温度也能小于50°C 。最后，由于有直观控制显示，所有功能都可以通过简
单的触摸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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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GS304IC Fiorentina 150烤箱灶台一体机 - 实门

CPD017抽油烟机 / POM.ACR069 / ACR014 面板 / Officine Gullo 细木工板
颜色：信号白 / 饰面：抛光镀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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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GS304IC Fiorentina 150烤箱灶台一体机 - 实门
CPD017抽油烟机 / ACETARB060CL水龙头 / ACSSEMBDI水槽 / POM.ACR069挂架 / ACR014面板 / Officine Gullo 细木工板
颜色：信号白 / 饰面：抛光镀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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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orentina 180
双燃料 - 182厘米

在Fiorentina 180双燃料版本中，有十二个不同大小的燃烧器，带有双铜
燃烧器和沉重的专业铸铁烤架，确保质量和性能。三个配件丰富了烹饪体
验：两个光滑的搪瓷铸铁烤盘和一个火山石烤盘。灶台设计是为了保证最
大的功率，以达到最佳的烹饪效果，并具有迷人和永不过时的风格。同时
确保操控度和精细度：两个环形燃烧器可单独控制：内圈适合慢速烹饪，
外圈适合大火。事实上，黄铜燃烧器既可轻度慢炖，也可提供最大5千瓦
的功率。铸铁箅子能够承受灼热温度和快速温度变化，不会失去其强度。 
它们可以根据您的需要轻松定位平底锅。

该烤箱灶台一体机配有两个专业的多功能电子烤箱，每个容量为161升， 
可以同时烹饪不同的菜肴。烤箱配备了双对流技术，使热量得到最佳 
分布，实现无与伦比的烘烤性能，和均匀温度。内部可伸缩铬烤架允许在
烹饪过程中方便检查菜肴，并在完成后毫不费力地取出。

宽大的烤箱门——有带窗和不带窗两个版本——配备了辅助关闭系统， 
可以吸收冲击，由3个卤素灯提供内部照明，一览无余。黑瓷搪瓷内壁和搪
瓷托盘，与防溅烧烤盖一起提供，便于收集液体同时防止液体弄脏烹饪室
内壁，便于清洁。烤箱还具有热解自清洁功能。门结构确保即使在热解循
环中（465°C）室外温度也能小于50°C。最后，由于有直观控制显示，所有功
能都可以通过简单的触摸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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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GS366FC Fiorentina 180烤箱灶台一体机 - 实门

CPD020抽油烟机 / ACETAOG06LOB 水龙头
颜色：松树绿 / 饰面：磨光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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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GS366FC Fiorentina 180烤箱灶台一体机 - 实门
CPD020抽油烟机 / ACETAOG06LOB水龙头 / FRCG403I冷藏-冷冻组合冰箱 / KNTG402I酒柜
颜色：松树绿 / 饰面：磨光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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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ORENTINA 75 / 感应灶 / 实门
OGS304IC
Fiorentina烤箱灶台一体机76厘米

FIORENTINA 75 / 感应灶 / 玻璃门
OGG304IC
Fiorentina烤箱灶台一体机76厘米

FIORENTINA 90 / 感应灶 / 实门
OGS366IC
Fiorentina烤箱灶台一体机91厘米

FIORENTINA 90 / 感应炉 / 玻璃门
OGG366IC
Fiorentina烤箱灶台一体机91厘米

FIORENTINA 90 / 双燃料 / 实门
OGS366FC
Fiorentina烤箱灶台一体机91厘米

FIORENTINA 90 / 感应灶 / 玻璃门
OGG366FC
Fiorentina烤箱灶台一体机91厘米

FIORENTINA 90 / 全燃气 / 实门
OGS366F
Fiorentina烤箱灶台一体机91厘米

FIORENTINA 90 / 全燃气 / 玻璃门
OGG366F
Fiorentina烤箱灶台一体机91厘米

Fiorentina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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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FIORENTINA 75和150烤箱的
伸缩式烤架
FIOACC01

用于FIORENTINA 90和180烤箱的
伸缩式烤架
FIOACC02

用于FIORENTINA 75和150的铸铁
烹饪盘
FIOACC03 

用于FIORENTINA 90和180的铸
铁烹饪盘
FIOACC04

中式炒锅环
FIOACC05

慢炖板
FIOACC06

Fiorentina配件

FIORENTINA 120 / 双燃料 / 实门
OGS486FC
Fiorentina烤箱灶台一体机122厘米

FIORENTINA 120 / 双燃料 / 玻璃门
OGG486FC
Fiorentina烤箱灶台一体机122厘米

FIORENTINA 150 / 感应灶 / 实门
2OGS304IC
Fiorentina烤箱灶台一体机152厘米

FIORENTINA 150 / 感应灶 / 玻璃门
2OGG304IC
Fiorentina烤箱灶台一体机152厘米

FIORENTINA 180 / 双燃料 / 实门
2OGS366FC
Fiorentina烤箱灶台一体机182厘米

FIORENTINA 180 / 双燃料 / 玻璃门
2OGS366FC
Fiorentina烤箱灶台一体机182厘米

Fiorentina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R E S T A R T

Officine Gullo 经典风格的家用烹饪器具
系列，带有复古气息。模块化金属独立家
用电器，提供各种颜色和表面处理、 
抽油烟机和功能性厨房配件。

通过我们的网站了解 
Restart烤箱灶台一体机



传统与创新 

Restart系列来自于对佛罗伦萨老式别墅的设计和装饰的研究。为了表示
尊重，Restart系列继续在佛罗伦萨附近的托斯卡纳乡村中制作。专家的手
在公司车间里创造出独特的烹饪和制冷设备系列、时尚的抽油烟机和厨
房配件。创新和高性能家用电器全部以最佳材料完成：实心黄铜、压光红
铜、古钢和铸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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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铜“弹簧”闭合细节



 82 | RESTARTFRKLI01F冷藏-冷冻组合冰箱带酒柜



模块化和协调风格
模块化是Restart系列的突出特点，它使空间组织具有最大灵活性，创造独
特环境。每件产品都是为满足客户愿望而制作的独家装饰元素，可以定制
各种颜色和饰面。

从独立式烤箱灶台一体机到冷藏冰箱和抽油烟机，Restart系列的每件产
品都能点缀任何厨房，无论石制还是木制。每一个协调元素都能提升厨房
档次，并使技术与Restart风格完美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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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rt 90单烤箱
5 头燃烧器/ 6 头燃烧器/ 4 头燃烧器+扒板 / 感应灶

Restart 90 烤箱灶台一体机提供多功能电烤箱，带烤架和冷却风扇、电旋
转烤叉、恒温器、模拟 LCD 编程器。三层可拆卸玻璃冷感门对儿童更安全，
三层玻璃具有完美隔热性能，且易于清洁。  3  种配置可与古典和现代空间
完美融合：经典门、玻璃门和实门。灶台配备高效燃烧器，带安全阀和铸铁
格栅，有 4 种型号可供选择：5 头燃烧器、6 头燃烧器、4 头燃烧器带扒板或
感应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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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G090SB1 90 厘米 Restart 烤箱灶台一体机，配有 6 头燃烧器和电烤箱 - 经典门

CPD024抽油烟机 / ACR1004面板 / “Torricella”定制金属橱柜
颜色：宝石红 / 饰面：磨光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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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G090SB1 90 厘米 Restart 烤箱灶台一体机，配有 6 头燃烧器和电烤箱 - 经典门
CPD024抽油烟机 / ACR1004面板 / ACETARB050OB混合水龙头 / “Torricella”定制金属橱柜
颜色：宝石红 / 饰面：磨光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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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rt 90双烤箱
5头燃烧器 / 6头燃烧器 / 4头燃烧器 + 扒板 / 感应灶

Restart 90双烤箱灶台一体机双烤箱提供多功能主电烤箱，带烤架和冷却
风扇、恒温器、模拟 LCD 编程器。 第二个烤箱是一个带有电烤架和旋转烤
叉的迷你电烤箱。  三层可拆卸玻璃冷感门对儿童更安全，三层玻璃具有完
美隔热性能，且易于清洁。  3  种配置可与古典和现代空间完美融合：经典
门、玻璃门和实门。灶台配备高效燃烧器，带安全阀和铸铁格栅，有4种型
号可供选择：5 头燃烧器、6 头燃烧器、4 头燃烧器带扒板或感应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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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RT  |  89ELG090FS2 90 厘米 Restart 烤箱灶台一体机，配有 6 头燃烧器、2 电烤箱 - 实门 / ACETARB110 水龙头
颜色：松石蓝 / 饰面：抛光镀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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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G090FS2 90 厘米 Restart 烤箱灶台一体机，配有 6 头燃烧器、2 电烤箱 - 实门
ACETARB110水龙头
颜色：松石蓝 / 饰面：抛光镀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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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rt 100
4头燃烧器带扒板 / 5 头燃烧器 / 6 头燃烧器

Restart 100双烤箱灶台一体机双烤箱提供多功能电烤箱，带烤架和冷却
风扇、恒温器、模拟  LCD  编程器。第二个烤箱较小，是一个带有电烤架和
旋转烤叉的电烤箱。三层可拆卸玻璃冷感门对儿童更安全，三层玻璃具有
完美隔热性能，且易于清洁。3  种配置可与古典和现代空间完美融合：经
典门、玻璃门和实门。灶台配备高效燃烧器，带安全阀和铸铁格栅，有 3 种
型号可供选择：4 头燃烧器带扒板、5 头燃烧器、6 头燃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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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G100SG2 100 厘米 Restart 烤箱灶台一体机，配有 6 头燃烧器和 2 电烤箱 - 玻璃门

CPD001抽油烟机 / ACR1007面板 / MEN.ACR036M架 / POM.ACR069挂架 / ACETARB070混合水龙头 / ACSSEMBDI水槽 / Officine Gullo 细木工板
颜色：不锈钢 / 饰面：抛光镀铬



 94 | RESTART
ELG100SG2 100 厘米 Restart 烤箱灶台一体机，配有 6 头燃烧器和 2 电烤箱 - 玻璃门
颜色：不锈钢 / 饰面：抛光镀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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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rt 1208 头燃烧器 / 6 头燃烧器 + 扒板

Restart 120 双烤箱灶台一体机双烤箱提供多功能电烤箱，带烤架和冷却
风扇、恒温器、模拟 LCD 编程器和电旋转烤叉。第二个烤箱较小，是一个带
有电烤架和旋转烤叉的电烤箱。三层可拆卸玻璃冷感门对儿童更安全，三
层玻璃具有完美隔热性能，且易于清洁。3 种配置可与古典和现代空间完
美融合：经典门、玻璃门和实门。灶台配备高效燃烧器，带安全阀和铸铁格
栅，有 2 种型号可供选择：6 头燃烧器 + 扒板、8 头燃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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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G120OB2 120 厘米 Restart 烤箱灶台一体机，配有 8 头燃烧器和 2 电烤箱 - 经典门 / CPD024 抽油烟机 / Officine Gullo 细木工板 

颜色：交通蓝 / 饰面：磨光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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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G120OB2 120 厘米 Restart 烤箱灶台一体机，配有 8 头燃烧器和 2 电烤箱 - 经典门
CPD024抽油烟机 / Officine Gullo 细木工板 / MEN.ACR036B架子 / ACETARB070OB水龙头 / ACSSEMB00水槽 
颜色：交通蓝 / 饰面：磨光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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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RT 90单烤箱 / 实门
Restart烤箱灶台一体机90厘米 - 实门 - 单90厘米超大电烤箱
ELG090SS1 - 6 头燃烧器
ELG090CS1 - 5 头燃烧器
ELG090FS1 - 4  头燃烧器 + 扒板
ELG090IS1 - 感应灶

RESTART 90单烤箱 / 玻璃门
Restart烤箱灶台一体机90厘米 - 玻璃门 - 单90厘米超大电烤箱
ELG090SG1 - 6 头燃烧器
ELG090CG1 - 5 头燃烧器
ELG090FG1 - 4  头燃烧器 + 扒板
ELG090IG1 - 感应灶

RESTART 90单烤箱 / 经典门
Restart烤箱灶台一体机90厘米 - 经典门 - 单90厘米超大电烤箱
ELG090SB1 - 6 头燃烧器
ELG090CB1 - 5 头燃烧器
ELG090FB1 - 4  头燃烧器 + 扒板
ELG090IB1 - 感应灶

RESTART 90双烤箱 / 实门
Restart 烤箱灶台一体机 90厘米 - 实门 - 双电烤箱（60厘米 + 30厘米）
ELG090SS2 - 6 头燃烧器
ELG090CS2 - 5 头燃烧器
ELG090FS2 - 4  头燃烧器 + 扒板
ELG090IS2 - 感应灶

RESTART 90双烤箱 / 玻璃门
Restart烤箱灶台一体机90厘米 - 玻璃门 - 双电烤箱（60厘米 + 30厘米） 
ELG090SG2 - 6 头燃烧器
ELG090CG2 - 5 头燃烧器
ELG090FG2 - 4  头燃烧器 + 扒板
ELG090IG2 - 感应灶

RESTART 90双烤箱 / 经典门
Restart 烤箱灶台一体机 90厘米 - 经典门 - 双电烤箱（60厘米 + 30厘米）
ELG090SB2 - 6 头燃烧器
ELG090CB2 - 5 头燃烧器
ELG090FB2 - 4  头燃烧器 + 扒板
ELG090IB2 - 感应灶

Restart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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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RT 100 / 实门
Restart 烤箱灶台一体机 100厘米 - 实门 - 双电烤箱（60厘米 + 40厘米）
ELG100SS2 - 6 头燃烧器
ELG100CS2 - 5 头燃烧器
ELG100FS2 - 4  头燃烧器 + 扒板

RESTART 100 / 玻璃门
Restart 烤箱灶台一体机100厘米 - 玻璃门 - 双电烤箱（60厘米 + 40厘米）
ELG100SG2 - 6 头燃烧器
ELG100CG2 - 5 头燃烧器
ELG100FG2 - 4  头燃烧器 + 扒板

RESTART 100 / 经典门
Restart 烤箱灶台一体机 100厘米 - 经典门 - 双电烤箱（60厘米 + 40厘米）
ELG100SB2 - 6 头燃烧器
ELG100CB2 - 5 头燃烧器
ELG100FB2 - 4  头燃烧器 + 扒板

RESTART 120 / 实门
Restart 烤箱灶台一体机 120厘米 - 实门 - 双电烤箱（90厘米 + 30厘米）
ELG120OS2 - 8 头燃烧器
ELG100FS2 - 6 头燃烧器 + 扒板

RESTART 120 / 玻璃门
Restart 烤箱灶台一体机120厘米 - 玻璃门 - 双电烤箱（90厘米 + 30厘米）
ELG120OG2 - 8 头燃烧器
ELG100FG2 - 6 头燃烧器 + 扒板

RESTART 120 / 经典门
Restart 烤箱灶台一体机 120厘米 - 经典门 - 双电烤箱（90厘米 + 30厘米）
ELG120OB2 - 8 头燃烧器
ELG100FB2 - 6 头燃烧器 + 扒板

Restart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抽 油 烟 机

对系统运行空间的细致研究意味着每台
抽油烟机都是厨房空气最终再利用的完

美解决方案。

在我们的网站上发现
所有引擎盖



厨房空气循环的最佳之选
Officine Gullo 对于抽油烟机的开发源自对烹饪范围内强劲吸力的需
求，它不是简单的吸气马达。相反，它拥有手工制作的自支撑结构，能保
证快速而有力地清除气味和蒸汽。这些抽油烟机采用极其先进的技术，
搭配过滤系统，可以有效而安静地净化空气。对系统运行空间的细致研
究意味着每台抽油烟机都是厨房空气最终再利用的完美解决方案。

 104 | 抽油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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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S208 - 208厘米OG Professional烤箱灶台一体机 / CPP001抽油烟机 

颜色：不锈钢 / 饰面：抛光镀铬



 106 | 抽油烟机

材料
Officine Gullo 抽油烟机由高厚度的钢材为原材料并搭配表面喷漆
工艺而成，边缘部分则由实心黄铜精心打造。高厚度镀铜饰面也是
我们独有的特色。

高度  
Officine Gullo 抽油烟机可以调整到任何高度。“velette”盖板系统将通
风口一直隐藏到天花板，很高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该方案能够解决实
际问题，能够低调适用于所有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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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抽油烟机配备了迷宫式过滤器以及LED照明系统，吸气量高达每小时

2250立方米。

安装
我们的通风专家顾问将在整个规划和安装过程中为您的技术人员提

供建议。



家用抽油烟机
Officine Gullo 生产的家用抽油烟机符合Fiorentina和Restart灶具的性能
要求。它们由喷漆钢制成，有7种不同型号，在尺寸、饰面和颜色方面可与
烤箱灶台一体机配合，以确保审美上的完美匹配。抽油烟机配备了迷宫式
过滤器以及3000K LED照明，吸气量高达每小时1600立方米。

“Straight Sides”抽油烟机
CPD017 / 金字塔形的外观更适合现代风格的厨房，由于其侧面垂直，可以更
完美地将两个立面契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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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和“High Dome”抽油烟机
CPD004 - CPD024 / “Dome”形状的传统线条使它能够完美地融入
古典风格的厨房。

“Pyramid”和“High Pyramid”抽油烟机
CPD001 - CPD020 / 金字塔形的简约线条更适合现代风格厨房。

“Bell”和“High Bell”抽油烟机
CPD013 - CPD025 / “Bell”形状的传统线条使它能够完美地融入古典风
格的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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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抽油烟机
本系列抽油烟机为强大的 OG Professional 烤箱灶台一体机设计，具有完
美的抽吸能力，凭借其过滤系统，能够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有效且快速
的方式净化空气，并具有低噪音水平和低消耗的优点。手工制作的专业抽
油烟机，分成 7 种不同型号，罩面支持定制颜色和饰面，以确保完美的审美
组合。抽油烟机内部配备 3000K LED 照明灯，每小时的吸气量可达 2250 
立方米。

 110 | 抽油烟机

“Straight Sides”抽油烟机
CPP017 / 金字塔形的外观更适合现代风格的厨房，由于其侧面垂直，
可以更完美地将两个立面契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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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和“High Dome”抽油烟机
CPP004 - CPP024 / “Dome”形状的传统线条使它能够完美地融入古典
风格的厨房。

“Pyramid”和“High Pyramid”抽油烟机
CPP001 - CPP002 / 金字塔形的简约线条更适合现代风格厨房。

“Bell”和“High Bell”抽油烟机
CPP013 - CPP025 / “Bell”形状的传统线条使它能够完美地融入古典风
格的厨房。





面 板、 置 物 架、 挂 架

这些物品远不止是简单的厨房细节：它们能够提高厨
房的可用性和功能性，同时也能装饰厨房环境。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
所有面板和挂架



 114 | 面板、搁架、挂架

金属面板
优雅厨房的额外小细节，将Florent ine的手工技艺与强大功能结合 
在一起。宽大的金属面板看起来更像挂毯，使用红铜、黄铜和不锈钢制成。 
这些面板经过处理，以确保耐用性和强度，可以按照客户选择的尺寸和设
计制作。



面板、搁架、挂架  |  115ACR1004面板 / MEN.ACR036M架子



 116 | 面板、搁架、挂架MEN.ACR036架子



置物架和挂钩
磨光黄铜置物架；带挂钩的挂架；滑动晾架，可使用各种饰面。Officine  Gullo 
的这些物品不仅仅是简单的厨房细节：同时也是小小的机械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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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有锤纹饰边和 2 个凹斜角面板
ACR1000
金属面板有以下  3  种材质可供选择：红铜、不锈钢
和黄铜

4 面带锤纹装饰面板
ACR1003
金属面板有以下  3  种材质可供选择：红铜、不锈钢
和黄铜

实心黄铜框架面板
ACR1004
金属面板有以下  3  种材质可供选择：红铜、不锈钢
和黄铜。
并搭配磨光黄铜，抛光黄铜、缎面镀镍、抛光镀铬
等饰面。

 118 | 面板、搁架、挂架

面板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面板、搁架、挂架  |  119ACR1004面板 



实心黄铜架，用于放置锅碗瓢盆，有 6 根圆柱
体组成
MEN.ACR036
置物架，可选择磨光黄铜、抛光镀铬、缎面镀镍等装
饰效果

实心黄铜架，用于放置锅碗瓢盆，有 4 根圆柱
体组成
MEN.ACR035
置物架，可选择磨光黄铜、抛光镀铬、缎面镀镍等装
饰效果

实心黄铜架，用于放置锅碗瓢盆，有 6 根圆柱
体组成
MEN.ACR036M
置物架，可选择磨光黄铜、抛光镀铬、缎面镀镍等装
饰效果

置物架和挂架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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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实心黄铜杆，用于带滑动钩的器皿
POM.ACR069
挂架，可选择磨光黄铜、抛光镀铬、缎面镀镍等装饰
效果。

直线实心黄铜杆，用于带滑动钩的器皿
POM.ACR014
挂架，可选择磨光黄铜、抛光镀铬、缎面镀镍等装饰
效果。

带滑动钩的黄铜勺杆
POM.ACR030
挂架，可选择磨光黄铜、抛光镀铬、缎面镀镍等装饰
效果。

带弧形支撑的黄铜勺杆
POM.ACR044
挂架，可选择磨光黄铜、抛光镀铬、缎面镀镍等装饰
效果。

架子和挂架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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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ne Gullo 烧烤烹饪套件通过最高质
量的烹饪系统融合了创新和工艺的传统，

拥抱一个新的烹饪世界。

OG PROFESSIONAL
烧烤炉

通过本公司网站 
了解OG Professional烧烤炉



花园里的餐馆
 
Officine Gullo 烧烤烹饪一体炉通过最优质的烹饪系统将创新设计和手
工传统融合在一起，打开全新烹饪世界，在一件产品中提供真正的户外
厨房：能够胜任各种烹饪方式，确保与顶级餐厅厨房一样无与伦比的性
能。作为中心点，让家人和朋友可以露天齐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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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Q56
颜色：信号白/ 饰面：抛光镀铬



OG Professional烧烤炉100
100 型烧烤烹饪一体机是户外烹饪爱好者的完美烹饪工具。这款 BBQ 烧烤炉
宽度为 100 厘米，适合任何露天烹饪需求。可分为独立式和嵌入式两种，烹饪
面积为 500 平方厘米，配备了三个高性能不锈钢主燃烧器、一个集成烟熏和
旋转烤架系统。配件组可以扩大户外烧烤烹饪的范围。

特点
•  三个高性能不锈钢主燃烧器
•  带有红外线燃烧器的集成旋转烤架系统
•  带有专用燃烧器和木材抽屉的综合吸烟系统
• 500平方厘米的烧烤区
• 3区食物加热烤架
•  集成了高强度双卤素工作灯
•  可使用液化石油气或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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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Q42

颜色：交通黄 / 饰面：抛光镀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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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Q56
颜色：信号白/ 饰面：光面镀铬



OG Professional烧烤炉140
140型烧烤烹饪一体机拥有650平方厘米的烧烤区，确保为家庭厨师提供专业
高科技和高性能的户外厨房。分为独立式和嵌入式两种，配备了三个高性能不
锈钢主燃烧器、一个集成烟熏和旋转烤架系统。配件组可以扩大户外烧烤烹饪
范围。

特点
•  三个高性能不锈钢主燃烧器
•  带有红外线燃烧器的集成旋转烤架系统
•  带有专用燃烧器和木材抽屉的综合吸烟系统
• 500平方厘米的烧烤区
• 3区食物加热烤架
•  集成了高强度双卤素工作灯
•  可使用液化石油气或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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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 Professional烧烤炉140 Plus
Plus 型烧烤烹饪一体机配有集成测燃烧器提供 500 平方厘米的烹饪区，确保
为家庭厨师提供专业高科技和高性能的户外厨房。分为独立式和嵌入式两种，
配备了三个高性能不锈钢主燃烧器、一个集成烟熏和旋转烤架系统。配件组可
以扩大户外烧烤烹饪范围。

特点
•  三个高性能不锈钢主燃烧器
•  带有红外线燃烧器的集成旋转烤架系统
•  带有专用燃烧器和木材抽屉的综合吸烟系统
• 500平方厘米的烧烤区
• 3区食物加热烤架
•  集成了高强度双卤素工作灯
•  可使用液化石油气或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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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Q42PT

颜色：天空蓝 / 饰面：抛光镀铬



OG Professional烧烤炉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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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 PROFESSIONAL烧烤炉100独立式
BBQ42

OG PROFESSIONAL烧烤炉100嵌入式
BBQ42T

OG PROFESSIONAL烧烤炉140独立式
BBQ56

OG PROFESSIONAL烧烤炉140嵌入式
BBQ56T



OG Professional烧烤炉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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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 PROFESSIONAL烧烤炉140 PLUS独立式
BBQ56P

OG PROFESSIONAL烧烤炉140 PLUS嵌入式
BBQ56PT

BBQ56细节
颜色：信号白

饰面：抛光镀铬





水 龙 头

一系列具有永恒魅力的型号，能够与最
经典和最现代空间完美融合。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
所有水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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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TAOG02LCL抛光镀铬混合水龙头，带Lobe压杆
ACSUNDB00下沉式不锈钢长方形水槽



水是生命的代名词，
厨房的中心
生命、能量和资源的来源，工作和福祉的工具。只要想到有水的地方就有生
命，我们就能理解水的重要性。而厨房是我们滋养健康和获得营养的地方，
是对这一重要元素给予特别关注的正确场所。厨房中任何元素都不会像水
龙头那样被经常使用：它为卫生和健康提供了可能，喝水或烹饪都离不开
它。 Officine Gullo 的理念与水这一原始元素密切相关，这就是为什么它被
赋予了厨房的关键作用，致力于提升其功能性、安全性以及美感。  Officine 
Gullo  混合水龙头是每个厨房的焦点。一个部件，如水龙头，不只是配件， 
而是环境的真正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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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TAOG04COB压光黄铜双头混合水龙头，带Cone压杆
ACSSEMBDI围裙边压光黄铜长方形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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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设计和机械

Officine Gullo 不断研究，创造了一系列标志性产品，重新定义了家用和
专业混水器和水龙头的审美标准。这些珍贵的作品源自几个世纪的传统，
采用最精致手工艺，将高贵材料与设计和现代奢侈品的新标准相结合。 
每件产品都讲述了一个故事，通过设计师、工程师和手工匠人的独特合
作来创造。这些工艺品的设计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是精心研究和探索的 
结果，横跨各个领域：从机械到液压，再到航海领域，其中一些压杆和旋钮
非常抢眼。  其效果有如艺术品，独特且无法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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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TAOG02LNS缎面镀镍混合水龙头，带Lobe压杆
单把手混水器和Petal压杆细节



选择最佳材料
水龙头使用贵金属——实心黄铜铸件——制作，其厚度相当明显。 
水龙头重量就是明证。所选择的材料都经过处理，符合不含铅的标准，
并保证长久使用寿命。  

一个系列多种风格  
Officine Gullo 水龙头是一系列具有永恒魅力的型号，能够分别与最
古典和最现代空间完美融合。有些型号提供了选择旋钮类型的可能
性，通过更经典或更工业的特性一目了然的区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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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耐久性
Officine Gullo 对资源的有效利用非常敏感，并不断致力于开发优
雅而实用的产品，它非常重视工程方面的工作：在各个开发阶段采
用细致的设计，对每个细节都非常重视，确保水龙头耐用性，为每件

产品提供5年质保。  

注意生态
Officine Gullo 提供“节能”解决方案，其目的是尽量减少水的浪费， 

提供标准流量调节器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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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形状和特色
在混水器或旋钮、台面式、壁挂式、折叠式水龙头之间进行选择，基本涵盖
了客户所有可能的需求。
不仅如此，功能也非常多。除了经典厨房水龙头和混水器，还有：
• 壶嘴混水器延长花洒和壶嘴连接水龙头
• 台面花洒
• 折叠式混水器

不同旋钮，装扮您的水龙头
由于能够从三种不同类型的手柄中进行选择，该系列能够与传统空间和
更现代空间完美结合，为空间带来或工业或经典的感觉。

CONE
视觉上令人舒心的压杆，令人震撼的复古感觉。

PETAL
参考工业设计，其中传统风格元素被重新诠释为当代风格。

LOBE
手柄风格类似齿轮，纯粹的工业气息。铣削工艺给人以良
好的抓握感，同时也给水龙头赋予了坚固和实用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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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TAOG02LCL抛光镀铬水龙头，配Lobe压杆

ACETAOG05LCL抛光镀铬喷头，配Lobe压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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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TAOG06LCL抛光镀铬壶嘴水龙头 
配Lobe压杆

ACETAOG01LNS缎面镀镍水龙头，配Lobe压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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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铜可选三种饰面
整个水龙头系列由实心黄铜制成，有三种不同的表面处理，完美结合各种
项目，满足所有偏好。 

磨光黄铜
压光效果是严格通过手工进行的，令表面不平整，颜色变深，并重新创造
了一种“令人舒心的复古效果”。黄铜并非永不改变，而是随着时间推移会
出现变化。它是有生命力的，而且历久弥新，越来越多地展现出它的美丽。

缎面镀镍
金属呈现出一种“温暖的”银色调，通过进一步磨光过程使其呈现磨光感。

抛光镀铬
其“镜面”抛光效果，完全适应最现代且当代的空间。

水龙头  |  147



 148 | 水龙头



水龙头  |  149
ACETARB050OB 抛光黄铜混水器水龙头
ACSSUNDA00下沉式不锈钢长方形水槽



水龙头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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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式水龙头，配弧形鹅颈水嘴
ACETAOG01C - Cone压杆
ACETAOG01L - Lobe压杆
ACETAOG01P - Petal压杆

提供抛光镀铬（CL）、磨光黄铜（OB）、缎面镀镍（NS）

水龙头，配弧形鹅颈水嘴
ACETAOG02C - Cone压杆
ACETAOG02L - Lobe压杆
ACETAOG02P - Petal压杆

提供抛光镀铬（CL）、磨光黄铜（OB）、缎面镀镍（NS）

混水器水龙头，配弧形鹅颈水嘴
ACETAOG03C - Cone压杆
ACETAOG03L - Lobe压杆
ACETAOG03P - Petal压杆

提供抛光镀铬（CL）、磨光黄铜（OB）、缎面镀镍（NS）

双混水器水龙头，带弧形鹅颈水嘴
ACETAOG04C - Cone压杆
ACETAOG04L - Lobe压杆
ACETAOG04P - Petal压杆

提供抛光镀铬（CL）、磨光黄铜（OB）、缎面镀镍（NS）



水龙头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水龙头  |  151

台面式喷雾水龙头
ACETAOG05C - Cone压杆
ACETAOG05L - Lobe压杆
ACETAOG05P - Petal压杆

提供抛光镀铬（CL）、磨光黄铜（OB）、缎面镀镍（NS）

壶嘴水龙头
ACETAOG06C - Cone压杆
ACETAOG06L - Lobe压杆
ACETAOG06P - Petal压杆

提供抛光镀铬（CL）、磨光黄铜（OB）、缎面镀镍（NS）

单孔台面式水龙头
ACETARB010NS - 缎面镀镍
ACETARB010OB - 磨光黄铜

拱形喷嘴水龙头
ACETARB020NS - 缎面镀镍
ACETARB020OB - 磨光黄铜

壁挂式水龙头
ACETARB030NS - 缎面镀镍
ACETARB030OB - 磨光黄铜
上部喷射器30或35厘米



水龙头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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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挂式水龙头
ACETARB040NS - 缎面镀镍
ACETARB040OB - 磨光黄铜
上部喷射器30或35厘米

台面混合水龙头 
ACETARB050NS - 缎面镀镍
ACETARB050OB - 磨光黄铜
上部喷射器25或30厘米

可折叠式台面混合水龙头
ACETARB060NS - 缎面镀镍
ACETARB060OB - 磨光黄铜
上部喷射器25或30厘米

壶嘴水龙头，带可抽出式手持花洒
ACETARB070NS - 缎面镀镍
ACETARB070OB - 磨光黄铜

带弧形喷射器的混合水龙头
ACETARB080NS - 缎面镀镍
ACETARB080OB - 磨光黄铜

壁挂式混合水龙头
ACETARB090NS - 缎面镀镍
ACETARB090OB - 磨光黄铜
上部喷射器30或35厘米



水龙头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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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挂式混合水龙头
ACETARB100NS - 缎面镀镍
ACETARB100OB - 磨光黄铜

旋转式壶嘴水龙头
ACETARB110NS - 缎面镀镍
ACETARB110OB - 磨光黄铜

壶嘴连接混水器水龙头，带侧压杆
ACETARB120NS - 缎面镀镍
ACETARB120OB - 磨光黄铜

桥式水龙头 
ACETARB130NS - 缎面镀镍
ACETARB130OB - 磨光黄铜
上部喷射器25或30厘米

带混合手柄的台面喷水龙头
ACETARB140NS - 缎面镀镍
ACETARB140OB - 磨光黄铜
喷头在左边或在右边





水 槽

凭借工匠手工技能和设计师创意，钢、
红铜和黄铜充满了审美和功能上的优
势，能够提升每个厨房的洗涤区域。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
所有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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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TAOG04COB压光黄铜双头混合水龙头，带Cone压杆
ACSSEMBDI半嵌入式压光黄铜长方形水槽，配压光黄铜饰面和隔板



红铜、黄铜和钢： 
仅厚重贵重材料
Officine Gullo 水槽是魅力十足的解决方案，能够为厨房区域增添风格、
优雅、附加值：纯正的材料。“拥有古老记忆”的金属找到了意想不到、令人
惊讶的应用可能。红铜、黄铜和钢：回忆过去传统的高贵材料，以高达4毫
米的厚度精选并手工制作，拥有无可争辩的永恒魅力。使用这些著名材料
的选择取决于它们的非凡品质。例如，铜是人类使用过的最古老的材料 
之一。只有铜与金是彩色金属，能够为环境带来温暖而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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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手工艺
细致的加工过程，见多识广的知识积累，一丝不苟的手工态度。事实上，
焊接完全是手工完成的，因为只有人眼才能到达机器无法到达的地
方。Officine  Gullo  独特的处理方式可以在水槽制造的独家技术中被识别
出来。与工业生产中的金属板在成型阶段变薄不同，Officine Gullo 水槽完
全由厚板制成。对于矩形的水槽，将单个金属片折叠，然后手工焊接，以获
得均匀的厚度和完美的效果。对于圆形水槽，公司工匠们采用了”拉板”技
术和专门为此制定的车床：将黄铜或红铜手动放在模具上，然后从模具上
塑造出水槽。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金属在加工阶段不会被压薄，而是在
每个点上保持相同的厚度，从而确保独特的耐久性和耐受性。在可用饰面
中，边缘锤纹是最丰富的，完全手工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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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TAOG02PNS缎面镀镍混合水龙头，带Petal压杆
ACSUNDADI下沉式不锈钢长方形水槽，带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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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ACR036 置物架 
ACETARB070OB 磨光黄铜混水器水龙头
ACSSEMBDI 半嵌入式磨光黄铜长方形水槽，配磨光黄铜饰面和分离器



多种材料组合可实现更多样式
水槽可以由缎面钢、黄铜或古铜制成，而边缘和配件则是实心磨光黄铜，
还可以要求采用另外两种电镀表面处理，使金属具有更多的现代味道： 
缎面镀镍或抛光镀铬。由于有不同的材料组合，无论是同色系还是对比色
系，Officine Gullo 的水槽都能完美融入任何类型的厨房环境，既包括最质
朴的古代农舍，红铜和黄铜组合完美引入，也有更现代的当代环境，铬和
拉丝不锈钢的组合更为理想。Officine  Gullo  水槽可以插入任何类型厨房
项目，为环境增加重要的附加值。因此，组件变成了该地区主角，带来风格
和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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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设计 
凭借公司工匠的手工技能和 Officine Gullo 设计师的创意，将钢、红铜和黄
铜等元素以专业的审美和功能上的优势，提升每个厨房洗涤区域的整体
品味。该水槽系列提供三种类型，以满足不同设计要求：顶置式、下沉式或
半下沉式。可以选择两种形状：长方形或圆形。

配件  
美学和功能在每个细节上相辅相成。水槽配有附件，如碟架、肥皂托盘、 
带盖排水口和垃圾处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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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TAOG02LNS 缎面镀镍混合水龙头，带Lobe压杆

ACSTOPBDI 顶置式不锈钢长方形水槽，带缎面镀镍饰面和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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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置式长方形水槽，带阶梯
ACSTOPA00
水槽材料：不锈钢 / 磨光黄铜 / 红铜
饰面：抛光镀铬 / 磨光黄铜 / 缎面镀镍
水槽深度：18厘米
尺寸：40 x 53.5厘米 / 60 x 53.5厘米 / 80 x 53.5厘米 / 100 x 53.5厘米 / 120 x 53.5厘米 

顶置式长方形水槽，带阶梯和隔板
ACSTOPADI
水槽材料：不锈钢 / 磨光黄铜 
饰面：抛光镀铬 / 磨光黄铜 / 缎面镀镍
水槽深度：18厘米
尺寸：80 x 53.5厘米 / 100 x 53.5厘米 / 120 x 53.5厘米 

顶置式长方形水槽
ACSTOPB00
水槽材料：不锈钢 / 磨光黄铜 / 红铜
饰面：抛光镀铬 / 磨光黄铜 / 缎面镀镍
水槽深度：18厘米
尺寸：40 x 40厘米 / 60 x 40厘米 / 80 x 40厘米 / 100 x 40厘米 / 120 x 40厘米

顶置式长方形水槽，带隔板
ACSTOPBDI
水槽材料：不锈钢 / 磨光黄铜 / 红铜
饰面：抛光镀铬 / 磨光黄铜 / 缎面镀镍
水槽深度：18厘米
尺寸：80 x 40厘米 / 100 x 40厘米 / 120 x 40厘米

顶置式长方形水槽，带阶梯隔板
ACSTOPBBR
水槽材料：不锈钢 / 磨光黄铜 / 红铜
饰面：抛光镀铬 / 磨光黄铜 / 缎面镀镍
水槽深度：18厘米
尺寸：80 x 40厘米 / 100 x 40厘米 / 120 x 40厘米

顶置式长方形水槽，右侧配侧排水器
ACSTOPBPR
水槽材料：不锈钢 / 磨光黄铜 / 红铜
饰面：抛光镀铬 / 磨光黄铜 / 缎面镀镍
水槽深度：18厘米
尺寸：120 x 40厘米

顶置式长方形水槽，左侧配侧排水器
ACSTOPBPL
水槽材料：不锈钢 / 磨光黄铜 / 红铜
饰面：抛光镀铬 / 磨光黄铜 / 缎面镀镍
水槽深度：18厘米
尺寸：120 x 40厘米

顶置式圆形水槽
ACSTOPC00
水槽材料：磨光黄铜 / 红铜
水槽深度：18厘米
尺寸：直径35厘米 / 直径47厘米

下沉式长方形水槽，带阶梯
ACSUNDA00
水槽材料：不锈钢 / 磨光黄铜 / 红铜
水槽深度：18厘米
尺寸：40 x 53.5厘米 / 60 x 53.5厘米 / 80 x 53.5厘米 / 100 x 53.5厘米 / 120 x 53.5厘米

下沉式长方形水槽，带阶梯和隔板
ACSUNDADI
水槽材料：不锈钢 / 磨光黄铜 / 红铜
水槽深度：18厘米
尺寸：80 x 53.5厘米 / 100 x 53.5厘米 / 120 x 53.5厘米

下沉式长方形水槽
ACSUNDB00
水槽材料：不锈钢 / 磨光黄铜 / 红铜
水槽深度：18厘米
尺寸：40 x 40厘米 / 60 x 40厘米 / 80 x 40厘米 / 100 x 40厘米 / 120 x 40厘米

下沉式长方形水槽，带隔板
ACSUNDBDI
水槽材料：不锈钢 / 磨光黄铜 / 红铜
水槽深度：18厘米
尺寸：80 x 40厘米 / 100 x 40厘米 / 120 x 40厘米

水槽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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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式长方形水槽，带阶梯隔板
ACSUNDBBR
水槽材料：不锈钢 / 磨光黄铜 / 红铜
水槽深度：18厘米
尺寸：  80 x 40厘米 / 100 x 40厘米 / 120 x 40厘米

下沉式长方形水槽，右侧配侧排水器
ACSUNDBPR
水槽材料：不锈钢 / 磨光黄铜 / 红铜
水槽深度：18厘米
尺寸：120 x 40厘米

下沉式长方形水槽，左侧配侧排水器
ACSUNDBPL
水槽材料：不锈钢 / 磨光黄铜 / 红铜
水槽深度：18厘米
尺寸：120 x 40厘米

半下沉式长方形水槽，带阶梯
ACSSEMA00
水槽材料：不锈钢 / 磨光黄铜 / 红铜
饰面：抛光镀铬 / 磨光黄铜 / 缎面镀镍
水槽深度：18厘米
尺寸：40 x 63厘米 / 60 x 63厘米 / 80 x 63厘米 / 100 x 63厘米 / 120 x 63厘米

半下沉式长方形水槽，带阶梯和隔板
ACSSEMADI
水槽材料：不锈钢 / 磨光黄铜
饰面：抛光镀铬 / 磨光黄铜 / 缎面镀镍
水槽深度：18厘米
尺寸：80 x 63厘米 / 100 x 63厘米 / 120 x 63厘米

半下沉式长方形水槽
ACSSEMB00
水槽材料：不锈钢 / 磨光黄铜 / 红铜
饰面：抛光镀铬 / 磨光黄铜 / 缎面镀镍
水槽深度：18厘米
尺寸：40 x 47厘米 / 60 x 47厘米 / 80 x 47厘米 / 100 x 47厘米 / 120 x 47厘米

半下沉式长方形水槽，带隔板
ACSSEMBDI
水槽材料：不锈钢 / 磨光黄铜 / 红铜
饰面：抛光镀铬 / 磨光黄铜 / 缎面镀镍
水槽深度：18厘米
尺寸：80 x 47厘米 / 100 x 47厘米 / 120 x 47厘米

半下沉式长方形水槽，带阶梯
ACSSETA00
水槽材料：不锈钢 / 磨光黄铜 / 红铜
饰面：抛光镀铬 / 磨光黄铜 / 缎面镀镍
水槽深度：18厘米
尺寸：40 x 63厘米 / 60 x 63厘米 / 80 x 63厘米 / 100 x 63厘米 / 120 x 63厘米

半下沉式长方形水槽，带阶梯和隔板
ACSSETADI
水槽材料：不锈钢 / 磨光黄铜
饰面：抛光镀铬 / 磨光黄铜 / 缎面镀镍
水槽深度：18厘米
尺寸：80 x 63厘米 / 100 x 63厘米 / 120 x 63厘米

沥水架（黄铜/钢） 
LVQ036

厚金属肥皂碟 
LVQ037

**饰面

*水槽材料

水槽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冰 箱

配备尖端技术，能够满足各类食品和
饮料保护需求的电器，以保证食品的

营养和有机特性。

通过本公司网站 
了解所有冰箱



业内顶尖产品
Officine Gullo 为其厨房精选食品保鲜业内最创新的产品。配备尖端技
术，能够满足各类食品和饮料保存需求的电器，以保证食品的营养和有
机特性。

定制冰箱，就像老式食品间
受这种古老家具的启发，并得益于最先进的技术，Officine Gullo 现在可
提供定制模块化冰箱墙，由不同部件和尺寸组成，构成无限组合。 

设计体验的附加值
在制冷区设计阶段，Officine Gullo 专注于空间外观和日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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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CG402 - 90厘米冷藏-冷冻组合冰箱 
颜色：珍珠米黄 / 饰面：缎面镀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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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 FRCG402 90厘米冷藏-冷冻组合冰箱
颜色：纯橙色 / 饰面：抛光镀铬



冷藏-冷冻组合冰箱
高能效且易于实际使用。冰箱部件可确保最佳保存效果，而实用抽屉可 
设置湿度，因此可提供超长的新鲜度。NoFrost技术意味着冰柜不再需 
要除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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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门冷藏冰箱
Officine Gullo 精选冰箱系列配备了智能食物测量和应对技术，能够适合
具有特殊需求或特别精致食品的要求。这款独特冰箱提供独立的微气候
和卓越性能，具有卓越的冷却技术质量和精度。例如，凭借湿度调节指示器，
冷藏抽屉可以提高新鲜产品存储时间。建议肉类、鱼类和乳制品原料采用
低湿度（约65%），而较高的湿度（不超过95%）是水果和蔬菜的理想选择。
正确的湿度和温度确保食物以最佳方式储存，并减缓细菌滋生。与传统冰
箱相比，食品外观，味道和维他命成分的保存时间长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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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FG405 75厘米，单门冷藏冰箱

颜色：银灰色 / 饰面：抛光镀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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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ZG406 90厘米，单门冷冻冰箱
颜色：天青蓝 / 饰面：磨光黄铜



单门冷冻冰箱
Officine Gullo 提供的冰箱具有宽敞设计、高能效，操作简便的特点。低
功耗 LED 可确保明亮舒适的照明，并提高产品能效。 NoFrost 技术意味
着冰柜不再需要除霜。透明抽屉便于日常使用，伸缩轨道也便于直接打
开。某些型号配有组合式制冰机。

制冷  |  175



为葡萄酒欢庆
酒柜专为希望储存并展示其产品的葡萄酒鉴赏家而设计，融合了先进技
术、多种可控功能，适合不同类型的酒以达到最合适的温度和湿度水平。
除了确保葡萄酒和香槟的最佳状态和理想温度之外，酒柜也是厨房或起
居室的关键设计元素，可以装在家具内或采用独立式。葡萄酒随着时间推
移而变化；它是有生命的。以最好方式存储酒不仅是当务之急，同时也是
品尝各类葡萄酒香味、风味和细微差别的必要条件。

同时在理想温度下品尝多种葡萄酒
Officine Gullo 葡萄酒窖包括一个、两个或三个子温度区，可在+5和20°C 
之间单独调节，精确到一度。可以确保在任何时候都能提供合适温度的 
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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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x KNTG401 45厘米酒柜
颜色：珍珠白 / 饰面：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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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系列
内置式冷藏-冷冻组合冰箱，90厘米3门
FRCG401

专业系列
内置式冷藏-冷冻组合冰箱，90厘米2门 
FRCG402

专业系列
内置式冷藏-冷冻组合冰箱，75厘米
FRCG403

专业系列
内置式单门冷藏冰箱，90厘米
FRFG404

专业系列
内置式单门冷藏冰箱，75厘米
FRFG405

专业系列
内置式单门冷藏冰箱，60厘米
FRFG407

专业系列
内置式单门冷冻冰箱，45厘米
FRZG409

专业系列
内置式单门冷冻冰箱，60厘米
FRZG408

专业系列
内置式单门冷冻冰箱，75厘米
FRZG406

专业系列
内置式台下式冷冻冰箱，60厘米 
FRZG410S

专业系列
内置式台下式冷藏冰箱，60厘米 
FRFG411S

PREMIUM系列
独立式冷藏-冷冻组合冰箱，70厘米，配BIOCOOL盒
FRCLI01F

PREMIUM系列
独立式冷藏-冷冻组合冰箱，70厘米，配BIOFRESH盒 
FRCLI01F PLUS

PREMIUM系列
独立式冷藏冰箱，60厘米，配BIOCOOL盒 
FRCLI02F

PREMIUM系列
独立式冷藏冰箱，60厘米，配BIOFRESH盒 
FRCLI02F PLUS

PREMIUM系列
独立式冷藏-冷冻组合冰箱，70+70厘米， 
配BIOFRESH和BIOCOOL盒 
FRCLI03F

PREMIUM系列
独立式冷藏-冷冻组合冰箱，60厘米，配BIOCOOL盒
FRCLI04F

PREMIUM系列
独立式冷藏-冷冻组合冰箱， 
60厘米，配BIOFRESH盒
FRCLI04F PLUS

PREMIUM系列
独立式冷藏-冷冻组合冰箱, 
60+60厘米 
有BIOFRESH和BIOCOOL盒
FRCLI05F

PREMIUM系列
独立式冷藏-冷冻组合冰箱，带葡萄酒冷却器，120厘米
FRKLI01F

* 设计、尺寸和技术特性可能随时因技术和商业要求而发生变化。

冷藏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制冷  |  179

专业系列
内置式酒柜，45厘米
KNTG401

专业系列
内置式酒柜，60厘米
KNTG402

专业系列
内置式台下式酒柜，60厘米，有一个调温区
KNTG201S

专业系列
内置式台下式酒柜，60厘米，有两个调温区
KNTG202S

PREMIUM系列
内置式台下式酒柜，60厘米，有一个调温区
KNTLI01S

PREMIUM系列
内置式台下式酒柜，60厘米，有两个调温区
KNTLI02S

PREMIUM系列
独立式酒柜，宽70厘米，高165厘米
KNTLI03F

PREMIUM系列
独立式酒柜，宽70厘米，高192厘米
KNTLI04F

桥柜 
OG桥柜是一个连接部件，能够将一个、两个、三个内置式制冷
设备组合在一起，变成独立式产品。它是墙柱的理想解决方案，
允许厨房设计师在高度水平上进行优化，无需添加额外柜子。

1电器桥柜，45厘米
PON001

1电器桥柜，60厘米
PON002

1电器桥柜，75厘米
PON003

1电器桥柜，90厘米
PON004

2电器桥柜，60+60厘米
PON005

2电器桥柜，75+75厘米
PON006

2电器桥柜，90+90厘米
PON007

2电器桥柜，75+45厘米
PON008

3电器桥柜，60+60+60厘米
PON009

3电器桥柜，75+75+75厘米
PON010

3电器桥柜，90+90+90厘米
PON011

3电器桥柜，70+60+70厘米
PON012

* 设计、尺寸和技术特性可能随时因技术和商业要求而发生变化。

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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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电

一系列复杂高性能电器，可集成到
所有厨房设计中，以保证令人难忘

的烹饪体验。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所
有家电



高性能机器设计
Officine Gullo 推荐的内置烤箱和电器具有多种颜色和饰面，是领先品牌
高性能机器设计的突出体现。最佳电器确保难忘的烹饪体验。 

独立部件或完整厨房部分
Officine Gullo 推荐一系列复杂高性能电器，可以与任何厨房设计相结
合。例如，嵌入式电器可以作为单独部件包含在木质连接厨房中，也可以作
为设备齐全的电器柱，放入 Officine Gullo 整体厨房，与其他部件相协调。 

厨房设计咨询
Officine Gullo 提供定制咨询服务，旨在向客户提供既实用又美观的厨
房设计建议。组合可能无穷无尽，我们的内部设计团队帮助客户做出功能
性方面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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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EG201  60厘米多功能烤箱 / 酒窖细节
颜色：玉米黄 / 饰面：缎面镀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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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MG402 70厘米组合式微波炉
颜色：亮蓝色 / 饰面：枪色



多功能烤箱 
多功能烤箱是对传统电烤箱的一场改革，除了烤架外，多功能烤箱还配有
空气循环风扇，从而使食物均匀烹饪。可以根据不同的食物和食谱选择不
同的烹饪方式。内置多功能烤箱包含多种烹饪系统，其中一些功能被发展
得非常成熟，如耐火石和旋转烤架，此外还有烘烤面包和披萨的特定烹饪
程序。某些机型配备可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的内部风扇，用于改善热量分
布，此外还有触摸屏以及快速加热和清洁功能。 

蒸汽烤箱一体机 
多年来，厨师一直很喜欢蒸气烹饪，因为它能保持原料风味、芳香和质
感。空气湿度可令面团内软外脆，与传统烹饪方式相比所需调料更少。
这种烤箱结合了蒸制和传统烹饪方式，可以烧烤，酥脆感令菜肴更加
美味。 Officine Gullo 推荐的蒸汽烤箱一体机包括多种组合式烹饪功能
以及可定制预选配方。

组合式微波炉 
内置组合式微波炉允许微波炉、烧烤和烤箱功能单独或组合使用。传统微
波炉仅作用于食物中的水分子，使其震动，而组合式烤箱则将微波炉与
风扇和烧烤功能结合，可以在更短时间内完成烤肉等复杂菜肴的烹制， 
从而节省电能。

速冷机
速冷机是唯一一种能够在烹饪后将热产品中心温度快速降低（降低 
至3°C）的设备，此外还可以快速冷冻和除霜；在低温（至70°C）下烹饪
肉类和鱼类；发酵面包和比萨；加热或冷却菜肴；将食物保持在最佳温度
（-20°C至+80°C）；冰镇葡萄酒和饮料。它完全由不锈钢制成，配备探针，
用于测量食品内部温度，并配有易于使用的软触控控制面板。该装置可
以将食物的味道和香味保持在最高水平上，避免食物随时间变化。味道、 
营养、色彩、质地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达到最佳的保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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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抽屉
真空抽屉用来密封食物。它是延长食物寿命的完美技术，也是一种健康的
烹饪方法，可以提高香气和味道。另一个优点是以最佳方式储存剩余食
物，一旦真空包装后，就像刚刚准备好的食物一样，保持不变，因此减少了
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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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SG401 60 厘米真空抽屉



保温抽屉 
保温抽屉是一种多功能设备，温度可在 40 至 80°C 之间进行调节，从而实
现多种方式烹饪。在食用前将食物保持在合适的温度，实现完美发酵；甚
至在低温下烹饪。在后一种情况下，肉类能保持鲜嫩、美味，多汁，并最大
程度地保持其营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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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VG401 60厘米食物保温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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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G401 60厘米咖啡机
颜色：珍珠米黄 / 饰面：缎面镀镍



咖啡机 
内置咖啡机兼具美观和实用的特点，是您厨房中的完美选择。咖啡豆被研
磨后，通过创新即时加热系统在数秒内根据个人口味制作饮料，确保在恒
定温度下迅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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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酒器
当一瓶酒被打开，氧化过程随即开始，香味也开始改变。而倒酒器的出现
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让葡萄酒保存期延长至四周。一旦瓶子被打
开，倒酒器系统将在酒瓶内注入惰性气体并分散空气的含氧量，从而防止
了葡萄酒被氧化。倒酒器的设计用于保存，冷藏葡萄酒，整个过程从葡萄
酒瓶到葡萄酒杯。通过控制系统，将一杯酒控制到合适的温度，并凭借内
置清洁系统确保最佳的卫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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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D040 40厘米倒酒器

颜色：珍珠白 / 饰面：枪色



内置式灶台 
内置烹饪灶台由厚不锈钢制成，配有强大燃烧器和重负荷铸铁托架。 
实心黄铜旋钮和框架为厨房带来别致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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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UM系列
多功能烤箱，60厘米
EFEFU01

PREMIUM系列
多功能烤箱，75厘米
EFEFU02

PREMIUM系列
多功能烤箱，60厘米， 
配比萨饼和自清洁功能 
EFEFU03

PREMIUM系列
蒸汽烤箱一体机，60厘米 
EFVFU01

PREMIUM系列
组合式微波炉，60厘米 
EFMFU01

PREMIUM系列
保温抽屉，60厘米 
ESVFU01

PREMIUM系列
咖啡机，60厘米 
EMCFU01

PREMIUM系列
多功能烤箱，60厘米 
EFEIL01

PREMIUM系列
多功能烤箱，90厘米 
EFEIL02

PREMIUM系列
比萨饼烤箱，60厘米 
EFEIL03

PREMIUM系列
电磁炉，30 厘米
EPCIL01

PREMIUM系列
电磁炉，45 厘米
EPCIL02

PREMIUM系列
电磁炉，60 厘米
EPCIL03

PREMIUM系列
电磁炉，75 厘米
EPCIL04

* 设计、尺寸和技术特性可能随时因技术和商业要求而发生变化。

家用电器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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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UM系列
电磁炉，90 厘米
EPCIL05

PREMIUM系列
燃气灶，65厘米 
EPCIL06

PREMIUM系列
燃气灶，95厘米 
EPCIL07

PREMIUM系列
燃气灶，带扒板，95厘米 
EPCIL08

PREMIUM系列
燃气灶，带扒板，120厘米 
EPCIL09

PROFESSIONAL系列
组合式微波炉，60厘米 
EFMG202

PROFESSIONAL系列
组合式微波炉，60厘米 
EFMG401

PROFESSIONAL系列
组合式微波炉，75厘米 
EFMG402

PROFESSIONAL系列
蒸汽烤箱一体机，60厘米 
EFVG201

PROFESSIONAL系列
蒸汽烤箱一体机，60厘米 
EFVG401

PROFESSIONAL系列
蒸汽烤箱一体机，60厘米 
EFVG402

PROFESSIONAL系列
蒸汽烤箱一体机，75厘米 
EFVG403

PROFESSIONAL系列
多功能烤箱，60厘米 
EFEG201

PROFESSIONAL系列
高温多功能烤箱，60厘米 
EFEG202

家用电器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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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系列
多功能烤箱，60厘米 
EFEG401

PROFESSIONAL系列
高温多功能烤箱，60厘米 
EFEG402

PROFESSIONAL系列
多功能烤箱，90厘米 
EFEG301

莱欣诺专业烤箱
EFERA01

PROFESSIONAL系列
食品保温抽屉， 
60厘米 高14厘米 
ESVG201

PROFESSIONAL系列
食品保温抽屉， 
60厘米 高29厘米 
ESVG202

PROFESSIONAL系列
食品保温抽屉， 
60厘米 高14厘米 
ESVG401

PROFESSIONAL系列
食品保温抽屉， 
60厘米 高29厘米 
ESVG402

PROFESSIONAL系列
食品保温抽屉， 
75厘米 
ESVG403

PROFESSIONAL系列
咖啡机，60厘米 
带水箱
EMCG201

PROFESSIONAL系列
咖啡机，60厘米
带水箱 
EMCG401

PROFESSIONAL系列
真空抽屉， 
60厘米 高14厘米 
ECSG201

PROFESSIONAL系列
真空抽屉， 
60厘米 高14厘米 
ECSG401

PROFESSIONAL系列
真空抽屉， 
60厘米 高14厘米 
ECSIR01

* 设计、尺寸和技术特性可能随时因技术和商业要求而发生变化。

家用电器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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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系列
真空抽屉， 
60厘米 高45厘米 
ECSIR02

PROFESSIONAL系列
旋转烤架，70厘米 
GAE701

PROFESSIONAL系列
旋转烤架，90厘米 
GAE901

PROFESSIONAL系列
旋转烤架，90厘米 
GAE902

PROFESSIONAL系列
速冷机，60厘米 
ABB001

PROFESSIONAL系列
倒酒器，60厘米 
WND040

内置式洗碗机， 
60厘米 高86.5厘米
ELVG202

内置式洗碗机， 
60厘米 高81.5厘米
ELVG201

内置式洗碗机， 
45厘米 高81.5厘米
ELVG203

* 设计、尺寸和技术特性可能随时因技术和商业要求而发生变化。

家用电器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厨 房 用 品

优雅精选桌面配件由Florentine 
最精致工艺启发制作而成。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
所有厨房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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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体验 
厨房是家的核心，是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分享一天的地方。  Officine  Gullo 
从设计和建造厨房开始，对与厨房有关的任何东西都充满热情：用于装饰餐
桌的物品，从刀具到切菜板以及皮革配件。在从宏观到微观的旅程，Officine 
Gullo 首先创造了容器，打造漂亮且精致的厨房，根据各种口味和需求定制，
然后制作了内容，同时忠于公司的创始价值观和风格的延续。 Officine Gullo 
厨房用品系列包括多种选择：使用久经考验古老技术制造的刀具，由不锈钢
手工锻造，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皮革配件、刀架、锅架和锅垫；此外还有超厚
铜制炊具系列。  Officine  Gullo  的这些物品不仅仅是简单的厨房细节：他们
的存在犹如机器中的零件一样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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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餐具和刀架
托斯卡纳刀具艺术拥有古老而崇高的起源，体现在 Officine Gullo 刀具系 
列的每一件创意里。高品质的钢刀片，如古代刀剑般锻造，与金色水牛角、 
鹿角、黑檀木、黄铜制成的手柄结合；这些材料证明了我们与传统之间的
联系，不是仅仅重复过去的物品，而是作为持续功能和风格研究的成果。

全新 Officine  Gullo 刀架不仅是一个简单实用的容器，而是一件由实心胡
桃木、实心橡木和磨光黄铜打造的优雅的，富有美感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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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GKNBB980AS 金色水牛角牛排刀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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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GKHLI010 配有6个刀槽和1个水平板的刀座  
ACGKNOE990AS 黄铜和黑檀木专业刀具套件



 204 | 厨房用品ACGCBTP020FR 桦木层压切菜板



切菜板
Officine Gullo 切菜板具有极佳韧性，使用起来相当实用，外形漂亮。完美
的形状与功能组合，可与 Officine Gullo 厨房优雅而坚固的形状完美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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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GCBPL010NO 皂石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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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皮革
我们的皮革系列产品丰富了 Officine Gullo 餐桌内容。多种精致配件，灵感
源自数百年来的佛罗伦萨皮革加工传统。刀架、锅垫、刀具护套和其他意
大利手工制作优质皮革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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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GLECAST01 皮革桌垫套件

ACGLECAST02 皮革餐巾环和杯垫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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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GPORSET08 铜盘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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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铜锅
高品质厨房值得一套高质量炊具。 Officine Gullo 厚铜板煮锅、平底锅和
烧锅系列具有独特性能，可以保证前所未有、无与伦比的烹饪体验。外表
面显示用手制成的细腻锤纹，内壁镀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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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味罐
组成一排的罐子容器不仅能够令厨房工作更加实用愉快，同时还能让整
个房间看起来更漂亮，不放过最小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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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水牛角
专业刀具套件
ACGKNBB990AS

金色水牛角牛排刀套件
ACGKNBB980AS

黄铜和黑檀木专业刀具套件
ACGKNOE990AS

配有6个刀槽和1个水平 
板的刀座 
ACGKHLI010

配有6个刀槽和2个水平 
板的刀座 
ACGKHCU010

配有6个刀槽和1个水平 
板的刀座及黄铜结构 
ACGKHLO010

厨房用品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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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用品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皂石砧板 
配石架 
ACGCBPL010NO

胡桃木切菜板，带钢制松露刀 
ACGCBTA010NO

桦木层压切菜板 
40X40厘米
ACGCBTP010FR

桦木层压切菜板 
60X40厘米 
ACGCBTP020FR

一套2件圆形真皮锅垫 
ACGLECASET03  
直径26厘米 - 直径31厘米

一套4个皮革杯垫 
和4个皮革餐巾环
ACGLECASET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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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2个皮桌垫 
ACGLECASET01

皮革锅架
ACGLECA13100

5个带盖子的小铜罐 
ACGJARA011RL
盖上文字可为意大利文或英文

厨房用品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3个带盖的大铜罐  
ACGJARA021RL
盖上文字可为意大利文或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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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4个红铜锅 + 盖  
ACGPORSET04
• 1个长柄锅 
直径26厘米，高5.5厘米

• 1个双柄锅 
直径30厘米，高11厘米

• 1个双柄锅 
直径18厘米，高11厘米

• 1个长柄锅 
直径22厘米，高11厘米

• 4个盖子，直径18厘米、22厘米、26厘米、30厘米

一套8个红铜锅 + 盖  
ACGPORSET08
• 1个长柄锅 
直径30厘米，高6.5厘米

• 1个长柄锅 
直径26厘米，高5.5厘米

• 1个双柄锅 
直径30厘米，高11厘米

• 1个双柄锅 
直径26厘米，高11厘米

• 1个双柄锅 
直径26厘米，高12厘米

• 1个双柄锅 
直径18厘米，高11厘米

• 1个长柄锅 
直径18厘米，高22厘米

• 1个长柄锥形锅，直径22厘米
• 4个盖子，直径18厘米、22厘米、26厘米、30厘米

台式电动切肉机 
ACR151

厨房用品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厨 房 装 饰

厨房空间经过精心设计，配有一系列优雅配件， 
以打造 Officine Gullo 的整体外观。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所有
厨房装饰系列



Officine Gullo 整体造型
厨房空间经过精心设计，配有一系列优雅配件，以打造 Officine Gullo 的整
体外观。厨房变成欢乐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可以享受餐桌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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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002 实心铝和真皮吧台椅，高75厘米 
LMR304 “Tesla”照明灯



照明灯和凳子
在厨房空间中对品质的追求是本公司的驱动力，永不停息地拓展高品质
配件。细节决定氛围，例如时尚的高脚凳，以铝合金制成，配有手工缝制的
真皮椅垫。钢制吊灯更饱满地展现了厨房风格，提供最大程度的舒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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砧板和切肉机
所有的厨房配件都体现了对细节的关注。独立式砧板坚固耐用，使用方
便，美观大方。砧板是形状与功能的礼赞，可与 Officine  Gullo 厨房优雅而
坚固的美学形状完美搭配。引人注目、设计独特的切肉机提供了精致的外
观效果和高机械性能；颜色可以定制，令空间更加完善。

ACR150 飞轮式切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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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 厨房装饰ACR101 4篮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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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家具
一系列协调家具令空间获得风格统一，例如与厨房其他部分相同颜色或
饰面的粉末喷漆钢制垃圾桶，或者磨光黄铜或缎面镀镍燃气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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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心铝和真皮吧台椅 
高55厘米 
ARR001
皮革颜色可定制

实心铝和真皮吧台椅 
高75厘米 
ARR002
皮革颜色可定制

4篮垃圾桶
ACR101
桶颜色可定制

垃圾桶
ACR104
桶颜色可定制

飞轮式切肉机 
ACR150
刀片颜色可定制

“TESLA”照明灯
LMR305 
直径35厘米
LMR304 
直径60厘米 
LMR302 
直径120厘米

厨房装饰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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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RICA”照明灯
直径72厘米
LMR306

“NAUTICA”照明灯
直径72厘米
LMR307

磨光黄铜圆顶形灯座， 
带红铜圆顶
直径44.5厘米
LMR001

磨光黄铜钟形吊灯， 
带红铜环
直径47.5厘米
LMR006

磨光黄铜吊灯， 
带三个灯座。 
可调高度约为120至160厘米
LMR027

磨光黄铜吊灯， 
带两个灯座
高98厘米，宽112厘米
LMR028

厨房装饰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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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装饰
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产品系列

带支脚和刀架的砧板 
TGL001
有榆木或金合欢木两种材质， 
有方形或翻转式支脚可供选择

带支脚的砧板 
TGL002
有榆木或金合欢木两种材质， 
有方形或翻转式支脚可供选择

带支脚和刀架的砧板
TGL003 
有榆木或金合欢木两种材质， 
有方形或翻转式支脚可供选择

咖啡机
MCP001

磨光黄铜燃气龙头， 
配长方形板。 
13X13厘米
RBG012OB

缎面镀镍燃气龙头， 
长方形板。 
13X13厘米
RBG012NS

磨光黄铜燃气龙头， 
配圆形板。 
直径11厘米
RBG013OB

缎面镀镍燃气龙头， 
配圆形板。 
直径11厘米
RBG013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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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公司
Officine Gullo 渴望成为意大利卓越品质的顶级代表，一切始于创始人 
Carmelo Gullo的开明愿景和动力，现在公司由他的三个儿子Pietro、 
Andrea和Matteo领导。 Officine Gullo 的故事建立在传统与创新的完美
结合之上。每一件 Officine Gullo 的艺术品都是家族创造力的结晶，是对
机械工程的不懈研究，展现了最细腻的手工技术热情。这些专业知识确保
了生产过程每一个阶段都能以最谨慎的态度展开，从而使每一件产品都
能达到该家族企业所重视的高标准。

多年来，该公司聘用专业人员，任命其负责各专业领域，实现了不断扩张。
我们的员工选择将职业生涯献给具有民族自豪感的产品的制作，保证了
创造标志性艺术品所需的专业性、专注性和奉献性。

Officine Gullo 致力于不断追求质量，并将这一使命作为企业核心，根据
厨房爱好者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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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

洛杉矶

佛罗伦萨总部、展厅 
以及生产设施
佛罗伦萨设计中心
Via della Torricella 29, Antella, Florence

OFFICINE GULLO 之家
Borgo Ognissanti 32-34, Florence

佛罗伦萨生产中心 
Via di Meleto 1, Strada in Chianti, Florence

旗舰店
米兰
Via dell’Annunciata 12, Milano

伦敦
12 Francis Street, Westminster, London, SW1P 1QN

纽约
157 Hudson Street, New York, 10013

洛杉矶
8844 Beverly Blvd, West Hollywood CA 90048

莫斯科
Patriarch Ponds, Spiridonovka Ulitsa 24/1, Moscow

特拉维夫
8 Shimon Ben Shatach st., Tel Aviv 6802008 Israel

香港
Shop 111, Ruttonjee Centre, 11 Duddell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上海
Yong Jia Road, Xuhui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拉各斯
Plot 2/4 Akingbolagbe Street, Off Ligali Ayorinde street, Victoria Island

开普敦
94 Strand Street, Cape Town, South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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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
米兰

伦敦
莫斯科

上海

香港

特拉维夫

拉各斯

开普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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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光红铜
该饰面将实心黄铜部件表面浸入电泳液并与铜层混合而获得。

磨光黄铜
天然黄铜是一种“活”材料，非常容易染色，它的表面与任何物质接触时都会氧化。为了减少这种影响，我们对饰边进行了压光处理。 
这种表面处理将黄铜浸入一种特定的酸，加速了它的“老化”过程，确保了均匀的、颜色更深的饰面效果。

24kt 金
这种表面处理是通过将预抛光的实心黄铜部件浸入电泳液中并与一层24kt 金来实现的。

颜色与饰面
我们的产品系列可以使用213种RAL k7颜色中的任何一种，分为哑光和亮光版本。

其他个性化颜色可以定制。可根据要求提供其他饰面。

本产品目录印刷方法可能导致颜色差异。为了正确评价色调和颜色，有必要参考实物样品。在任何情况下， 
金属和手工饰面的印刷效果都会在色调/表面纹理方面与实物样品存在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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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色
该饰面将事先拉丝或刷纹的实心黄铜部件浸入电泳液并与深色镍层混合而获得。

抛光镀铬
该饰面将事先抛光的实心黄铜部件浸入电泳液并与铬层混合而获得。

缎面镀铬
该饰面将事先拉丝或刷纹的实心黄铜部件浸入电泳液并与铬层混合而获得。

缎面镀镍
该饰面将事先拉丝或刷纹的实心黄铜部件浸入电泳液并与镍层混合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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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巧克力色

磨光黄铜 抛光黄铜 磨光红铜

8025
淡棕色

7006
米灰色

1035
珍珠米黄

1019
灰米黄

7044
丝绸灰

1013
牡蛎白

1014
象牙白

1002
沙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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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光镀铬 缎面镀铬 缎面镀镍 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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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棕米黄

1006
玉米黄

1021
油菜花黄

2001
红橙色

3003
宝石红

3005
葡萄酒红

4007
紫红色

4009
粉彩紫

4001
丁香紫

磨光黄铜 抛光黄铜 磨光红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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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光镀铬 缎面镀铬 缎面镀镍 枪色



 240 | 颜色与饰面

5003
宝石蓝

5002
群青蓝

5005
信号蓝

5000
紫蓝色

5014
鸽子蓝

5024
粉彩蓝

5009
天青蓝

5021
水蓝色

5020
海蓝色

磨光黄铜 抛光黄铜 磨光红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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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光镀铬 缎面镀铬 缎面镀镍 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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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4
蓝绿色

6026
猫眼绿

6000
铜绿色

6019
粉彩绿

6021
苍绿色

6011
雷塞达绿

6002
叶片绿

6003
橄榄绿

6009
杉木绿

磨光黄铜 抛光黄铜 磨光红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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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光镀铬 缎面镀铬 缎面镀镍 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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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3
乳白色

7035
浅灰色

7001
银灰色

7000
松鼠灰

7031
蓝灰色

7044
丝绸灰

7016
无烟煤灰

9005
纯黑色

不锈钢

磨光黄铜 抛光黄铜 磨光红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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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光镀铬 缎面镀铬 缎面镀镍 枪色



由于公司以不断实施并改进产品为政策，因此，根据技术和商业要求，尺寸和技术特征可能随时发生变化。可能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条件下出现变化，
不提供买家索赔可能。因此，本目录中的插图、数据和描述应被视为参考。印刷方法可能导致颜色差异。为了正确评价色调和颜色，有必要参考实物样

品。在任何情况下，金属、大理石和木材等材料的图盘与实物样品相比，在色调和纹理方面可能存在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差异。
印刷：2021年7月

OFFICINE GULLO

佛罗伦萨总部
Via della Torricella, 25 - 50012 Antella (Firenze) - Italy
电话：+39 055 6560324 -  info@officinegull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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