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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成员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奋力陶瓷行业新未来

作为东盟最大的瓷砖生产国，印度

尼西亚拥有二十多家大型瓷砖生产企业。

印度尼西亚的瓷砖产能在 2015 年增长了

7.7%，达到 5.6 亿平方米。然而，该行

业发展开始出现放缓的迹象，产能利用

率显著下降。

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来看，2015 年

对于印尼瓷砖生产商是一个动荡之年。

该国的瓷砖生产量出现了历史性的下降。

虽然印度尼西亚在 2015 年的经济增长率

为 4.79％，位列新兴市场经济体第一。 

然而，与 2014 年相比，经济增速从 5.02％

下降至 4.79％，大部分行业（包括建筑

业和房地产行业）的放缓对瓷砖行业产

生了连锁影响。

2016 年第一季度瓷砖销售依然疲

软，销售总面积约为 9000 万平方米，

与去年同季度的销售额相比呈现停滞不

前的状态。2015 年印度尼西亚的陶瓷

销售额为 3.6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超过

20％。印度尼西亚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特别是其房地产行业的放缓，使得该国

的陶瓷产业受到影响。与之前的预测相

反，印度尼西亚的房地产业在 2016 年没

有显著的提升，因此陶瓷销售额尚未回

暖。印尼瓷砖生产商希望在经济增长加

速的背景下，2016 年下半年会有反弹的

趋势。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发展，预期

会成为推动 2016 年印度尼西亚经济增长

率达到 5.3％的关键因素，将大大推动房

地产开发和瓷砖消费。

印度尼西亚陶瓷工业协会（ASAKI）

主席 Elisa Singa 表示：“我们相信 2016

年下半年 , 当前的下降趋势将会扭转。

印度尼西亚正大力推进大型基础设施

和住宅建设项目，这将大力推动陶瓷销

售。鉴于对宏观经济状况的改善预期，

ASAKI 预计 2016 年印度尼西亚的陶瓷

销售额将增长 11％，达到 4 亿平方米。

近年来印尼国内产能的快速增长以

及 2015 年需求的下降，导

致了瓷砖价格的下跌并削

弱了利润空间，除非达到

供需平衡才能改善该情况。

根据 ASAKI，供应过剩是

导致东爪哇瓷砖价格下跌

超过 30％的原因，其中大

部分的额外产能正进入该

市场。

尽管该国瓷砖生产能

力规模较大，但由于过高

的生产成本，印度尼西亚

陶瓷生产商很大程度上未能迎合出口市

场。虽然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降低劳动

密集型产业的天然气和电力价格，以便

在经济放缓中支持这些行业（这是政府

在 2015 年十月宣布的第三个经济刺激计

划的一部分），但是由于能源价格仍然

高企，导致印尼瓷砖比起其他东盟国家

生产的瓷砖价格偏高。

越南陶瓷行业在过去十年的快速增

长惊艳了全球瓷砖行业。现有厂家和新

厂家的快速产能扩张使得该国的瓷砖生

产达到了新的高度。越南正与东盟最大

的瓷砖生产商印度尼西亚展开激烈的竞

争。与东盟其他三个主要生产国相比，

越南享有整个东盟最低的劳动力成本，

因此生产成本也最低。该国的低成本模

式吸引东盟其他国家的瓷砖生产商与当

地瓷砖生产商合资经营企业，以利用该

国低生产成本的优势。

在五家大型、十几家中型及三十家

小型生产商的带动下，越南的陶瓷行业

在整个东盟享有最稳健的增长率。2015

年，越南瓷砖生产量和消费量分别增长

5.5％和 9％。

“这是一个成为越南瓷砖市场领导

者的好机会，Prime 集团在 2015 年的总

收入为 83 亿泰铢，这凸显出越南市场

的高需求，”SCG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Rungroj Rangsiyopas 说。

另一家主要生产商（Chang Yih）在

其生产线上进行了大量投资以提供差异

化产品。为了生产高端产品，2015 年度

该公司在三色 3D 打印机及高科技压力

机上各投入了近 100 万美元。

Chang Yih Ceramics 的 副 总 经 理

Tran Van Sinh 说：“我们在新技术方面

投入巨大以便跟上潮流的趋势，我们的

生产线全部从意大利和西班牙等瓷砖行

业发达的国家进口，成本高达数百万美

元。”

他进一步补充道：“在先进技术的

帮助下，掌握高端市场的领导地位将有

助于公司在国内外投资的高端房地产项

目上获利，这些高端项目特别青睐质量

卓越、设计良好、价格优惠的瓷砖产品。

印度尼西亚

越南

东盟地区人口超过 6.3 亿，是全球最重要的市场和全球最大的瓷砖市场之一。近年以来东盟瓷砖市场以稳健的速度增长，瓷砖累计生产
和消费超过14亿平方米。目前，作为东盟最大的瓷砖生产国，越南和泰国正处于市场的低潮期，但整个工业区域的中短期前景依然是光明的。

目前，由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主导、泰国和马来西亚支援的东盟瓷砖制造业正在与该区域的中国进口瓷砖抗衡。伴随着产能扩张，该地区
的瓷砖生产商越来越多地采用最先进的技术。

四大东盟国家瓷砖年产量 四大东盟国家瓷砖年消费量

文章来源：Asian Ceramic



今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俄罗斯国

际 建 筑 与 室 内 展 览 会 (BATIMAT 

RUSSIA) 和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国际

石材展 (Coverings) 已印证了俄罗斯和

美国市场的差异化趋势。一方面，蓬

勃的美国市场已经连续六年呈增长态

势，2015 年瓷砖消费量增长达 10%（约

2.25 亿平方米）。此增长趋势对瓷砖

进口量与本国产量都发挥了同等的促

进作用，每年能达到 8 千万平方米。

另一方面，由于瓷砖企业不间

断投资增加生产线，尤其是意大利公

司，使得瓷砖产量显著增长。其中，

Landmark 集团 6 月在田纳西州投资

约 9000 万美元设厂。德拉康卡 (Del 

Conca) 也宣布两年前在田纳西州劳登

设立的工厂将会扩大 1 倍产能。除此

以外，由 Enzo Mularoni 领导的集团从

起初投资 5000 万美元，未来将会加大

投资约 3000 万美元，把生产力由每年

3 百万平方米扩大至 6 百万平方米，

计划 2017 年 1 月开始实施。

意大利瓷砖品牌尽管已在美国

市场有不俗的成绩（如 Florim, Iris-

Fiandre, Panaria, Marazzi, Mohawk 已投

资设厂、运营多年），但市场的增长

态势仍未能吸引西班牙或土耳其的企

业进驻。仅在 2015 年末，唯美集团（第

一家来自中国的企业）在美国田纳西

州投资建厂。田纳西州瓷砖产区的快

速发展也强劲地带动了关联设备产业

的发展。许多技术服务方在田纳西州

已开立多家分公司，为当地制造商提

供便捷快速的技术支持，包括萨克米、

Martinelli、Digital Design 、BMR 和 

LB。

在俄罗斯，瓷砖行业和市场趋势

却大相径庭。产品需求量严重下降导

致进口量也大幅下降；而那些注重产

品质量的当地制造商却能从中受益，

成功抢夺国外产品的市场份额。弱势

货币也一定程度激发了俄罗斯企业竞

争力。其中一例子就是 Estima 最近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设立第一家贸易经

销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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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瓷砖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期

预见卡塔尔房地产市场——供过于求

在未来几年，卡塔尔房地产市场

的供应量预计会增加 2 倍以上。这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 2022 年世界杯的举

行。房地产开发商在世界杯前投资开

发新的基建和房地产项目，满足预期

游客大增的需求。

然而，房地产出现了供过于求

的情况，导致写字楼、酒店领域的使

用率降低。预计房地产市场的销售

版块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会受到更

大程度地影响。根据房地产咨询公司

CBRE 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卡塔尔

的总办公室存量，即可租赁面积，达

到 530 万平方米。到 2018 年末，预

计超过 7 百万平方米。卡塔尔新建写

字楼主要位于西湾地区、多哈市中心、

卢赛尔等。今年 6 月，Al Asmakh 房

地产发展公司（AREDC）也发布了

相关报告，预计在未来五年，多哈

的酒店房间数量会增加 1 倍。当前，

卡塔尔现有酒店约 115 家，房间总

数 接 近 20,700 间， 另 有 105 家 新 酒

店、21,000 间房间正在施工建设中。

AREDC 表 示， 新 建 的 酒 店 预 计 在

2021 年前投入运营。而另一家房地产

公司在其“卡塔尔 2016 第二季度”

报告中指出，卡塔尔的房地产可销售

面积将会增加得更快，到 2019 年将

会扩张 2.2 倍。

目前，为特定目的建造的商城面

积达 643,000 平方米，在未来三年，

将会有 130 万平方米的面积增长，其

中 Villagio 商城和城市中心商城共占

39%。另外，位于 Markhiya 大街，斥

资 8.233 亿美元的 Alhazm 商城将在年

底开业。同期，也会有一系列发展项

目同步上线。

不断增长的建筑量很可能会降

低房价或租金，但政府如果仍不断建

起新项目，那么低房价将再也无法刺

激需求，市场上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

现象。现时的经济形势使写字楼需求

下滑，尤其是向来需求占比大地能源

公司和国企（2009 至 2014 之间在西

湾地区拥有 65% 甲级写字楼）。据

DTZ 数据显示，甲级写字楼的出租

自今年起下降了 10%~15%。

卡塔尔旅游管理局也表示，酒店

的平均入住率同样下跌，自 2015 年

上半年至今年同期，从 77% 下降至

64%。入住率的下降归因于去年很多

新的酒店项目开业，酒店房间数量增

长 10%；同时上半年旅游业呈疲态，

游客数量下降 6%，至 160 万人。

卡塔尔旅游发展局首席官员 Mr. 

Hassan Al Ibrahim 表示：“游客数量

和酒店入住率普遍下降与卡塔尔房地

产市场发展的趋势一致。未来我们将

推出更多更好的旅游产品，来持续吸

引休闲旅游者和拉长商务旅行者的到

访期。改善经济状况，促进旅游业再

次蓬勃发展。”而商业地产的零售最

具潜力，今年第一季度入住率高，且

月租金稳定在 71 美元 / 平方米与 82

美元 / 平方米区间。

此系列产品充满想象力、色彩丰富、

有趣生动。座厕专为儿童设计，没有尖

锐的边和角。座厕座圈完全为儿童设计，

有白色、红色或绿色可选。所有座圈都

有一个迷你护背，直径较小，无需担心

孩子掉入座厕。座圈符合人体工学，可

让孩子在如厕时训练抓住座圈左右两侧

的捏把。洗面盆的中心装饰是一个配有

花朵形状洗面盆的洗面盆架，采用了创

新的套筒，配有便利的单柄龙头方便使

用，卫生，省水，可降低烫伤的风险。

红色或绿色的粉末涂层杆便于儿童抓取

和使用洗面盆。

此产品由法国设计师 Toan Nguyen

设计，他认为浴室设计的原则应该是“所

有的洁具都为舒适服务”。产品设计完

美平衡，确保每一件单品都不会干扰浴

室的真正目的所在——即带来身心双重

洁净享受。系列中的每件产品都必须全

方位地服务于舒适放松这一目的，其结

构形态含蓄低调，整齐划一，给人以平

和与宁静的总体印象。细细观察，便可

发现其形态完美地服从于功能。井然的

极简主义给人留下深刻的的印象。

井然的极简主义

舒适极致的流线设计

此 款 浴 缸 设 计 结 合 优 雅 的 雕 刻

设计和无与伦比的流线型表现，使其

成 为 浴 室 的 重 头 装 饰 品。 浴 缸 采 用

QUARRYCAST 特 殊 材 料 精 心 打 造 而

成。QUARRYCAST 不像坚硬的石头或

铸铁制品，反而会让人的触感温暖，具

有特殊的绝热功能和耐刮伤性，配合其

如此带有创新灵感的设计，让此款产品

与众不同。另外，设计师构思大胆，浴

缸较矮，易踏入，且薄，呈贝壳状或泪

珠状，无边框设计更显朴素美，线条弧

度让人舒适极致。 

无圈孔设计令洁具更洁净

此款座厕为无圈孔设计，不再给任

何污垢提供藏匿之所，同时配备可瞬间

清洁的创新和强大冲水系统，该易清洁

和符合卫生学的设计均符合公共和家用

卫生间。此外，此系列座厕、妇洗器及

小便器产品开发了一套革命性的壁挂安

装系统，并已经申请了专利。这种隐蔽

式的便捷固定安装方式可满足专业人员

和用户的需求。另外，产品表面处理工

艺劳芬特殊釉面（LCC）性能卓越，进

一步简化了浴室清洁工作。

充满想象的儿童浴室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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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战场，危机下的领导与追随者的角逐

大理石瓷砖专题报道

独家专题
Exclusive

历经几年的发展，大理石瓷砖品类

的认知度与市场占有率有所增长，竞争也

愈发激烈。通利大理石瓷砖，早于 2012

年清晰定位，2015 年奠定了良好的品牌

发展基础，并提出“共商合享”的厂商

经营思路，多方位、立体化地与经销商

一起夯实渠道、团队、品牌、服务等基石，

实现从过去的“产品核心竞争力”向“渠

道营销为主的品牌综合竞争力”转变。

而在终端，大部分通利大理石瓷砖经销

商已从产品、价格、渠道、营销、服务

等全方面掌握制胜权，相信根深才能叶

茂，根深不惧风摇动。

大理石瓷砖诞生初衷，恰恰是为了

替代天然大理石。为了实现天然石材的

质感，通利大理石瓷砖本着“用户为上，

效果优先”的用户思维，理性判断并在陶

瓷工艺做加法，亮光柔抛、柔光 33°、

表里如一等工艺量产上市，并合理分配

产能与搭配比重。同时，注重“师从自

然，专注石感”的产品诉求理念，专注

持续地研发大理石瓷砖新工艺，将在适

当的时机对外发布上市。两年来，持续

在房产上游及设计链发声，先后联合了

CCTV-2【空间榜样】、中国建筑与室

内设计师网全国联盟、搜房网，携手国

内外著名设计大师余静赣、梁建国、琚宾、

陈德坚等全国 30 多个一二线城市搭建设

计师沟通桥梁，同时全方位进行线上推

广，协助经销商打通设计渠道产业链。

大理石瓷砖和现代仿古是两个面向

不同层次消费群体的品牌，未来 5 年都

将是热销的品类，并不矛盾。大理石瓷

砖同质化，是因品牌而异。未来，通利

大理石瓷砖的价格只会走高，我们不会

与非专业的品牌打价格战，同时也呼唤

更专业的、更理性、更专注大理石瓷砖

的品牌加入进来，摒弃浮躁心态，共同

把这个品类脚踏实地地做好。

 

新品类市场厮杀是竞争必然的结果，

这样红海现象其实会鞭笞行业前行，促

使企业寻求差异化品牌发展。

当下是 80、90 后的王朝，无论是品

类的发展和特点都应该以这群新消费主

体为中心。但目前行业发展存在很大的

局限性，就是抄袭风较为盛行，自主创

新远远不足！其实，创新是企业能够恒

久发展的制胜法宝，企业需要依靠创新

来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是时代的

要求也是市场的必然。主动求变，才能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只

有勇于进行颠覆式创新，直面挑战，才

能获得更多的机遇与希望。

大理石瓷砖品类要打通终端类销售

链，爆破活动、“明星促销”等这些势

头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在市场站稳脚跟，

品牌的号召力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市场

不好做的时候，产业链各个环节都需要

品牌的背书。

根据目前的市场走向以及消费群体

的转变，围绕 28-40 岁主流消费群体对

现代雅致、高品质生活追求的趋势，相

对而言，现代仿古砖会是未来的走向，

例如加西亚推出的新品都很讨消费者喜

欢。

现在大理石瓷砖的竞争比较激烈，

就整个陶瓷行业来看，每隔一个时间段

便会有新品类产品推出，慢慢地该品类

产品便会泛滥，而我们做瓷砖的必须了

解终端，在了解终端的基础上把我们真

正要做的东西做好。

大理石瓷砖产品作为一种在花纹、

着色、肌理等方面可以和石材媲美的产

品，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随着该产品

生产工艺的日渐成熟，产品的花色更加

逼真，耐磨度更高，产品的用途更为广泛，

使产品的市场空间更为巨大。石材的减

少，环保意识的强化，大家会越来越关

注各种各样的替代品，这对石材行业也

不会例外。因此，未来对大理石瓷砖这

类产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各类产品模

仿石材仍将是主流，行业的整体水平的

提升也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大理石的逼真效果和瓷砖的优越性

能成为品类立足的核心价值；而市场的

发展让企业在营销过程中更多的从消费

者角度出发，从品类命名到推广策略更

加贴合消费者的认知习惯，所以大理石

瓷砖作为一个全新品类打破了行业的局

限，更有利于它在终端进行推广。

相对现代仿古而言，大理石瓷砖能

更接近天然大理石，更具有环保性，并

且往天然大理石的特质发展，大理石瓷

砖在未来的岁月里面可以更持续，更长

久地发展。 ▼下转 A05

通利大理石瓷砖

加西亚瓷砖

欧西曼陶瓷

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减速以及房地产市

场的放缓，原来的抛光砖品类下滑非常厉害，

而大理石瓷砖品类却一枝独秀。如果说2014年

是抛釉砖的天下；2015 年是数码渗花墨水的

舞台；那么 2016 年当归属于大理石瓷砖，尤

其是通体大理石，这一品类成为了今年陶瓷企

业的主要角逐点及发展方向。从今年的春季佛

山陶博会看，已有相当一部分的企业“尝先”

推出通体大理石。业内人士预计，通体大理石

将在下半年及明年迎来一个爆发期，而接下

来的大理石瓷砖市场的竞争也将更加激励。

提到大理石瓷砖，就不得不提大理石瓷砖品

牌简一。其有着有别于其他陶瓷企业的区销宣传

策略，推出“不二价”，打破瓷砖销售潜规则的，

在业内引起了一轮“明码实价”风潮；瓷砖作为

耐用消费品，其依然像“快消品”一样大规模的

投放广告，在今年年初，更是以2.995亿元的天

价夺下了央视《新闻联播》期间的“黄金广告”

位置，大胆的广告宣传策略，出乎意料的让简一

取得意外的宣传效果。同时，简一花费大量的人

力物力用于终端推广活动。此外，简一产品每年

迭代一次，目前，简一已经完成大理石瓷砖13

项核心技术专题攻关，包括3项发明专利技术、

5项专有技术、2项首创技术，1项工业设计体系，

研发水平的领先使得简一始终在市场快人一步。

随着大理石瓷砖在国内火爆兴起，“诱人

的蛋糕”吸引了业内一大堆的追随者，甚至有

企业打出“争做简一第二”的口号。随着各大

企业的炒作选差宣传，大理石瓷砖在终端市场

也迅速吸睛广受关注，大理石瓷砖市场空前火

热。市场在竞争，但同时市场也在自我调节洗

牌，一部分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将被淘汰。

笔者认为，大理石瓷砖市场必将面临同质化、

价格战等一系列市场竞争，陶瓷企业如何整合企

业资源、适时调整战略、迎合消费者的诉求变得

尤为重要。本期，《陶卫商讯》连线国内5家大

理石瓷砖品牌，围绕“过热”的大理石瓷砖市场，

共同探讨品类营销之道。

袁震

销售总经理

谢冬平

营销总经理

孔繁湛

营销总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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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 A06

新品类形成的市场竞争，将会带来

更好的市场环境，这对整个行业来说是

积极正面的影响。当然，随着新品类形

成一定的市场规模，它的独特性也会随

之下降，创新与精益求精就成为生产商

的首要任务。更成熟的生产技术，更新

颖的设计，融入轻奢生活的产品概念和

服务质量将是我们的发展方向和竞争优

势。

天然石材的过度开采，造成了资源

短缺和成本上涨。相对而言，以天然石

材为设计蓝本的大理石瓷砖就拥有辐射

少、色差小、易打理、成本更低、绿色

环保等诸多性能优势，更受 80、90 等新

兴消费群体青睐。

设计是打通终端销售链的关键。这

个“设计”不仅仅是产品设计层面，还

包括空间设计师渠道、消费者生活品质

等各方面。第一，产品的设计需要专业

的国际一流设计师团队去打造。皇家·曼

奇尼专注于意大利艺术设计美感，产品

的设计研发就由顶尖的意大利设计师团

队打造，首要任务就是保证高端产品的

质量；第二，现代消费者在选材的时候，

通常都会参考和尊重设计师的意见，因

此设计师渠道对大理石瓷砖的推广也有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三，空间的展示

也是推动终端销售的助力。销售点的样

品展示与空间设计也必须具有较高的设

计水准和服务质量，好的产品必须有好

的展示，消费者进店的第一印象对最终

促成产品销售会有很大的影响。

2014 年和 2015 年是中国瓷砖井喷式

发展的两年，通体大理石和微晶砖成为

这两年的大卖点，而且结合数码喷墨技

术，让瓷砖的表现力更加完善，这将作

为未来一到两年的趋势。接下来，随着

消费者的选择更加理性，将会更注重瓷

砖的综合性能，功能性陶瓷将进会成为

消费者家装考虑产品之一，如负离子砖、

抗菌瓷砖、防滑耐磨瓷砖、以及一些特

殊装饰效果的瓷砖等，所以瓷砖个性化

趋势就越来越明显。

▲上接 A04

皇家·曼奇尼陶瓷

● 通利大理石瓷砖

产品特色：通利高山流水不

故作奢华铂金，而力求把大自

然的气势蓬勃还给众人，融入

自然 。纹理与环境相互折射，

相互辉映，营造出了一个愉悦

身心，高价值和归属感的精神

空间。而在墙面铺贴蕴涵西方

建筑古典之美，又不乏现代中

国韵律之美，地面拼花表现出

典雅、温馨，简单的勾勒中充

满着无穷的生命力。

产品规格：

600X900mmX9( 组合 )

产品特色：源于“石材王国”

意大利。山水画是具有山水纹

岩特征的白色大理石。此图案

群岩俊秀，峰峦叠嶂，具有很

强的艺术观赏性。一幅幅山水

画犹如笔墨画，凸显浓郁的文

化底蕴的同时彰显空间气宇轩

昂之势。

产品规格：600X900mmX6

产品特色：西班牙翔龙吐珠

是具有红色条纹岩石特征的米

黄色大理石，实为稀有天然大

理石品种；翔龙吐珠图案犹如

一条腾飞的翔龙遨游于祥云之

中，而且行云流水、翔龙吐珠，

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上，意味

着神龙守护家人，一切都如意

吉祥。

产品规格：

600X900mmX9( 组合）

产品特色：通利蛟龙出海源

于意大利天然珍稀石材。在海

面上，似有一条蛟龙畅游其中，

随时准备从碧波荡漾的碧蓝海

面腾空而出。蛟龙出海的碧蓝

和褐色搭配相得益彰，浑然天

成。

产品规格：

800X800mmX6( 组合二 )

产品名称：高山流水（艺术背景墙）

产品名称：山水画（艺术背景墙）

产品名称：翔龙吐珠（艺术背景墙）

产品名称：蛟龙出海（艺术背景墙）

● 欧西曼陶瓷

产品特色：完美是在细节处彰显，就如同欧西曼的索芙特，底色浅米与浅灰、深米、金黄、白等共同

组成和谐的色彩图案，纹理细腻自然，金黄细线嵌入米色之中，给人温暖、舒适与高雅的感觉，每一

个完美的细节彰显细致的用心，打造出空间的华丽与唯美，流畅的线条勾勒出一幅和谐的家居图。

产品规格：800X800mm

应用风格：古典中式

产品名称：索芙特

赵志显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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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西亚瓷砖

● 皇家·曼奇尼陶瓷

产品特色：美尼斯金将现代

元素与古老元素有机结合起来，

既有 e 时代的智能化和概念设

计，又有传统的沉静与思考。

让人既不觉得他富丽堂皇，金

光闪闪，而是漂亮，温柔，恬静，

静谧。因为人们最终还是要抛

弃狂热的幻想，向往舒适的生

活。

产品规格：800X800mm

应用风格：简约现代

产品特色：金刚釉 - 魔石系

列，沉稳大气的黑色，而淡淡

的线纹使其更为深邃迷人，展

现出不可比拟的强烈视觉冲击

力，适用在客厅、卧室、餐厅、

厨房以及卫生间。

产品规格：800X800mm

应用风格：现代简约

产品特色：采 用 最 新 通 体

45°抛工艺，结合抛光砖与全

抛釉的优异性能，而凌驾于两

者之上，45°天然石材光泽，

呈现艺术和天然大理石的风采，

带来全新体验。金世纪通体柔

光大理石瓷砖，完美呈现金世

纪米黄的流动质感，如月光下

的冰山般轻盈通透，又独具诗

般的厚重，装饰优雅而有品味

的空间。

产品规格：800X800mm

应用风格：现代轻奢风、简约

产品特色：金刚釉 - 魔石

系列，雅士白干净的纹理，

纯正的白色，镶嵌着很纯的

灰色，纹理天然自成。适用

在客厅、卧室、餐厅、厨房

以及卫生间。

产品规格：800X800mm

产品风格：现代简约

产品特色：来自意大利的名贵

大理石，洁白无暇的釉面如肌

肤般柔滑，质感纯正，天然无

瑕疵，给居室多一份完美。采

用最新通体 45°抛、通体全

抛两种工艺，结合抛光砖和全

抛釉的优异性能，而凌驾于两

者之上。45°天然石材光泽，

9 个文件面，呈现艺术和天然

大理石的风采，提供更多多样

化的选择。 

产品规格：800X800mm

应用风格：现代简约、欧式

产品特色：金刚釉 - 魔石系

列，黑白灰是国际流行色调搭

配的经典，我们还原了意大利

米兰大教堂广泛使用的天然名

贵大理石意大利灰。适用在客

厅、卧室、餐厅、厨房以及卫

生间。

产品规格：800X800mm

产品风格：现代简约

产品特色：其具有奢侈，诱惑，

色彩鲜艳而饱满，纹理变化自

然，欧西曼 “新索菲特金” 通

过全通体晶彩的纹理真正可与

石材相媲美，无论是进行切边、

拉槽或倒角处理，任何切割面

都呈现似天然大理石的清晰纹

理、颜色效果。极大的提升整

体空间效果的装饰性能，如似

香槟的醉美让人久久回味。

产品规格：800X800mm

应用风格：简约现代

产品特色：金刚釉 - 魔石系

列，线条分明，流行棕色与白

色交错搭配延伸。犹如点燃雪

茄、品尝佳酿一样，带来的尊

贵享受。适用在客厅、卧室、

餐厅、厨房以及卫生间。

产品规格：800X800mm

产品风格：现代简约

产品名称：美尼斯金

产品名称：西班牙·黑白根

产品名称：45°通体柔光大理石系列——金世纪

产品名称：意大利·雅士白

产品名称：45°通体柔光大理石系列——雪域石

产品名称：意大利·布朗灰

产品名称：新索菲特金

产品名称：意大利·大地棕

文 / 关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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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罗娜：不止水泥砖，不止步于水泥砖
——专访费罗娜水泥砖市场总监唐婉明

细节决定成败，做好产品“一条龙”

兴起并非偶然，“黑白灰”仍是主流

服务设计，引领潮流

产品鉴赏：

在刚过去的第 28 届佛山陶博会和博洛尼亚展上，不管是企业展示空间的形式还是产品，灰色调俨然成为了市场的主流，市场势必刮起
一股“水泥风”。本期，费罗娜水泥砖市场总监唐婉明接受了《陶卫商讯》的专访，分享了她对行业潮流的见解以及费罗娜水泥砖的动态。

今天，《陶卫商讯》相约费罗娜水泥砖市场总监唐婉明，共同走进水泥砖的世界。

产品辨识度低一直是困

扰水泥砖发展的一块绊脚石，

而随着市场下半年水泥色调

的兴起，越发多企业加入到

水泥砖生产和销售。如何保

持产品的个性和巩固自身企

业的优势成为费罗娜急需解

决的一个难题。而问题的解

决之道唐总监形象地总结为

“细节”和“玩得更大”。

今年以来，费罗娜对企业的

整体 VI、店面 SI 进行了全面

的包装升级，以全新的形象

进入大众的视野当中。同时，

通过赋予产品更浓厚的国际

感，完善产品的配套，整体

提升产品在市场中的形象。

唐总监解释：“随着大

潮流，竞争对手必定会增多，

要突围，就要从产品的定位、

研发、生产、销售等各个方

面入手，把细节落实到位。

如费罗娜过去一段时间卖得

最好的‘瓦雷泽’系列，我

们就以瓦雷泽产品 3 个基础

灰调产品，衍生出了水泥木

纹等各种花纹，通过模具、

花纹等方式打造外形独一无

二的水泥砖，调整尺寸形状

推出六角砖，一款产品玩出

十几款花样，这样的企业还

是比较少的。”

今年的意大利博洛尼亚

展和第 28 届佛山陶博会上，

灰色调和水泥砖无疑抢尽了

风头。唐总监认为，其实在

2 年前的博洛尼亚展上，已

经开始出现大面积的灰色调

产品，今年国内“黑白灰”

依然会是主流，面对市场的

兴起，她说：“每个人的想

法可能都不一样，但实际上，

石材这种材料更多地是来自

于自然，水泥砖只是在其基

础上赋予了更多的创造性和

设计感。当然，这其中也和

审美有关系。不得不说设计

师们对‘黑白灰’都有一份

情结，黑白灰算是一个比较

百搭的颜色，能作为室内设

计的主色调，搭配其他的软

装又能带出室内设计的调性；

新的助力消费群体也在转变，

之前消费者使用石材，多给

人一种欧式奢华的感觉，现

在慢慢地转变成偏向简约的

新消费观念。”

尽管主色调依旧是“黑

白灰”，但费罗娜最新推出

的“ 瓦 雷 泽 2.0 系 列”， 除

了基础的延伸外，同时极大

地丰富了产品的搭配和空间

应用。唐总监说：“水泥砖

这个品类的产品相较其他的

产品显得比较单调，因此水

泥砖的市场推广要求则比较

的高，只有搭配得好，引导好，

消费者才能看出水泥砖更多

的展现形态。”

与国外相比，国内消费

者对于水泥砖的接受程度还

比较低。2012 年把水泥砖带

到市场，2013 年，费罗娜全

面进入国内，专注地在水泥

砖品类去开发产品，给设计

师更多的创作灵感，服务于

优质项目，在今年的杭州中

国室内设计协会第 26 届年会

上，费罗娜作为会议的赞助

方，把旗下三大品类首次亮

相，在设计师群体中引起极

大反响。

据悉，费罗娜自打进入

国内市场之后，已连续四年

参加广州设计周，今年还会

在现场举办“水泥东西”作

品展并推出最新的品牌——

费罗娜源溯，用纯正的水泥

去做一些铺贴装饰类的产品，

同时还有全意大利制造进口

品牌吉哲瓷砖的亮相，将是

一场设计的盛宴。

费罗娜在中国陶瓷城展馆的展厅重新装修

配合上花砖，点缀整个室内空间

CIID 年会上 “亭泊”展位设计

“玩得大”——一款产品“玩”出十几款配套

CIID 年会上展示的费罗娜源溯水泥制品

文 / 严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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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世界瓷砖趋势数据发布

★2015 年，世界瓷砖总产量为

123.55 亿平方米，各地瓷砖产量基本

保持平稳。亚洲瓷砖产量为 86.27 亿

平方米，占世界瓷砖产量 69.8%，迎

来了多年来的首次下降，相比 2014 年

下降了约 0.9%，产量明显下降的国家

欧伊朗、印尼以及中国，而越南与印

度的产量却有所上升。

★欧洲的瓷砖总产量为 17.9

亿平方米，占世界瓷砖总产量的

14.5%。欧盟地区的瓷砖总产量为

12.18 亿平方米，相比 2014 年上升了

2.2%；非欧盟国家地区的瓷砖总产量

为 5.72 亿平方米，同比去年增加了

0.4%。

★美洲的瓷砖产量为 15.2 亿平

方米，占世界瓷砖总产量 12.3%，中

美洲与南美洲的瓷砖产量基本上与

2014 年持平，而北美洲由于美国与墨

西哥的经济复苏，与 2014 年相比，瓷

砖产量增长 6.2%。

★非洲瓷砖的总产量为 4.13 亿

平方米，与 2014 年相比，略有增幅，

上升 3%。

★2015 年，世界瓷砖消费总量

为 121.75 亿平方米，与 2014 年相

比增长 0.8%。亚洲瓷砖消费总量为

81.66 亿平方米，相当于世界瓷砖消

费总量的 67.1%，比 2014 年增长了

0.6%。沙特阿拉伯和越南的瓷砖需求

量大幅增加，亚洲其他地区的瓷砖需

求量都趋于平稳甚至有所下降。

★近年来，欧盟国家经济有所恢

复，对瓷砖的消费也有所上升，2015

年的瓷砖消费总量为 9.1 亿平方米，

比 2014 年增长了 5%，波兰、英国、

西班牙等国家瓷砖需求量都有较大增

幅。但是，非欧盟地区的瓷砖消费量

却有所下降，相比2014年下降了2%，

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为俄罗斯与乌克

兰。

★中美洲与南美洲的瓷砖消费

总量与 2014 年相比，变化不大。尽

管阿根廷、智利与哥伦比亚的瓷砖消

费总量在增加，但是巴西、委内瑞拉

的瓷砖消费量却在大幅下降。在 2015

年，北美洲的瓷砖消费量增长显著，

比 2014 年增长了 9.3%，这波增长的

主要推力为墨西哥与美国。

★非洲的瓷砖消费总量相比

2014 年有所下滑，下降了 2.7%。这是

自 2010 年来，首次比较明显的瓷砖消

费量下降，主要原因为尼日利亚与利

比亚的瓷砖需求急剧下降。

★2015 年，世界瓷砖出口总量

为 27.35 亿平方米，相比去年增加了

1.5%。2013 年以前，世界瓷砖出口量

曾经历连续 4 年的大幅上升，2013 年

以后，世界瓷砖出口逐渐放缓。亚洲

瓷砖出口相比 2014 年略有上升，总量

为 15.14 亿平方米，占世界瓷砖出口

量 55.4%。

★欧盟地区的瓷砖出口量增长明

显，相比 2014 年增长 4.5%，总量为

8.56 亿平方米，占世界瓷砖出口量

31.3%，其中西班牙的瓷砖出口量增长

明显；非欧盟国家的瓷砖出口量略有

下滑，出口总量为 1.39 亿平方米；

★中美洲与南美洲的瓷砖出口总

量为 1.26 亿平方米，相比 2014 年上

升 5%，北美洲的瓷砖出口量与 2014

年持平，为 0.65 亿平方米；非洲地区

瓷砖出口总量为 0.35 亿平方米，相比

去年有所下降。

★世界瓷砖总出口量占总产量

22.1%，占总陶瓷消费量 22.5%。一半

以上的瓷砖仍出口于同一地理区域，

例：南美洲 87% 的瓷砖出口地为南美

地区， 北美洲 79% 的瓷砖出口地为北

美地区，亚洲 64% 的瓷砖出口地为亚

洲地区，只有欧盟为例外，它的瓷砖

有 50% 是出口到非欧盟地区，这一数

据表示，世界各个区域的瓷砖生产和

销售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世界上三大瓷砖出口国为中

国、西班牙、意大利，它们的瓷砖出

口总额占世界瓷砖出口额的 65.2%。

在所有瓷砖出口的国家当中，意大利

瓷砖出口量占其生产量的 80%，西班

牙则为 86%，而中国仅为 18.2%。出口

平均单价意大利瓷砖 13.7 欧元 / 平

方米，西班牙瓷砖 6.5 欧元 /平方米，

而其他国家生产的瓷砖为 3.4~5.9 欧

元 /平方。

世界各地区瓷砖生产状况

世界各地区瓷砖消费状况

世界各地区瓷砖出口状况

 产量：世界各地瓷砖产量基本持稳，亚洲产量首度下降

消费：欧盟瓷砖消费上升，非洲瓷砖消费总量下滑，北美瓷砖消费增长明显

出口：世界各地区瓷砖出口分析

文 / 张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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